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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活水-聖靈充滿系列 1-教會與個人興起 
講道-蔡維恩牧師 

前言: 「跨年禱告會」 
    今年的跨年「倒數」活動，因為疫情影響，許多的歐美國家

都取消群聚，甚至台灣大多縣市也取消活動。不同於年底熱鬧的

歌舞煙火跨年活動，基督徒選擇到教會數算恩典、以為國家、為

社會的禱告開拓新局，祈求國泰民安、社會祥和，全球疫情早日

受到控制。今年為了加強防疫，多所教會暫停年終聚會，或是調

整為線上直播，但仍有教會以謹慎防疫措施，舉辦實體年終感恩

聚會。無論在家中參加線上聚集，或前往教會，都不影響大家分

享感動，並向上帝訴說對新年的期許。 

    我們教會在 12/31 (四)晚上 22:30~00:30 於副堂舉行【跨年半

宵禱告會】，內容有敬拜、祈禱、見證、信息、祝福，以感恩祈禱

送別 2020年，以信心祈禱迎接 2021 年，並透由卡片來領受上帝

新年的祝福。在跨年禱告會裡，領受上帝豐盛的恩膏與能力，內

心極其渴慕與主對齊，立志憑信跟著約櫃行。求主提升全體基督

的身體，使我們家庭兩個世代在主榮耀的同在中，合一向前行。

也願每一位屬神的兒女，透過禱告重新得力，如鷹展翅上騰。 

    新的一年，我們教會將試用「每日活水」讀經本，（每月一

本）來作每日讀經的訓練。新眼光讀經本也可繼續使用，若有心

要學習進階的研經，就可按目前「每日活水」進度，目前是使徒

行傳開始，（一個月才讀七章）。我將分為五週主題「聖靈充滿」

系列，讓我們新年能夠先學習「聖靈充滿」的經歷與認識。讓我

們新的一年，將是一個突破與翻轉的一年。 

 

一、思考的焦點.  
1. 教會新任長執是否能夠合一運作，順服聖靈的帶領，成為「聖

靈裏合一」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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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是否「2021 新年」-帶出異象、合一與福音力量行動呢？ 

 

  參考經文：《 使徒行傳二章 1～7節，12-18節 》  

  2：1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 2 忽然，從天上有響

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 3 又有舌

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 4 他們就都被聖靈

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5 那時，有虔誠的

猶太人從天下各國來，住在耶路撒冷。 6 這聲音一響，眾人都來

聚集，各人聽見門徒用眾人的鄉談說話，就甚納悶； 7 都驚訝希

奇說：「看哪，這說話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嗎？  

 12 眾人就都驚訝猜疑，彼此說：「這是什麼意思呢？」 13 還有

人譏誚說：他們無非是新酒灌滿了。 14 彼得和十一個使徒站

起，高聲說：「猶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哪，這件事你們當

知道，也當側耳聽我的話。 15 你們想這些人是醉了；其實不是

醉了，因為時候剛到巳初。 16 這正是先知約珥所說的： 17 神

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

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做異夢。 18 在那

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預言。  

 

二、經文背景 
   聖靈降臨（在希臘文這個字是指第五十天）的節日，是源自

於舊約聖經。 

它是用來慶祝和紀念在西奈山上傳授上律法一事。而在新約聖經

中這節日卻有不同的意義。在這一天，也就是耶穌復活後的第五

十天，  聖靈依據救世主的應許(約翰福音十四:26)降到門徒中間

來，聖靈降下是為上帝和新的以色列做出新的盟約– 也就是教會

(使徒行傳二:1-41)。聖靈降臨節又稱五旬節。 

  「五旬節」 Shavuot ，聖經舊約中稱為「七七節」或「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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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是耶和華曉諭摩西所頒定的三大節期之一：逾越節、五旬

節、住棚節。五旬節那日，一群門徒同心聚集、恆切禱告，經歷

了前所未有的聖靈降臨經驗。這群門徒因著聖靈充滿，按所賜的

口才說起別國的話，述說上帝偉大的作為。聖靈降臨是上帝主動

的大作為，對於這令人驚奇的作為，有些人卻質疑、取笑說：「這

些人不過是喝醉罷了！」因此，彼得就和 11個使徒一起站起來，

高聲向眾人傳講信息。 

    當時的背景，這群門徒其實沒有脫離危險，猶太人與羅馬軍

隊仍想捉拿他們。但因著聖靈降臨，「他們都被聖靈充滿」（4

節），而成為勇敢的見證者，向來自各地的人公開宣告耶穌基督復

活的信息。所以，我們也要依靠聖靈的能力，為主作見證，才能

引領人來信主耶穌。 

 

三、啟示: 
（一）聖靈充滿帶來異象 

     這聖靈充滿的應許，是復活的耶穌向門徒顯現時，要他們在

耶路撒冷城等候時所說的。在五旬節，當聖靈降臨，不僅有大風

聲響充滿他們所在的屋子，也有火焰般的舌頭停落在每個人身

上，門徒都被聖靈充滿。在此，我們看見聖經以「充滿」、「停

落」這兩個動詞，來展現聖靈在這世代所要進行的救贖工作。經

文提到，聖靈「充滿了他們坐著的整個屋子」（使徒行傳二章 2

節）。屋子是沒有生命的，教會建築物本身也沒有生命，但上帝要

讓教會各角落都被聖靈掌管，使教會分別為聖。聖靈充滿，幫助

門徒超越身分與語言的困境，如今聖靈一樣讓我們得到恩賜，除

了讓我們得益處外，更藉著內住在我們心中，讓我們分別為聖，

透過服事來彰顯上帝的榮耀，並讓人能認識基督是主與敬拜祂。 

    使徒行傳記載了基督教如何建立、建全及如何解決問題的歷

史。信徒借著基督裡的信心及聖靈的能力開始建立教會，並去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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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去愛和去事奉神。借著在耶穌基督裡的信心和聖靈的能力，

教會可以有積極的改變。當我們面對新的困難時，使徒行傳提供

了重要的解決方法。 

 

（二）聖靈充滿帶來合一 

     接著，聖靈彷彿火焰般的舌頭「停落在每一個人身上」（3

節）。根據民數記，摩西在曠野時，上帝「把降給他的靈分給那七

十個長老。」（民數記十一章 24～30 節）上帝為減輕摩西的重

擔，把降給摩西的靈分賜給 70位長老，他們就開始受感說預言，

為帶出轉機而合一治理百姓。以西結書 (三十六:24-28)中也告訴我

們內心的復活：<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並將新靈放在你們裡

面>。 

這也讓我們知道，所有建立教會的能力都是來自上帝，若非上帝

揀選，有聖靈充滿、停落，教會便無法建立。就算人有火熱的心

服事，若沒有上帝的作為，很容易受仇敵的詭計而互相指責，無

法帶出合一。        

      聖靈對「合一」是非常重要。有人認為教會不要太強調聖

靈，否則會帶來教會分裂。事實上，教會會分裂，通常是對聖靈

的誤解與忽略所造成。保羅說：「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

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

心。」（弗四 2～3）因為聖靈只會帶來合一。 

  對靈恩派信徒而言，聖靈充滿唯一管道就是「說方言」。對我們

福音派信徒而言，「說方言」只是聖靈充滿的一種管道而已，尚未

其他管道。但基本上，我鼓勵大家開發「說方言」的恩賜，因為

這個管道是聖靈充滿最容易的模式。我自己認為，其實在使徒行

傳第二章可見到三種不同的聖靈充滿模式，合一見証主。⑴當時

講方言的會眾（約 120 人）⑵彼得的講道（使用屬靈的解釋），一

個漁夫不認識字，竟可以解讀舊約（約珥書與詩篇 16 篇）。是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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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充滿的另一種呈現。⑶最後是眾人認罪禱告，自認為將主耶穌

釘在十字架上，決定受洗三千人。這也是聖靈充滿的作為-認罪與

洗禮。 

 

（三）聖靈充滿帶來翻轉的影響力 

 彼得的演講，經文源自約珥書，這段經文指出末世聖靈的傾

注。在此，我們看見聖靈已傾注在猶太門徒身上，並傾注在一切

非猶太人身上。聖靈按著恩賜賞賜祂的僕人和婢女，更要傾注在

求告主名，就是願意相信並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的人。我們看見

聖靈的「傾注」，表示祂是源源不絕，像活水江河。如耶穌所說：

「人要是渴了，就該到我這裡來喝……『那信我的人有活水的河

流要從他心中湧流出來。』」（約翰福音七章 37b～38節）我們的

生命要得著聖靈傾注、持續更新變化，就必須常與耶穌基督有連

結的生命。耶穌就是那磐石，因著磐石湧流出活水，這活水就是

聖靈的傾注，要帶領我們進入耶穌基督的真理，得著一切豐盛，

因著聖靈活水的傾注，讓我們的生命得到更新與祝福。 

 在五旬節聖靈降臨當天，彼得佈道後，一天之內有三千人受

洗，開始過教會生活⋯。當初的教會，有那些特別的地方？ 

• 教會信徒快速增長、天天增長（徒二 41, 47）⋯。 

• 他們恆心遵守教訓，同心合意、恆切的過教會生活（徒二 42, 

46） 

• 他們歡喜、誠實的過團契、家庭生活（徒二 42, 46）⋯。 

• 他們變賣家產、各取所需、共同生活、凡物共用（徒二 44-

45） 

• 他們得到眾人的敬畏與喜愛（徒二 43, 47）⋯。 

• 他們有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道(徒二 43, 馬可福音：十六

20）。 

聖靈降臨的目的，得能力可以為主去作見證。得能力讓屬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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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成長。得能力進入各樣屬靈恩賜。得能力不懼怕魔鬼的恐

嚇。得能力可以過得勝的生活。 

 

四、自己的感受 
    對基督徒來說，聖靈降臨是提醒我們是一群夢想家的時間，

信仰的團體可以發現，他們能成為將神的異象展現給這個世界的

工具。這團體不屬世界，卻在世界上顯出這成為新造之群體的美

好見證，靠着聖靈的能力，抗拒當代杜會腐敗之道德，文化的潮

流，像苦海中的燈塔，使許多在撒但權勢下的人歸向光明。 

   初代教會他們所追求的，不是只有外表的熱心，情緒的滿足或

某些可誇的屬靈經歷．而是切實付代價的彼此相愛，同舟共濟的

生活。另一方面，他又不被當代社會墮落的道理浪潮所同化，而

是活出基督徒應有的新生活．新價值觀，新人生觀．勇於改過，

面對自己過去的失敗，倚靠聖靈，活出基督徒應有的生活而影響

了當代社會．吸引了許多非基督徒，顯明是有神同在的另一類

群。基督的福音就在這樣的一群是真實地遵行真道的教會開始，

傳遍了萬民萬國。 

   教會復興不能忘記為七個山頭守望禱告，不論是媒體、政府、

教育、經濟、娛樂／藝術、宗教／文化、家庭都要長期禱告，並

且能興起各山頭的領袖，一起服事上帝，這個城市才能成為祝

福。我們不但要進入媒體，也要進入娛樂界，因為他們影響年輕

人和國家社會。 

   新的一年期有盼望、信心、喜樂的生命突破，藉由聖靈的能

力，我們教會與個人得到建造的七種祕訣。 

1. 把看不順的人看順；他是神給你的「陪練」，為了使你的生命

更豐盛。 

2. 把看不起的人看起；俯就卑微的人，用主的愛去愛他，因他也

是神拯救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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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把不想做的工作做好；在小事上忠心，神才願意託付你更大的

事。 

4. 把想不通的事想通；神不許可，一件事也不能臨到。臨到身上

的每件事，都有神的美意。 

5. 把即將罵出口的話收回；暴戾的言語觸動怒氣，柔和的舌頭折

斷骨頭。 

6. 把咽不下去的氣嚥下；不要自己申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 

7. 把想放縱的心攏住。你要保守你心，勝似保守一切，因為一生

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的 

 

五、結論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

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

得自由。」(路四 18)這段經文引述自以賽亞書。耶穌的所有事工都

建立在「主的靈在我身上」。故此我們更需要讓聖靈在我們身上工

作，好成為有能力的門徒，為主做見證。 

    弟兄姊妹，我們需要更多的認識經歷聖靈，因為這是門徒從

軟弱變剛強、從失敗變得勝的關鍵。但願我們的影響力是來自聖

靈的影響力，當聖靈在我們身上工作，軟弱的就變剛強，失敗的

變得勝。我們需要再次思想聖靈，讓聖靈更多充滿我們，充滿在

教會、家庭裡。我相信聖靈樂意做這樣的工作，因為在末後的日

子，神的靈要澆灌凡有血氣的，凡領受聖靈的，就要得著能力，

為主作見證。 

這是岡山教會復興最重要的關鍵。 

 

討論題綱： 

1. 你是否常常渴慕，藉著聖靈帶來每日更新的生命？ 

2. 上帝的工作不因人的限制而受限制，你有沒有經驗因著謙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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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帶來意想不到的服事？試著舉例說明。 

3. 在新年期間，省思你的心中有活水江河嗎？還是枯竭的呢？如

何經歷聖靈充滿來翻轉生命？ 

 

 

代禱事項： 

1. 請為自己的教會與弟兄姊妹都要被聖靈掌管、分別為聖來禱

告。 

2. 請為自己能順服上帝的旨意，常常藉著內住的聖靈，突破傳福

音的困境來禱告。 

 

 

祈禱文： 

親愛的父上帝，願祢將聖靈傾注下來，讓我們能傳平安與拯救的

福音，讓聖靈如江河湧流充滿在我們身上，藉著祢聖靈的大能讓

我們軟弱的心得到剛強。祈求主幫助我們，常常禱告得著服事的

力量，支持教會的同工，祈求聖靈降臨在世界各地，讓主所呼召

的人都能悔改來信靠祢。奉靠主耶穌督的聖名，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上帝不要我們只在主日來見證祂，讓我們走出舒適圈，去做困

難的事，例如：學習擴展新的才能、到新的地方旅行、與陌生

人分享信仰。 

2. 去做無法立即看到成效的事，例如：每日不間斷的屬靈操練、

努力養成好的學習方法、並按照「每日活水」進度，讀使徒行

傳，經歷「聖靈充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