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基石 – 第二課（下）

恩賜和益處



課程第一部分：聖靈帶來的益處

聖靈的洗禮是愛的洗禮

加拉太書 5:22-23 － 聖靈所結的果子是仁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實、 溫柔、節制。
約翰福音7:38–39—聖經上說：「那信我的人，有活水的河流
要從他心中湧流出來。」耶穌這話是指信他的人將要接受的聖
靈說的。

耶穌所說的在你之內如活水般湧流的洗禮力量，就是祂愛的洗

禮之力量！上帝那包容一切的愛，在一些最困難的情況下，甚

至會幫助我們去愛那些我們以自己的力量無法去愛的人；當你

四周有些難以相處的人時，祂的愛甚至能幫助我們做到像耶穌

所說的那樣，去「愛我們的敵人」。



聖靈會幫助、激發我們，為我們增添力量

以弗所書3:16—我祈求上帝，依照祂榮耀的豐富，藉著聖靈
賜給你們力量，使你們內在的生命強壯起來。

約翰福音14:16—我要祈求父親，祂就賜給你們另一位慰助者，
永遠與你們同在。

聖靈會指引我們，幫助我們明白上帝的話語

約翰福音16:13—等到真理的聖靈來了，祂自然會指導你們，
讓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祂說的，也不是出於自己的意思，
而是把從父上帝那裡聽見的，特別是有關將來的事，都告訴
你們。

約翰福音14:26—但是那慰助者，就是父親因我的名所要差來
的聖靈，會把一切的事指示你們，並且使你們記起我對你們
所說的一切話。

哥林多前書2:12—我們沒有領受這世界的靈，而是領受上帝
所要差來的聖靈，為要使我們能夠知道上帝所賜給我們的一
切恩賜。

聖靈會增進我們與上主之間的關係

羅馬書8:26—同樣，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原不知該怎
樣禱告；可是聖靈親自用言語所不能表達的歎息為我們向上帝
請求。

約翰福音14:26—但是那慰助者，就是父親因我的名所要差來
的聖靈，會把一切的事指示你們，並且使你們記起我對你們所
說的一切話。



聖靈會使我們對他人所做的見證變得更強而有力

使徒行傳1:8—聖靈臨到你們的時候，你們會充滿能力；你們
會為我做見證。

路加福音4:18—主的靈臨到我，因為祂膏立我，揀選我，要我
向貧窮人傳佳音，祂派遣我醫治心靈受創傷的人。祂差遣我宣
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光明；受欺壓的，得自由。

聖靈洗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給你力量去做見證！

我們通常覺得要表達自己很困難，有時不知道如何訴諸語言。

聖靈能使我們的語言具有感召力，使別人更了我們的觀點。我

們自己的話常常好像詞不達意，但聖靈能使我們所說的感動人

心，使他們明白和感受到我們努力想表達、卻表達不出來的深

奧的事。聖靈可以使我們的話充滿意義，把我們沒有說出的細

節表達出來。就像保羅所說的：

哥林多前書2:4–5—我所講的道，所傳的福音，都不是用委婉
動聽的智言，而是倚靠聖靈的大能來證實的。使你們的信仰不
根據人的智慧，而是以上帝的大能為基礎。

只要你真誠且盡力，上主就會祝福你的見證！不管你的辭彙是

多麼不通達、雜亂無章，或多麼詞不達意，聖靈都會感動人心。

你不必擔心把事情弄糟，因為不管你嘗試說什麼，只要你是在

與別人分享話語的真理，上主都會祝福你。



課程第二部分：聖靈給我們的恩賜

在上一堂課裡，你曾讀到上主如何賜聖靈給祂的第一批門徒，因
此改變了他們的生命。現在我們要進一步看看聖靈所賜的恩賜是
什麼，這些恩賜如何會改變你的生命等。被聖靈充滿應會帶來一
些改變！讓我們看看它們是什麼。

哥林多前書 12:4-10 - 4 恩賜各有不同，但聖靈是同一位。事
奉各有不同，但主是同一位。工作各有不同，但上帝是同一位，
祂在眾人當中成就萬事。聖靈給各人不同的恩賜為要使眾人得益
處。

這人從聖靈領受智言，那人從聖靈領受知識；聖靈賜這人信心，
賜那人醫病的恩賜；聖靈使這人能行神蹟，使那人能作先知講道；
使這人能辨別諸靈，使那人能說方言「語言」，又使另一人能翻
譯方言。



上主選擇把什麼恩賜給一個人。

聖靈的基本恩賜有九種：

■看不見的恩賜：智慧、知識、辨別能力

■擋不住的恩賜：信心

■指導的恩賜：預言

■更新的恩賜：醫治

■引人注目的恩賜：奇蹟

■令人振奮的恩賜：說方言

■啟示的恩賜：解釋方言

哥林多前書12:11—可是，這一切都是從同一位、惟一的聖靈
來的；祂按照自己的旨意，把不同的恩賜給每一個人。

雅各書1:17—一切美善的事物和各樣完美的恩賜都是從天上來
的；祂是一切光的創造者。祂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子。

你不必擁有這些恩

賜中的任何一種，

才能證明你被聖靈

充滿了。



1.辨別能力

辨別能力的定義是「敏銳的洞察力和判斷能力」，即能看出別
人言行背後的態度和意圖。上帝的話語告誡我們，要洞悉善靈
與邪靈，和「察驗不同的靈」。

約翰一書4:1–3, 
6—親愛的朋友，對
於自稱有聖靈的，
你們不要都相信，
總要察驗他們的靈
是不是出於上帝，
因為已經有許多假
先知到處出現了。
你們怎麼辨認上帝
的靈呢？誰公開承
認耶穌基督降世為
人，誰就有從上帝
來的靈。誰不公開
承認耶穌，誰就沒
有從上帝來的靈，
... 憑著這一點，
我們知道怎樣辨別
真理的靈和謬誤的
靈。



2.知識

上帝所賜的屬靈知識，
遠超過智力的知識，
讓你稍微認識上帝的
心意和思想，知道一
些藉著別的方式無法
知道的事。

哥林多前書2:9–16—正如聖經所說：「上帝為愛祂的所預備
的，正是眼睛沒有見過，耳朵沒有聽過，也從來沒有人想到
的。」但是，上帝藉著祂的靈，把祂的奧秘啟示我們。聖靈細
察萬事，連上帝深藏的旨意，也能細察。至於人，只有他自己
裡面的靈，才知道關於他一切的事；同樣，只有上帝的靈才知
道上帝一切的事。我們沒有領受這世界的靈，而是領受上帝所
差來的聖靈，為要使我們能夠知道上帝所給我們的一切恩賜。
所以我們講的道，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導的言論來講，而是用
聖靈所教導的言語，向屬聖靈的人講解屬靈的真理。但是，那
沒有上帝的靈的人，不能夠領受上帝的靈所給的恩賜；這樣的
人不能明白這些事，認為這是荒唐的；因為這些事的價值，必
須用屬靈的眼光才能領悟。屬聖靈的人能判斷萬事的價值，可
是沒有人能夠評斷他。 「誰曾知道主的心意，能夠指教祂
呢？」但我們明白基督的心意。



3.智慧

雅各書1:5—如果在你們當中有誰缺少智慧，他就應該祈求那
位樂意厚賜給人，而且不苛刻責備人的上帝，就必定得著。
箴言4:7—追求智慧是最切要的事，要用你所有的一切換取見
識。
箴言8:1,5–7,11—聽吧，智慧在呼喚，悟性在吶喊：你們幼
稚嗎？要學習機智。你們愚蠢嗎？要追求見識。聽啊，我的言
詞美妙，我的話純正。我所說的是真理，我憎恨虛謊。我是智
慧，我勝過珠寶。你所追求的沒有一件比得上我。

什麼是智慧？那是知
道如何去運用上帝的
知識！智慧是個美好
的恩賜！理解事物是
一回事，那是知識，
有知識是好的，是聖
靈的恩賜；但知道如
何去運用知識則是另
一回事，那就是智慧，
是聖靈的另一個恩賜。

你可能很聰明，懂得
很多事實、資料、歷
史和甚至聖經知識，
但如果你不知道如何
運用它去幫助別人，
或幫助你自己，或去
做一件好事的話，那
又有什麼用處呢？



4.信心

希伯來書11:1,6—信心是我們所盼望之事的保證和未見之事的
憑據。人沒有信心，就不能得到上帝的喜悅，因為來到上帝面
前的人，必須相信上帝存在，也相信祂會賞賜一切尋求衪的人。

你肯定需要信心！信心的恩賜並不很明顯。你看不見它，無法
描述它的顏色，也聽不見它的聲音。當然，根據他們的行為，
你無疑可以看出他們究竟有多少信心。

每位重生了的上帝孩子，或多或少都得到了信心。每次我們閱
讀、吸收上帝的話語，以上帝的話語作為我們行動的根基，我
們的信心就會增長。但對某事有很大的信心，那就是聖靈的恩
賜了。

擁有信心的恩賜，會導致你獲得明顯的醫治和奇蹟的恩賜。

想進一步瞭解信心，請閱讀希伯來書第11章。

5.預言

預言的恩賜，即接收來自上帝的訊息，大概是聖靈所有恩賜中
最重要的了。

有人在說預言時詞藻可能很美，很通順，幾乎像聖經經文一樣；
但有人的預言卻猶猶豫豫、很慢也很粗糙。這是工具、器具不
同的緣故。訊息都是上主給的；他們都受到了上主的感動。不
同的是，每個人得到的恩賜不同，實力、弱點、能力和無能力
之處也不同。

這是個很大的話題，我們會在稍後的課程裡更深入的談一談。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hebrews+11&version=CCBT


6./7.醫治和行奇蹟

在保羅所列舉的聖靈恩賜中，醫治和行奇蹟排在第六和第七位。
為了自己和同工之故，相信上帝能醫治是很重要的。

有時候即使是為了別人，這也很必要。上帝常常使用醫治和奇
蹟，來吸引大眾，使他們能夠聽到祂的訊息，並且相信。但請
留意，上帝這樣運用醫治，是因為祂愛與關懷人們，要他們得
到醫治和與祂親近。醫治的恩賜，並不是要榮耀得到上帝這一
恩賜的個人。運用這樣的恩賜，要懷有真誠、謙卑和愛。

耶穌仍在為追

隨祂的人、和

藉著跟隨祂的

人施行奇蹟——

醫治的奇蹟和

其他奇蹟，祂

應許：

約翰福音

14:12—我鄭重

地告訴你們，

信我的人也會

做我所做的事，

甚至要做更大

的，因為我到

父親那裡去。



8.說方言

說方言的恩賜，是指能夠以一種或多種你沒有學過的語言來說

話、禱告或讚美上帝的能力。

使徒行傳2:4—他們都被聖靈充滿，照著聖靈所賜的才能開始
說起別種語言來。

有時候它們是世上的某種語言，但大部分時候是天國的語言，

說方言的人或任何其他人都無法理解其中的訊息，只有那些具

有翻譯方言之恩賜的人才能明白。

哥林多前書14:2—那講靈語的不是對人講，而是對上帝講，因
為沒有人聽得懂他的話。他是藉著聖靈在講奧秘的真理。

9.翻譯方言

哥林多前書14:13–15—所以那說方言的，就當求著能繙出來。
我若用方言禱告，是我的靈禱告；但我的悟性沒有果效。這卻
怎麼樣呢？我要用靈禱告，也要用悟性禱告。我要用靈歌唱、
也要用悟性歌唱。

有時候，方言是專門說給主聽的；但也有時候，它會包含上主

要你或其他人去理解和受益的訊息。你若問上主，而那又是他

想讓你理解的訊息，他就會把解釋方言的訊息告訴你。

方言的解釋就像預言。解釋方言與直接預言唯一不同的是，預

言不需要方言這一媒介，你直接從上主那得到訊息，而非先以

方言的方式得到訊息，然後再去解釋。



* 以正確的動機來使用上帝所賜的恩賜

上帝給與聖靈恩賜的主要目的，是要幫助別人和我們自己與上

主更親近。例如，奇蹟能增強人們的信心；以方言所做的禱告，

可以供主用來振奮我們的心靈；我們可以藉著預言得到指引。

這些都是充滿愛的天父給予祂孩子的恩賜，來幫助我們更加瞭

解祂和祂的旨意。

我們不應小看或忽視「聖靈的恩賜」。

提摩太後書1:6—我提醒你，要把上帝藉著我按手給你的恩賜，
像火一樣再挑旺起來。

哥林多前書12:31a—你們要追求那更重要的恩賜。

上帝給與我們這些恩賜，不是要我們玩弄、炫耀或用於私人利

益上的。



忍耐！

你若請求上主賜給你一個恩賜，
祂一定會回答你的請求，但祂
會選擇對你的生命最重要的恩
賜，並在恰當的時刻把這些恩
賜顯示出來。所以，要有耐心！

雅各書1:4—還要堅忍到底，
使你們在靈性上成熟和完全，
沒有缺乏。

愛！

你能得到所有聖靈恩賜，所有
預言、方言、教導等等，但你
如沒有愛心，這一切就沒有任
何價值！愛最重要！看看保羅
在哥林多前書裡所說的吧：

哥林多前書12:31–13:1—你
們要追求那更重要的恩賜，我
現在要指示你們那至善的道路
。我即使會講人間各種話，甚
至於天使的話，要是沒有愛，
我的話就像吵鬧的鑼和響亮的
鈸一樣。



感謝您，耶穌，感

謝您把您的話語啟

示給我們。只有您

的靈才能打開我們

的眼睛，向我們顯

示您的真理。每次

我們讀話語時，求

您幫助我們請教您，

願聖靈幫助我們瞭

解您要告訴我們的

是什麼。主啊，在

我們即將離開時，

請幫助我們與您保

持親近，也請您的

聖靈與我們同行。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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