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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圣灵的恩赐 — 灵恩，分三讲详细的看…
先讲概论，从 使徒行传 到 彼得前书，七处有关经文

最清楚的是 林前十二、十三、十四，后两讲再详细看

徒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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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都希奇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希奇。

这外邦人就是哥尼流，义大利军官，

听彼得布道的时候，领受圣灵的恩赐
讲起方言来，跟 徒二 一样—

圣灵的恩赐使外邦人也讲起方言来了。

罗 11 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 要把些罗一11 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
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

比较广义的，保罗服事领受神给的恩赐，要跟他们分享。

圣经有四次 —
罗马书十二章、林前十二章(两次)、以弗所书四章

列出各样的恩赐，不是全部恩赐，而是举例说明。

第一个恩赐的排列表…
罗十二6-8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罗十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

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
或作执事，就当专一执事；
或作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
或作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
施舍的就当诚实；
治理的就当殷勤；
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恩赐各有不同…七样的恩赐，恩赐各有不同 七样的恩赐，

不是全部的恩赐，是非常重要的七样。

说预言放在最前面，

定是指着 个人 讲他关于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不一定是指着一个人，讲他关于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说预言也就是做先知讲道，

神 是 言说神要他说的话就是说预言

执事，如果教会行政、总务这些杂务没有做好，

教会会乱的、会影响到传道的工作

做执事专一执事、做教导的专一教导、做劝化的专一劝化，
谈到另外一个重点 — 神给我们恩赐，我们要专心，

不要因为自己恩赐很多、很强，就什么都干，

时间有限、力量有限、生命有限，

不可能什么都干，反而做不好不可能什 都干， 做不好

在主要恩赐上专一的做，其他的配搭就好，

应该多数的时间，应该多数的时间，

专一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事



劝化就是辅导，「让对方自己可以明白过来」比较重要

施舍 如果有怜悯的心 对方不只得到了救济施舍，如果有怜悯的心，对方不只得到了救济、

也得到了安慰，诚实就这个意思 —
是表 家看 有 爱 不是表演给人家看，有怜悯、爱他的心

 他得到经济上的帮助，也得到因爱他而给他的安慰

施舍 悯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施舍跟怜悯不一样 —
施舍比较是物质上的帮助，怜悯意思比较广，

人的痛苦不只是经济上的，心灵上需要关心、安慰，

 心不甘情不愿，人家得不到、感受不到安慰

 不只是责任感去看他，而是带着爱、带着怜悯的心，

很甘心的、愿意被神使用，代表神去关心人家

这七样却是很广的，每一个基督徒仔细看 —
这七样自己最少有一样 有人还有两三样这七样自己最少有 样，有人还有两三样，

但不要忘记保罗提醒我们要专心。

弗四11-13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五样圣灵的恩赐是这五种头衔 —
使徒，是建立教会的使徒，是建立教会的

先知，代表新约跟旧约，为什么先讲使徒？

新约是更美之约 更清楚 更权威的新约是更美之约、更清楚、更权威的、

是旧约的应验，所以把使徒放在前面

新约也有少数提到几次先知 新约也有少数提到几次先知
使徒跟先知都专一神的启示、神的心意传达出来

传福音的，就是布道者，以传福音为

主要的服事，每个基督徒都要传福音，

有人特别有这方面的恩赐

牧师，以弗所书 所讲的牧师是比较狭义的，

就是照顾已经信的人 照顾羊群的 就是照顾已经信的人、照顾羊群的

 把传福音的摆前面，羊先生下来，

基督 由牧者来 续 进信主的基督徒由牧者来继续跟进、照顾

教师是有系统的一课一课的来教导教师是有系统的 课 课的来教导，

跟做先知讲道不太一样 —
 做先知讲道要好好研判 做先知讲道要好好研判

当时神对这些听众所要讲的信息

 教师把神的道做好整理 一课一课的教

恩赐的目的 —

 教师把神的道做好整理，一课一课的教

目
成全圣徒，让我们的生命被成全
我们有恩赐，可以尽我们不同的职份，我们有 赐，可以尽我们不同的职份，

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

提后一6-7 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藉我按手
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

恩赐有可能是突然就得到了恩赐有可能是突然就得到了，

也可能是慢慢挖掘锻练出来的，

也就是在服事的过程神渐渐就给了也就是在服事的过程神渐渐就给了。

要常常去挑旺，不好好的去使用也会退化。

来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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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

恩赐让我们去传福音时如虎添翼 —
 传的道如果有各样的恩赐陪伴着作见证，

的确是更有效

圣灵的恩赐让我们的见证产生更强的效果



彼前四10-11恩赐的目的、服事的态度…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

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神给我们、我们好好运用

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
按圣经的启示好好讲，

不要发挥一大堆个人的看法

若有服事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事，
得到恩赐以后，服事的态度

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发挥恩赐目的让神得荣耀，

不是要来让自己得荣耀

归纳 — 恩赐的目的

1. 彼此服事：

有服事的心很好，如果没有恩赐 —
心有余力不足，也很遗憾

神让我们不但有爱心愿意去服事，

而且得到圣灵的恩赐，有力量去服事

2 使人得益处：有恩赐可以去服事人 让人得到益处2. 使人得益处：有恩赐可以去服事人，让人得到益处

3. 成全圣徒：3. 成全圣徒：

弗四11-13 神赐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
牧师、教师，就成全圣徒。牧师、教师，就成全圣徒。

我们就被成全了 —
成为成熟 稳固的基督徒成为成熟、稳固的基督徒

4. 建造教会：让教会的事工，借着恩赐就被建造起来。

林前十四12 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
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

 不只是用砖头、钢筋水泥来盖教堂

更重要是按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更重要是按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基督徒被建造起来，

成为神所喜爱的、建全的教会成为神所喜爱的、建全的教会

5. 证明救恩：

灵的恩赐来二4b 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
可十六20 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

主和他们同工 用神迹随着 证实所传的道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

当然也是圣灵的恩赐，当然 是圣灵的恩赐，

让神的道得到进一步的印证，让人更容易明白救恩。

归纳 — 恩赐的获得与操练 罗十二1-8

1. 前言 — 要献上自己

1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兄 ， 慈 ，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十一36a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
奉献也是 个归还奉献也是一个归还

33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神的救恩是深奥、奇妙、丰富、超过能想象，

这样奇妙的爱、救恩已经临到，就应该献上

追求恩赐的时候，

要先把自己献上、给神用要先把自己献上、给神用
 不是我追求恩赐、来表现我多么有本事



2. 要更新自己

2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消极 —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常跟神的旨意相违背这个世界常跟神的旨意相违背，

随波逐流，不但没有更新而是变坏了

积极 要查验神的旨意 遵行神的旨意积极 — 要查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

就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变化了

3. 不要自视过高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看得合乎中道3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得合乎中道。

中道就是看得准确，求神让我们看得准、中
不要高估自己，骄傲的人神是不能用的！

4. 在配搭中发现自己的恩赐

4-5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
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肢体也不都是 样的用处。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
互相联络作肢体，也是如此。互相联络作肢体，也是如此。

不同的恩赐是像 个身体不同的器官不同的恩赐是像一个身体不同的器官，

彼此互相肯定、互相配搭、互相支持，

在配搭中就会发现自己的恩赐在配搭中就会发现自己的恩赐
教会有各样的需要，

按神的感动去参与 去配搭按神的感动去参与、去配搭，

在这过程就会

渐渐的发现自己的恩赐渐渐的发现自己的恩赐

5. 在专心服事中肯定自己的恩赐

6-8 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
就是讲道，信仰到什么程度就是 ， 仰 什

就讲到什么程度，不懂的不要讲
或作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执 ， 专 执 ；
或作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
或作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

施舍的，就当诚实；
治理的，就当殷勤；
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要专一、…
即使再有本事，也不可能什么都做。

有一个老牧师，主日早上开着福音车去载小朋友，

然后教儿童主 学 上台讲道 需要这样吗然后教儿童主日学、又上台讲道，需要这样吗？

主日早上你是讲员，专心讲道就好了，…
东摸摸 摸摸 都不需要东摸摸西摸摸什么都干，干不好的！

每方面都很有恩赐，也不可能干的好，时间有限

唐崇荣牧师是很有恩赐的，

可是也不可能把每一件事都去做的很深入 —
在台上满严厉的，对真理的原则很讲究、不可以马虎

 私下非常亲切，有关心人、关怀人牧者的心肠，非常 ，有 ，

可是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关怀这么多的羊群

所以即使他有这个恩赐，所以即使他有这个恩赐，

也没办法把好几个恩赐同时做出来

我们要专心 专心的时候 那个恩赐就被进一步的肯定我们要专心，专心的时候，那个恩赐就被进 步的肯定、

进一步的锻练，就更老练了、更有好的效果。



6. 要挑旺

提后一6 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
藉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

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 就是从前提前四14 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
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

按手就得着这是突然，有时恩赐的获得是很快 —
神动用了仆人为我们按手，我们突然可以得到恩赐。

 突然有这个恩赐，不表示永远都可以很厉害，

如果没有好好去使用，也可能退化有 ，

所以保罗说要挑旺 —
向神求恩赐、神给我们恩赐，向神求恩赐、神给我们恩赐，

就常常存着热心、爱心、

强烈的负担好好去使用，强烈的负担好好去使用，

这就是挑旺，恩赐就会越来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