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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 35:31 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作各样的

工，

民数记 11:25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七十个

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

1 撒母耳记上 10:6 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

为新人。

2 撒母耳记下 23:2 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

约伯记 33:4 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

以赛亚书 11:2 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

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弥迦书 3:8 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

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

撒迦利亚 4:6 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

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马太福音 12:28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马太福音 28:1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

洗。（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

马可福音 1:10  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

上。

马可福音 13:11 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

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

路加福音 2:26 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

路加福音 4:1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但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

鬼的试探。

路加福音 4:18-21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19  报告神悦

纳人的禧年。 20 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

他。 21  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路加福音 12:11,12 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

么分诉，说什么话。 12 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

约翰福音 7:38,39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39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

未得着荣耀。

约翰福音 14:16,17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下

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17 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

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约翰福音 14:26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约翰福音 16:7,8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

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 8 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

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约翰福音 16:13-15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

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

事告诉你们。14 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 15 凡父所有

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

约翰福音 20:21,22 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

差遣你们。 22 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使徒行传 1:2 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

使徒行传 1:5 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使徒行传 1: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

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使徒行传 2:1-4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2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 3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

落在他们各人头上。 4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

话来。  



使徒行传 2:17-19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

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作异梦。 18 在那些日子，我

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 19 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

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 (约珥书 2:28,29) 

使徒行传 2:33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或作他既高举在神的右边）又从父受了

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使徒行传 2:38 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

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使徒行传 4:31 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

的道。

使徒行传 8:15-17 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 16 因为圣灵

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  17 于是使徒按手在

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

使徒行传 8:39 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利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

喜喜地走路。  (1 列王记上 18:12)

使徒行传 9:31 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

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

使徒行传 10:44,45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 45 那些
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希奇。

使徒行传 11:15 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使徒行传 13:52 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

使徒行传 19:6 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

说预言。

使徒行传 20:23 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

罗马书 5:5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罗马书 8:9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

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罗马书 8:13-16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



着。 14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15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16 圣灵与我们的心

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罗马书 8:26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

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罗马书 15:13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

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罗马书 15:19 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哩古，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

1 歌林多前书 2:10-13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

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11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

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12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

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13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

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或作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

1 歌林多前书 3:16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1 歌林多前书 6:11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1 歌林多前书 12:3 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2 歌林多后书 3:17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

2 歌林多后书 13:14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

人同在。

加拉太书 4:6 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原文作我们）的

心，呼叫阿爸，父。

以弗所书 1:13,14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

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14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

据，（原文作质）直等到神之民（民原文作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以弗所书 2:18 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以弗所书 4:30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



到。

1 帖撒罗尼迦前书 4:8 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

神。

1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9 不要销灭圣灵的感动。

2 帖撒罗尼迦后书 2:13 主所爱的弟兄们哪，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

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

提多书 3:5,6 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

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 6 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

我们身上的。

希伯来书 2:4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

同他们作见证。

希伯来书 10:15 圣灵也对我们作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

1 彼得前书 1:2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

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

2 彼得后书 1:21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

来。

1约翰一书  4:2 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

认出神的灵来。

1 约翰一书 5:7,8 并且有圣灵作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8 作见证的原来有

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

犹大书 1:20 亲爱的弟兄阿，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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