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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彰显的现象 

人对圣灵运行需要回应 
圣灵彰显的现象，就是当圣灵降临时，人们

对圣灵运行的回应，所彰显出来的各种现象。当

圣灵运行时，人受到圣灵的感动，有责任向圣灵

回应。圣灵要如何运行的主权虽在于神，然而人

的责任则是要向神回应。当圣灵光照人的罪时，

人必须以悔改来回应；悔改的灵临到，人的回应

就是哭泣悔改。许多人有一种过度被动的心 ，

认为神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完全不需要人的配合

，却不知道神是与人同工：神呼召我们，是我们

要起来跟随神；圣灵临到我们，是我们要向圣灵

回应。当复兴临到，就像天使下来搅动毕士大的

水池，人要自己选择跳下去，否则就得不着医治 
(约五7)。当圣灵的江河流过时，人要张开口才喝

得到水 (诗八十一10)；神的话既然叫人听见，人

就要去遵行，不能单单听道，却不行道 (雅一22)
。救恩是神赐给人的，但人有持守的责任，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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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说：「当恐惧战兢，作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腓
二12) 人不能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神身上。神给人

有自由意志来选择：我要遵行神的话、或是不遵

行神的话？ 
圣灵来，就是要帮助我们，使我们选择顺服

神的话语、神的带领。一个真被圣灵充满的人，

没有藉口可说「我不能够行神的旨意」，因为圣灵

来充满你，就是要帮助你把神的话活出来，使你

爱慕神的话语，且有能力遵行神的话语。神能够

为你做的，祂都已经为你做了；耶稣为你钉死在

十字架上，为了要把圣灵赐下来，成为你心里的

保惠师，帮助你活出基督的生命 (罗八1-4)。那住

在你里面的是圣洁的灵，祂来是要使你成圣，像

耶稣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被圣灵充满，

神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所以祂赐下圣灵，来帮

助我们。但是圣灵不是要来取代我们、让我们遇

到什么事都说：「圣灵你做，这不关我的事！」并

不是这样。圣灵来充满我们，使我们与祂合而为

一，然后祂要与我们一起行事。这是人要做的部

份，就是与圣灵的感动配合，回应神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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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顺服圣灵的感动 
人们被圣灵充满时会有很多现象彰显，其中

有个原因，就是神要先教导我们学习顺服圣灵。

在神荣耀的同在里，人都尚且不顺服圣灵的感动

、不向神回应，怎能指望他在离开神的同在后，

还会顺服神！在聚会里，圣灵感动你哭、感动你

笑、或感动你俯伏在地，连这你都不顺服，很难

叫人相信你平时会遵行神的旨意！在神的同在里

，有圣灵强烈的感动，你都选择硬着心不顺服；

平时圣灵细微的感动，你反倒会顺服吗？有些人

看到圣灵彰显的现象，就批评说：「属灵的婴孩

才有这些外在的彰显！我们是灵命很深的基督徒

，看重内在的生命。」令人不禁 疑这些人的灵命

真那么深吗？他们平时真会遵行神的旨意吗？ 
当圣灵运行的时候，人有责任要向神回应；

神也藉此考验我们是否真心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

。人若有顺服的心，在神同在里，圣灵会来感动

你，平时也一样会来感动你。渐渐地，顺服圣灵

的感动，就成为圣灵里的生活！你愈顺服神，就

愈被圣灵充满，愈与神合而为一。然后你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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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行神的旨意不再是勉强，而成为很自然的事，

因为神与你合而为一，神就会从你身上活出来！

因此我们来到圣灵运行的聚会里，要把握机会，

让圣灵更多地充满你、与你合而为一，使你平时

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圣灵运行时，重要的是要

敞开你的心向着神，不论神用什么方式临到你，

你只要向神回应。神做工是在人的心里，外面的

现象只是里面工作的彰显而已，所以不要定睛于

外在圣灵的彰显，只要专心寻求圣灵充满。 

认识圣灵彰显的现象 
尽管圣灵彰显的现象本身算不得什么，但是

由于许多人缺乏对这方面的认识，反倒会被这些

现象绊倒，而拦阻了他们来接受圣灵充满。因此

在这方面需要有正确、基于圣经的教导，使人们

不至于因为看到圣灵彰显的现象，就无法接受而

拒绝圣灵。许多人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或者

经历了却是对此一无所知，难以与人分享、鼓励

其它人来接受圣灵充满。我们从圣经来查考这些

圣灵彰显的现象，不仅能够使经历过的人更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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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的工作，也能够帮助未有经历的人排除成见

，能够安心地接受圣灵的工作。许多人单单因着

看见外面彰显的现象，就不能接受圣灵的工作，

而失去了神莫大的祝福！我们所求的并不是那些

外面彰显的现象，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成奇妙

的工作。其实许多现今我们所见过的这些现象，

在圣经上都有例子可考察，并没有越过圣经之外

，所以很多人批评是毫无圣经的根据！若这些人

懂得先虚心去查考圣经，就不会妄下断语。 
我们人是何等有限，神又是何等无限！当年

神降临在西乃山时，全山冒烟、地大震动 (出十

九18)，何况今日神降临在人身上时，若有任何现

象彰显，岂是不寻常的事呢？许多次我被圣灵充

满到一个程度，感觉神若再不停止运行，我就要

没命了！人毕竟还是血肉之躯，实在无法承载神

那极大无比的荣耀。许多人少见多怪，以自己狭

窄的见识限制了神的工作。人若曾经活在复兴的

潮流里，就知道神是行新事的神，祂万事都能做

，我们人所知道的往往只是一小部份，神行事常

超乎人所求所想，祂是独行奇事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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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仅看到人们在圣灵里倒下去，就大惊

小怪！我们在中国家庭教会的复兴里，所看过的

不仅是人们一个个轮流倒下去，有时是一排排地

从前面倒到后面，甚至还看过所有人像地震一样

，瞬间「轰」地一声全倒下去，像是死了一般！

我自己刚开始经历圣灵充满时，还不是倒下去，

而是整个人飞了出去！而我的属灵父亲在阿根廷

大复兴时期，甚至看过有人不仅飞出去，还飞到

半空中掉下来，被他碰到的人都倒在地上！有个

小女孩当人们倒在地上时，她却离地腾空跳灵舞

！人以为稀奇，其实神当年连红海都能够分开，

这些圣灵在肉身彰显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信圣灵在掌权运行 
还有些人则是担心，这些圣灵彰显的现象会

不会伤害到人？有些人一看见人倒在圣灵里，就

赶紧去要把人从地上扶起来，担心他是否受伤！

其实当神正在运行时，不劳我们费心，当年有个

孩子在听保罗讲道时，听到睡着了，竟从三楼上

掉下来摔死了！但感谢神，神稍后又让他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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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徒廿9-12)！若是圣灵行事，就有圣灵负责。

在海外教会接受按手祷告时，当人倒在圣灵里，

后面多有人扶着；其实我们在中国家庭教会服事

，有时根本没安排人去扶，也没有人知道要扶，

只知这是圣灵的工作，就要全心地信靠神，没有

任何意见，而也没有人因此受伤。其实人心向着

神愈单纯愈好，我们顾忌愈多，就愈会失去对神

的信心。有些人接受按手祷告时，并不专注于神

，就怕后面没有人扶着，甚至干脆自己倒下去！

若心里不向着神而专注于外在的现象，即使身体

倒下去了，也没有任何益处。其实神做事，祂会

负责，原本倒在圣灵里是不需要有人扶的，只是

因着人的信心不够，所以才需要人为的保护。 
神在行新事时，往往不是人所能理解的，但

我们不要因此就立即加以反对，总要虚心求神来

教导我们。将来大复兴临到时，神还会行出更多

超自然的神迹彰显。当圣灵在运行时，我们若能

敞开心来接受，受益的不仅是我们个人，神还会

藉着少数人的领受，去祝福其它人，甚至会影响

整个教会、整个地区、国家， 后遍及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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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对神在各地的复兴里所彰显的现象，

有所认识，好让我们带着更大的期盼、更宽广的

心 ，渴望更深地经历神荣耀的彰显！ 

身体感受所反应的现象 
接着从圣经的例子来看圣灵彰显有哪些现象

。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圣灵可能彰显的现象，也

不可能将此完全地列举出来，但概括总共可分成

三大类：第一类是身体感受到能力所反应的现象

；第二类是内心受感动所表达的现象；第三类是

接触灵界得着启示的现象。 
第一个，是身体会发光。如摩西从山上下来

时面皮发光 (出卅四29-35、林后三7-18)、耶稣在

变像山上，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 (太
十七2、路九29)、司提反将殉道时面貌好象天使 
(徒六15)。这不一定是指外在的光芒，而是能让

人感受到神的荣光。往往被鬼附的人，原先脸上

充满愁容，被圣灵释放之后，脸色都改变了，变

得满有荣光！一个常被圣灵充满的人，尤其神仆

人的脸上，更会散发出神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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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倒在地上，就是被圣灵击倒、或

倒在圣灵里。这是现今比较常见的现象。为什么

圣灵降临在人身上，人就会倒在地上？这是因为

恩膏是有重量的，尤其神的荣耀是「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林后四17)，因此当神的荣耀降临

在人身上，人就站立不住。灵是有重量的，当人

死后灵魂从身上离开，他的重量就会减少。圣经

多处记载，当人遇见神的荣耀时，就会仆倒在地

，浑身无力，甚至会像死了一样：巴兰 (民廿四

4)、但以理 (但十8、9)、保罗 (徒九4)、约翰 (启
一17)、罗马兵丁 (约十八6)。 

第三个，是感觉到有火燃烧。在圣灵充满时

全身感觉好热，那是因为里面有圣灵的火在燃烧

：耶稣要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 (太三11)；我们

如同火中抽出的一根柴 (亚三2)。曾经多次我被

圣灵大大充满时，全身就像被火烧着一般！我在

中国为传道人祷告时，时常也有许多人会被圣灵

的火燃烧起来，大喊大叫，全身跳动。 
第四个，是感觉到有热流。神如公义的日头

出现时，其光线有医治之能 (玛四2)。有时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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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手在病人身上，当圣灵医治的恩膏在运行时，

往往病人被神医治的部位会感觉到热、或感觉到

有股热流流过身体，那是耶稣的手正在医治他！ 
第五个，是感觉到有电流。有人在接受按手

祷告时，会感觉到身上有电流通过。圣灵运行较

强烈时，甚至会像触电一样，身体会发麻！多次

圣灵的大能临到我身上，我全身都麻了，像高压

电流过我身上！而就像人触电会因电击而抖动，

当人接触到圣灵的电流时也同样会抖动。有些人

的手就因此无法控制，一直抖动，这是因为他的

手上有能力流过。我们就像一个导电体，当电线

很细、电流很大时，我们这小电线会因承受不了

，而大大抖动起来；等到我们生命度量渐渐扩张

以后，对电流的反应就会比较不那么激烈了。我

刚开始为人祷告时，连自己的手都会抖动，因为

有能力从我手里出去，就像当年那患血漏的妇人

摸耶稣时，他可以感觉到有能力流出去 (路八46)
。现在我为人按手祷告时，就较少有明显的感觉

，因为我这电线已经被扩张了，所以圣灵的大能

经过我流出去时，反应就不再那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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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是身体颤抖。这是另外一种抖动，

是因遇见神圣洁与大能的可畏而全身发颤抖动！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时不是因有大能流过

身上，而是因遇见神的圣洁可畏，而全身颤抖！ 
旧约时，西乃山因着神降临而震动：「祂看地，地

便震动！」(诗一○四32)「大地啊，你因见主的面

…便要震动！」(诗一一四7)「耶和华兴起，使地

大震动…」(赛二19)；新约时，因圣灵降临，屋

子就大大震动 (徒四31) 。更何况人，更会因神

的显现而颤抖：「众人因见我的面就都震动！」(结
卅八20) 主的使者显现时，「看守的人就因祂吓得

浑身乱战」(太廿八4)！ 
人也会因听见神的言语而战兢 (拉九4)，如

先知所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兢！」(
哈三16)；「祂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

来。」(但十11) 又如约伯说：「恐惧战兢临到我身

，使我百骨打战！」(伯四14)、「因此我心战兢！」(
卅七1) 神说祂所看顾的是「因我话而战兢的人」

(赛六十六2)。 
神作王掌权时，人更是会因敬畏神而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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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作王，万民当战抖！」(诗九十九1) ；「愿

山在你面前震动…使列国在你面前发颤！」(赛六

十四1、2)；「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兢么？」(耶五

22)；「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诗一一九120) 
人若真是遇见这位大而可畏、圣洁的神，自然就

会有这样的反应。 
第七个，是感受到全身有能力。像我服事时

全身就充满能力，因为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就

必得着能力，为耶稣作见证 (徒一8)。我每次到

中国服事一连数周，每当圣灵的恩膏降下，我就

充满能力，不感觉疲惫，直到服事结束。圣经有

这样例子：扫罗因此变为新人 (撒上十6)；大卫

能撕裂熊与狮子、打败歌利亚 (撒上十七37)；参

孙能赤手撕裂狮子、击杀众仇敌、拉倒房柱 (士
十四6、19；十五14-15；十六28-30)。 

第八个，是胆壮。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

胆壮像狮子的人 (箴廿八1)，勇敢说出神的话：「

我藉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向以色列指出她

的罪恶。」(弥三8) 并且胆敢面对仇敌的挑战，如

摩西面对法老王；基甸面对米甸人；大卫面对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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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以利亚面对巴力先知；米该雅面对亚哈王

；以利沙面对仇敌的车马军兵 (王下六15-18)；施

洗约翰面对希律王；耶稣更是面对魔鬼撒但；使

徒们被圣灵充满，靠神放胆传福音 (徒四31、帖

前二2)；司提反面对敌挡殉道 (徒七54-60)；保罗

面对逼迫放胆讲道 (徒九29、十四3、十九8)。一

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满有胆量，能面对仇敌争战

得胜，魔鬼遇见了都会害怕！ 
第九个，是奔跑。圣灵降下来，有人脚会像

着火一样奔跑起来！我在有些聚会里看过人们被

圣灵充满，就到处跑来跑去，因为他们双腿都像

着火一样，充满能力，不跑不行！当神的灵降在

以利亚身上，他双腿奔跑起来，速度比亚哈王所

乘坐的马车还要快 (王上十八46)！在中国河南大

复兴的时候，许多传道人一天之内跑几十里路去

传福音，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当时人们传

福音不是用走的，而是用跑的，现在福音已经传

遍了整个河南，这是因着圣灵的工作。 
第十个，是像醉酒一样。五旬节时门徒们在

马可楼上被圣灵充满，人们看到他们的模样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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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新酒灌满」(徒二13)。许多人被圣灵充满

，会很像醉酒的人，我自己也曾有过醉在圣灵里

的经历 (耶廿三9)。这个现象在阿根廷前一阵子

圣灵的运行当中，特别明显！许多人被圣灵充满

都像喝醉酒一样，众人来到圣灵的酒窖里喝酒！

当时有人看到这个现象，还以为他们在开玩笑，

其实不是；那是从灵里受圣灵的影响，再彰显到

外面的举动。圣灵的新酒会令人愈喝愈想再喝，

直到人完全沉浸在其中，就醉倒在圣灵里。 

内心受感动所表达的现象 
第十一个，是哭泣。这是我在中国家庭教会

较常看见的现象，众人常会因心里受圣灵的感动

，而哭泣悔改。圣经上有关哭泣的例子很多，有

出于怜悯的哭泣：耶稣哭了 (约十一35)、耶稣为

耶路撒冷哀哭 (路十九41)、神人以利沙就哭了 (
王下八11)、耶利米眼为泪的泉源 (耶九1)；有悔

改的哭泣：百姓放声痛哭哀号 (士二4、廿23、廿

一2、拉十1、珥二12、赛廿二12) 、约西亚王向

神哭泣 (代下卅四27)、彼得痛哭 (路廿二62)；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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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炼中的哭泣：希西家痛哭 (王下廿3)、大卫哭

泣呼求 (诗卅九12、六十九10)、耶利米眼泪汪汪 
(哀一16)；有渴慕神的哭泣：以眼泪当作饮食 (诗
四十二3)、流泪撒种 (诗一廿六5)、百姓哭泣 (尼
八9)、追想锡安 (诗一卅七1)；有祷告求助的哭

泣：哭泣、哀求 (赛卅19)；有代祷的哭泣：哈拿

痛痛哭泣 (撒上一10)、尼希米为耶路撒冷哭泣代

求 (尼一4)、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罗
八26)、保罗为教会受生产之苦 (加四19)；有感恩

的哭泣：百姓大声哭号 (拉三12)。神就是爱，世

间的爱尚且会令人感动落泪，更何况当神的爱深

深触摸我们时，人怎么可能不感动哭泣呢？人在

圣灵爱的触摸之下，再刚硬的心也会受感动而哭

泣。 
第十二个，是喜笑。所谓「哭有时、笑有时

」(传三4)；我们「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

呼」(诗卅5)。许多人在悔改哭泣之后，被圣灵充

满，就会大大喜乐，而开 大笑不已，这就是「

圣灵中的喜乐」。在圣灵运行时，人们会被喜乐的

灵充满，经历「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前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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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的复兴临到众人，就会看到人们「满口喜笑

、满舌欢呼」(诗一廿六2)！ 
第十三个，是忿怒。这是比较少见、而且常

为人所误会的一种彰显现象。有人说：「圣灵充

满怎么会使人忿怒！」有的，这是一种从神而来的

义怒。圣经上的确有这样的例子：耶稣进入圣殿

推翻一切作买卖之人的桌子，当时众人都怕他，

因为耶稣彰显从神来的义怒 (约二13-17)。保罗出

去传福音时，行法术的以吕马当众敌挡他；「保罗

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现在主的手加

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

立刻昏蒙黑暗！」(徒十三8-11) 保罗里面有对魔鬼

的忿怒，乃是从神来的义怒。又如耶利米「被耶

和华的忿怒充满，难以含忍！」(耶六11)；扫罗王

「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使百姓惧怕 (
撒上十一6、7)。 

这样的义怒可以宣告出神的审判，甚至带来

出于神的咒诅，而不是出于人：「神没有咒诅的，

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

」(民廿三8) 例如耶稣咒诅无花果树 (可十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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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底波拉咒诅仇敌 (士五23)；摩西宣告埃及十

灾 (出七-十一)；祭司亚撒利雅宣告神对乌西雅王

的审判 (代下廿六17-18)；约书亚咒诅耶利哥 (书
六26、王上十六34)；大卫咒诅恶人 (诗一○九)；
大卫咒诅约押 (撒下三29)；以利沙咒诅童子们 (
王下二23-24)；彼得宣告神对撒非喇的审判 (徒五

9-10)；保罗对大祭司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

打你！」(徒廿三3)  
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通常是有黑暗的权势

在敌挡神时，神的忿怒会临到人身上，使人能够

对抗仇敌。当我在医病赶鬼时，我就像狮子一样

，祷告往往是很凶猛的！但请不要误会，我不是

在对付那人，而是对付那人里面的魔鬼。有一次

我到监狱去传福音，台下都是流氓大哥。当同工

开始带领唱诗时，有许多人在起哄，我就站上台

往台下一望，他们一个个开始低下头，不敢正眼

朝前看！因为义人的目光带着神的审判，连恶人

看了都害怕！他们怕的不是我，而是从我的眼神

看到了神的忿怒，从我里面彰显出来。黑暗权势

遇到那在我们里面神的荣光，没有不退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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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个，是说方言。圣灵充满时，很多人

会说出方言，这是圣灵所赐的口才，正如五旬节

圣灵降在门徒身上时，所彰显出来的现象 (徒二

4)。总不要限制说方言，保罗说：「我说方言比你

们众人还多。」(林前十四18) 但有些人沦为「习

惯地说方言」，总是说同样的话，那就不对了。方

言只是一种语言，让我们不受悟性的限制，向神

表达我们心里的话，不会总是一成不变。 
第十五个，是赞美神。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就会时常赞美神，如五旬节圣灵降临时，门徒

就以方言「讲说神的大作为」(徒二11)。这是被

圣灵充满，所会有的自然反应，不但自己喜欢赞

美神，而且听见别人赞美神，就会产生共鸣。 
第十六个，是说「哈利路亚」。被圣灵充满的

人喜欢时常颂赞神，说「哈利路亚」，就如同大卫

每天要赞美神七次。因为人被圣灵充满了，就会

涌出赞美，当其溢于言表时，只有「哈利路亚」

可以作为 好的表达 (启十九1、4、6)！像我在

讲道时，因神的话如活水不断涌出来，我的悟性

常会跟不上，就以「哈利路亚」代为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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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个，是唱灵歌，或作唱「新歌」。圣灵

降临，会带来天上美妙的音乐，使人口唱新歌 (
诗卅三3、四十3、九十六1、一四九1、赛四十二

10、启五9、十四3)，乃是没有学过、圣灵所启示

的诗歌。人们被圣灵充满，不但会说方言，还会

唱出灵歌，用方言来歌唱，表达出心里的旋律。

我们的神喜欢音乐，祂创造了音乐，所以在我们

里面也有音乐的天赋，神喜悦我们唱灵歌来敬拜

祂。圣灵会将许多新歌启示给人，如中国的迦南

诗选，许多都是出自圣灵的启示，可以用悟性来

唱，让我们能够藉此来敬拜赞美神。 
在我被圣灵充满之后，曾有一次独自唱灵歌

敬拜神，我不敢相信从自己口中所唱出的旋律，

竟是我从未听过的！那是天上的音乐，何等美妙

！我无法以言语形容，那是地上任何音乐所不能

比拟的！又有一次我跟几个青少年一起敬拜神，

圣灵的恩膏降临，其中司琴的女孩整个人几乎要

倒下去，她闭着双眼，两只手却还继续在弹琴，

所弹出的音乐是我从未听过、天上美妙的旋律！

那时不是她自己，而是圣灵藉着她在弹琴。 



圣灵彰显的现象 20

第十八个，是跳灵舞。灵舞乃是受圣灵感动

，跳舞赞美神。诗篇提到我们要跳舞赞美神 (诗
一四九3、一五○4)；当大卫迎回神的约柜时，他

是「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撒下六14)。教会

里众人应当时常一起来跳舞赞美神，这应该成为

教会的生活，所有人都回到小孩子的样式，在天

父面前又唱又跳，讨祂欢喜，神就会向我们显现

。若整个教会都进到圣灵的水流里，唱灵歌、跳

灵舞应该成为我们敬拜时很自然的流露。 
第十九个，是欢呼。有时圣灵会感动人欢呼

赞美，就如君王驾临时，百姓要欢呼来迎接他；

神是大君王，当祂降临时，我们要向神欢呼。「耶

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

地便震动。」(撒上四5)「大大欢呼，声音震地。」(
王上一40)「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

和华以色列的神。」(代下廿19)「耶路撒冷中的欢

声听到远处！」(尼十二43)「许多人大声欢呼，甚

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因为

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拉三12、13) 
圣灵还会感动人大声呼喊，就如当年神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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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对着耶利哥城大声呼喊，

高大的城墙就瞬间倒塌了 (书六1-21)！有一年我

在中国东北聚会，神感动我带领几百人一同呼喊

「哈利路亚」，所有人就同时倒在圣灵大能之下！

当场有一个老姊妹瘫痪了七年，那天是被抬来的

，后来她竟站起来，跟我们一起跳舞赞美神！ 
第廿个，是跳跃。有人被圣灵充满时，脚像

装了弹簧似的，会跳跃起来，我就是这样。近来

美国的教会经历复兴时，许多人都有这个现象，

又蹦又跳起来！中国温州人被圣灵充满时，有个

明显的现象，就是直说「赞美赞美」、跳跃起来

！我在中国家庭教会聚会，有时几百人挤在一个

房间里，当圣灵的恩膏降下来运行时，神的能力

那么大，但由于空间很有限，结果所有人充满了

能力，无法向四周活动，只能不断地往上跳跃！

就如当年美门口那生来瘸腿的人得着医治了，他

就「走着跳着赞美神」(徒三8)。当我们为主受逼

迫时，耶稣说：「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

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路六23) 
第廿一个，是不能说话。这个现象比较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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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发生在传道人身上，在被圣灵充满时，会

说不出话来！神曾经使先知以西结 (结三22-27)、
但以理 (但十15)、新约祭司撒迦利亚 (路一22、
64-68) 哑口无声，直到神再开他们的口，才能说

话。有时传道人正要讲道，却发现自己竟说不出

话来！因为神要让传道人知道：「不是你会讲道

，我若不让你说，你连一句话都说不了！」 

接触灵界得着启示的现象 
第廿二个，是静默。虽然同样是安静不说话

，却与前者不同，这乃是灵里遇见神，静默在神

的面前。「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

，因为祂兴起，从圣所出来了。」(亚二13) 当神

的同在彰显时，凡有血气的人都当静默，那正是

神行大事的时候；我们愈在安静之中，圣灵的工

作愈深。许多人很可惜，才刚倒在圣灵里，很快

就起来了，没有等候，让圣灵做更深的工作。我

们一旦进入神的同在里，要懂得珍惜，把握这样

的时刻，与神亲近，不要急躁地离开。 
不要以为在安静的时刻，圣灵就没有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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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荣耀显现，往往是在 安静的时候，虽看似

没有任何动静，但神就在这时候行奇妙的神迹！

有一次我在中国东北聚会，当神荣耀的同在显现

时，全场没有人敢说话，众人都感受到耶稣就在

我们中间行走！当时我人站在中央，听到人们都

一个个倒下去，全场没有任何声音。就在那时候

，有个瞎眼的姊妹被耶稣医治，得以看见了！  
当神荣耀的同在显现时，人都当静默下来。

这时候若随便说话、行动，是很危险的事！当神

显现时，谁敢在祂面前任意放肆！那时候人只有

安静等候在祂面前，听祂对我们说话，就像保罗

当年遇见耶稣，听见耶稣的指示，但同行的人都

说不出话来 (徒九7)。神是轻慢不得的，尤其在

神同在的聚会里更不可随便，要安静等候神。 
第廿三个，是不能行动。当人灵里遇见神，

有时会像先知但以理一样突然浑身无力 (但十8)
；或像祭司不能站立服事 (代下五13-14)、不能进

入圣殿 (代下七2)。我曾多次有过这样的经历，

当我倒在圣灵里时，就维持那姿势许久不能动！

有一次我为一个小孩祷告，这小孩接受祷告后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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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许久他的姿势完全没有变！连小孩遇见耶

稣，也同样动弹不得！这实在是圣灵的工作！因

为神的荣耀还停留在身上，人就无法行动。 
第廿四个，是屈身。当人遇见神时，会屈身

俯伏敬拜。许多人被圣灵触摸时会往后倒，但也

有些人会往前倒；往后倒多是被圣灵的大能击倒

，往前倒则多是因灵里遇见神而向神俯伏敬拜。

圣经记载许多神的仆人遇见神时，都俯伏在地：

亚伯拉罕 (创十七3、十八2)、以西结 (结一28)、
但以理 (但八17、十9)。当神荣耀的同在彰显出

来，众人时常会同感一灵，全都俯伏在地敬拜。

我们应当学习在神面前俯伏敬拜，许多拜偶像的

人还懂得五体投地、三跪九叩，来敬拜偶像；何

况我们敬拜真神，更应当如此向神俯伏敬拜。 
「屈身」的彰显现象还有另一种意义，就是

屈身悲哀的祷告。大卫说：「我屈身悲哀，如同人

为母亲哀痛。」(诗卅五14) 时至今日，犹太人仍

到耶路撒冷的哭墙哀哭祷告。当年以利亚在迦密

山顶，屈身在地祷告 (王上十八42)。今日在韩国

教会时常看见人们屈身祷告，前后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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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五个，是身体被提。就是瞬时间身体被

圣灵提到远处！当年腓利在旷野向太监传福音后

，就被主的灵提走了 (徒八39)；俄巴底也曾恐怕

神的灵会将以利亚提到别处去 (王上十八12)。 
今日仍有这样的事发生，我曾听过一个真实

的见证：有个神的仆人晚上讲道之后，突然传来

几百里外远处有个小孩病重的消息，急需要神的

仆人去为他按手祷告！因相距甚远，他赶紧开车

上路了，突然圣灵降临，他就用方言祷告，神的

荣耀充满车内，他眼泪直流，看不清前面的路，

只是一阵烟云！没想到当他看清楚时，眼前却是

陌生之地！他下车一问，发现正是那孩子的住处

附近，原来是神将他提到此地！于是很快就找到

那孩子，为孩子按手祷告得医治。回程时神仆人

以为可以再如法炮制，结果大失所望，因为这次

不紧急了，他只好再开几小时的车程半夜回家。 
第廿六个，是魂游象外。圣灵运行时，有人

灵魂会被提至灵界，身体却留在原处不动，彷佛

沉睡许久。彼得魂游象外 (徒十10)、保罗被提到

三层天 (林后十二1-4)、亚当沉睡 (创二21)、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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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拉罕沉睡 (创十五12)，都是属于这方面的经历

。这种现象尤其经常会发生在孩子们身上，有一

本书「天外异象」，讲到卅年代在云南有一位贝开

文牧师，他收养了许多流浪儿，每早晨他们祷告

的时候，神曾经将孩子们提到地狱去，他们看了

害怕，都赶紧悔改。而在悔改之后，神又将他们

提到天堂去，让他们跟天使一起唱歌跳舞！ 
这种现象到今日仍在发生，尤其在那些经历

圣灵复兴的教会。在中国温州的家庭教会，就常

见到这样的现象。我常为温州的小孩按手祷告，

他们很容易被圣灵充满，倒在地上，魂游象外，

像死过去一样，许久不能回来，因为他们被提到

灵界去了。几小时后孩子醒过来，一个个作见证

，述说被提到天上去所见到的景象，他们和天使

一起敬拜神、吃生命树的果子！神藉着小孩单纯

的话语向成人作见证，众人听了都感动不已！ 
第廿七个，是看见大光。人的灵眼被打开了

，就能看见神的荣光。这是保罗在往大马色路上

的经历：「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徒九

3) 这正是保罗所逼迫的耶稣在向他显现，因这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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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荣光，保罗瞎眼了三天，不能看见 (9节)，
从此他的生命有极大的改变！当圣灵向我们彰显

，有时就像大光照耀，整个屋子都变得明亮；有

时则是看见耶稣穿著白衣显现。有几次耶稣向我

显现，我所能看到的，就是极大的荣光！当神的

荣光照耀你，就会改变你 (林后三18)，因那是神

的本体；耶稣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

体的真像」(来一3)。 
第廿八个，是看见异象。神曾应许在末后的

时代：「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少年人

要见异象。」(珥二28) 圣灵浇灌下来，人常会有

一种现象，就是灵里看见异象。圣经也有关于看

异象的记载：「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

」(创十五1)；以利沙的仆人看见了满山有火车火

马 (王下六17)；先知以赛亚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

座上 (赛六1)；以西结看见神的异象 (结一1)；司

提反看见神的荣耀 (徒七55)；约翰被圣灵感动看

见天上的宝座 (启四2)。 
在此却要提醒一点：我们要认识圣灵彰显的

现象，但不是要注重追求这些外在彰显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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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就很容易被魔鬼欺骗，因为魔鬼也能够显出

异象来欺骗人。所以不要追求看异象，只要定睛

追求耶稣、渴慕被圣灵充满。神知道给你什么样

的经历是 好的，不要自己刻意去求，因为魔鬼

会化装成光明的天使来欺骗人 (林后十一14)。 
有一次马丁路德在写书时，突然有个光明的

天使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耶稣！」马丁路德

心里没有圣灵的印证，知道这不是耶稣，就回答

说：「那你伸出钉痕的手让我看看。」瞬间这假冒

的天使就消失了！今天我们能分辨出有些人所传

不是纯正的福音，因为他们不传讲耶稣的十字架

。在末后的时代，虽然圣灵会大大浇灌，但也要

防备邪灵的假冒，尤其是灵界彰显的现象，更要

加以分辨。故此保罗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

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

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加一8)  
第廿九个，是听见神说话。当圣灵运行时，

人会听见神说话。通常是藉着心里的感动、或是

意念。有时候则是肉耳可听见的声音，如耶和华

呼唤撒母耳 (撒上三4)；以利亚所听见火后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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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音 (王上十九11-13)。我也曾有这样的经历，

听见有人在呼唤我的名字，后来才知道是神！ 
第卅个，是听见天使歌唱。有时候在聚会的

敬拜当中，会听见天使与我们一同敬拜的歌声！

我们乃是加入了天上敬拜的行列 (启七9-11)。 
第卅一个，是看见烟云、彩虹。我曾多次在

聚会的敬拜当中，当神的荣耀显现时，看见屋里

充满了烟云。就像摩西献会幕、所罗门献殿时，

有烟云充满圣殿、乃是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圣殿 (
出四十34-38、代下五13、七1-3)！我又曾多次在

敬拜时，看见彩虹出现，彷佛神的眼睛望着我！

我因战兢而仆倒在地，知道这是神荣耀的形象彰

显，就如彩虹一般 (结一26-28、启四2-3)！ 
第卅二个，是看见金粉、膏油。在圣灵运行

的聚会里，有时会掉下金粉，或有人身上会出现

金粉，甚至长出金牙！金子代表神的性情，这也

预表主来的日子近了，如以撒找到新妇利百加，

我们的良人耶稣差遣了圣灵，送来定亲的金环、

金镯给祂的新妇，就是教会 (创廿四22)。有些神

的仆人在为人按手祷告时，就会有膏油从手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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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表示有圣灵的恩膏与他同在：「主的灵在我

身上，因为祂用膏膏我。」(路四18) 
第卅三个，是闻到香气。在圣灵运行的聚会

里，有时也会闻到玫瑰、或百合花的香气，代表

耶稣同在的彰显。我们的良人耶稣是沙仑的玫瑰

花、谷中的百合花 (歌二1)，因此当祂显现时，

就会散发出馨香之气 (歌一3、林后二15)！我曾

闻过那香气， 初还以为哪个姊妹身上抹了那么

香的香水，后来才发现那是基督的馨香之气！ 
第卅四个，是先知预言性动作。圣灵运行时

，神会藉着在人身上彰显一些动作，预言祂将要

成就的事情。如先知以赛亚曾露身赤脚行走三年

作为预表 (赛廿3-5)；以西结曾向左向右侧卧，分

别承当以色列家与犹大家的罪孽 (结四4-8)。有时

人们也会彰显出四活物，就是狮子、牛犊、勇士

、飞鹰的动作 (启四7)，作为耶稣的预表。 
第卅五个，是死后骸骨使人复活。这在先知

以利沙身上发生过，他死了以后，甚至他的骸骨

都还带着恩膏，能叫死人复活 (王下十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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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的现象应与内心一致 
后还有圣灵恩膏运行时，以一些特殊方式

带来医治。例如耶稣吐唾沫医治舌结 (可七33)、
眼瞎 (可八23)；触摸耶稣的衣襟也能医治病人 (
可六56、路八44)；甚至连彼得的影子走过 (徒五

15)、保罗身上拿出的手巾或围裙 (徒十九12)、长

老抹油等方式 (雅五14、15)，都能够使人得到医

治。这些事并不是只有在过去才曾发生，今天在

圣灵的恩膏运行下，我们也曾有过同样的经历，

因为神从过去做事到如今，祂没有改变。 
神乐意恩待谁，祂就恩待谁 (出卅三19)，因

此我们要知道，不论一个人身上曾有多少圣灵彰

显的现象，都不表示他就比较属灵。当年那些来

抓耶稣的罗马兵丁，一样也都倒在耶稣面前 (约
十八6)，但是他们起来以后，不但没有悔改，照

样仍把耶稣抓走，因此不要以为人倒在圣灵里就

比较属灵。属灵生命的程度不是以这些彰显的现

象来衡量，而是看你身上有多少圣灵的果子？神

看重的是人的内心，外面所彰显出来的现象，应

与人的内心一致，这才是神所喜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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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彰显还有其它各种现象，耶稣还曾使水

变酒 (约二9)、走在水面上 (太十四25)！多年前

印尼大复兴时，人们广传福音。印尼海岛很多，

需要靠渡船通行，曾有传道人因等不到船，就直

接从海上走过去！由于印尼并不产葡萄，当时教

会领圣餐，却没有萄葡酒，于是他们在祷告了之

后，就凭着信心领圣餐；而圣餐杯里的水当真就

变成了葡萄酒！在圣灵运行的复兴当中，任何事

情都有可能发生。神可以用各样的方式行事，我

们不要因人自己的有限，而想限制神的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