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柱石 -第二课 （下）

恩赐和益处



课程第一部分：圣灵带来的益处

* 圣灵的洗礼是爱的洗礼

加拉太书 5: 22,23 - 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约翰福音7：38–39 —“那信我的人，有活水的河流要从他心
中涌流出来。” 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将要接受的圣灵说的。

耶稣所说的在你之内如活水般涌流的洗礼力量，就是他的爱的

洗礼的力量！上帝那包容一切的爱，在一些最困难的情况下，

甚至会帮助我们去爱那些我们以自己的力量无法去爱的人；当

你四周有些难以相处的人时，他的爱甚至能帮助我们做到像耶

稣所说的那样，去“爱我们的敌人”。



圣灵会帮助、激发我们，为我们增添力量

以弗所书3：16 —我祈求上帝，依照他荣耀的丰富，借着圣
灵赐给你们力量，使你们内在的生命强壮起来。

约翰福音14：16 —我要祈求父亲，他就赐给你们另一位慰助
者，永远与你们同在。

圣灵会指引我们，帮助我们明白上帝的话语

约翰福音16：13[现]—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就要指引你
们进到一切的真理中；他不凭着自己说话，而是把他所听见
的告诉你们，并且要说出将来的事。

约翰福音14：26[现]—但是那慰助者，就是父亲因我的名所
要差来的圣灵，会把一切的事指示你们，并且使你们记起我
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哥林多前书2：12[现]—我们没有领受这世界的灵，而是领受
上帝所要差来的圣灵，为要使我们能够知道上帝所赐给我们
的一切恩赐。

圣灵会增进我们与上主之间的关系

罗马书8：26—同样，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原不知该
怎样祷告；可是圣灵亲自用言语所不能表达的叹息为我们向上
帝请求。

约翰福音14：26—但是那慰助者，就是父亲因我的名所要差来
的圣灵，会把一切的事指示你们，并且使你们记起我对你们所
说的一切话。



圣灵会使我们对他人所做的见证变得更有力量

使徒行传1：8 —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会充满能力；你
们会为我做见证。

路加福音4：18 —主的灵临到我，因为他膏立我，拣选我，要
我向贫穷人传佳音，他派遣我医治心灵受创伤的人。他差遣我
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光明；受欺压的，得自由。

圣灵洗礼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给你力量去做见证！

我们通常觉得要表达自己很困难，我们有时不知道如何诉诸语

言。圣灵能使我们的语言具有感召力，使别人更了我们的观点。

我们自己的话常常好像词不达意，但圣灵能使我们所说的感动

人心，使他们明白和感受到我们努力想表达，却表达不出来的

深奥的事。圣灵可以使我们的话充满意义，把我们没有说出的

细节表达出来。就像保罗所说的：

哥林多前书2：4–5—我所讲的道，所传的福音，都不是用委
婉动听的智言，而是倚靠圣灵的大能来证实的。使你们的信仰
不根据人的智慧，而是以上帝的大能为基础。

只要你真诚且尽力，上主就会祝福你的见证！不管你的词汇是

多么不通达，让人迷惑，或多么词不达意，圣灵都会感动人心。

你不必担心把事情弄糟，因为不管你尝试说什么，只要你是在

与别人分享话语的真理，上主都会祝福你。



课程第二部分：圣灵给我们的恩赐

在上一堂课里，你曾读到上主如何赐圣灵给他的第一批门徒，如
何影响了他们的生命。现在我们要进一步看看圣灵所赐的恩赐是
什么，这些恩赐如何改变你的生命等。被圣灵充满应会带来一些
改变！让我们看看它们是什么。

歌林多前書 12: 4-10 -虽然有各种各样属灵的恩赐，但它们都
是来自同一位圣灵。有各种各样的侍奉，但是侍奉的都是同一个
主。在人们当中，上帝用不同的方式工作着，但都是同一个上帝
在工作着。为了大家的利益，圣灵对每个人有不同的显示方式。

通过圣灵，一个人话语里充满智慧。凭借这同一圣灵，另一个人
话语里则充满了知识。同一位圣灵赐给这人信仰，却赐给那个人
治病的能力。同一位圣灵赐给一个人创造奇迹的才能，而给予另
一个人的才能是宣讲上帝的信息。圣灵赐给了这人分辨圣灵与邪
灵的能力，赐给那人的却是讲不同的语言的才能，而赐给另一个
人的则是翻译的才能。

https://www.freekidstories.org/chinese/shier-zhushi-di-er-ke-shengling


上主选择把什么恩赐给一个人。

圣灵的基本恩赐有九种：

■ 看不见的恩赐：智慧、知识、辨别能力

■ 挡不住的恩赐：信心

■ 指导的恩赐：预言

■ 更新的恩赐：医治

■ 引人注意的恩赐：奇迹

■ 令人振奋的恩赐：说方言 [讲不同的语言的才能]

■ 启示的恩赐：翻译方言 [翻译的才能]

哥林多前书12：11—可是，这一切都是从同一位、惟一的圣灵
来的；他按照自己的旨意，把不同的恩赐给每一个人。

雅各书1：17—一切美善的事物和各样完美的恩赐都是从天上
来的；他是一切光的创造者。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子。

没有一种恩赐是你

被圣灵充满的不可

或缺的证明。



1.辨别能力

辨别能力的定义是“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能力”，即能看出别
人言行背后的态度和意图。上帝的话语告诫我们，要洞悉善灵
与邪灵，和“察验不同的灵”。

约翰一书4：1-
3,6—亲爱的朋友，
对于自称有圣灵的，
你们不要都相信，
总要察验他们的灵
是不是出于上帝，
因为已经有许多假
先知到处出现了。
你们怎么辨认上帝
的灵呢？谁公开承
认耶稣基督降世为
人，谁就有从上帝
来的灵。谁不公开
承认耶稣，谁就没
有从上帝来的
灵。... 凭着这一
点，我们知道怎样
辨别真理的灵和谬
误的灵。



2.知识

上帝所赐的属灵知识，
远超过智力的知识，
让你稍微认识上帝的
心意和思想，知道一
些借着别的方式无法
知道的事。

哥林多前书2：9–16—正如圣经所说：“上帝为爱他的所预备
的，正是眼睛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也从来没有人想到
的。” 但是，上帝借着他的灵，把他的奥秘启示我们。圣灵
细察万事，连上帝深藏的旨意，也能细察。至于人，只有他自
己里面的灵，才知道关于他一切的事；同样，只有上帝的灵才
知道上帝一切的事。我们没有领受这世界的灵，而是领受上帝
所差来的圣灵，为要使我们能够知道上帝所给我们的一切恩赐。
所以我们讲的道，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导的言论来讲，而是用
圣灵所教导的言语，向属圣灵的人讲解属灵的真理。但是，那
没有上帝的灵的人，不能够领受上帝的灵所给的恩赐；这样的
人不能明白这些事，认为这是荒唐的；因为这些事的价值，必
须用属灵的眼光才能领悟。属圣灵的人能判断万事的价值，可
是没有人能够评断他。谁知道主的心？谁能替他出主意？然而，
我们属圣灵的人是有基督的心的。



3.智慧

雅各书1：5—如果在你们当中有谁缺少智慧，他就应该祈求那
位乐意厚赐给人，而且不苛刻责备人的上帝，就必定得着。
箴言4：7—追求智慧是最切要的事，要用你所有的一切换取见
识。
箴言8：1,5–7,11—听吧，智慧在呼唤，悟性在吶喊：你们幼
稚吗？要学习机智。你们愚蠢吗？要追求见识。听啊，我的言
词美妙，我的话纯正。所说的是真理，我憎恨虚谎。我是智慧，
我胜过珠宝。你所追求的没有一件比得上我。

智慧是什么？即知道
如何去运用上帝的知
识！智慧是个美好的
恩赐！了解事物是一
回事，那是知识，有
知识是好的，是圣灵
的恩赐；但知道如何
去运用知识则是另一
回事，那就是智慧，
是圣灵的另一个恩赐。

在事实、数据、历史
甚至圣经知识方面，
你可能很聪明，但如
果你不知道如何使用
它去帮助别人，或帮
助你自己，或去做一
件好事的话，那又有
什么用处呢？



4.信心

希伯来书11：1,6—信心是我们所盼望之事的保证和未见之事
的凭据。人没有信心，就不能得到上帝的喜悦，因为来到上帝
面前的人，必须相信上帝存在，也相信他会赏赐一切寻求他的
人。

你肯定需要信心！信心的恩赐并不很明显。你看不见它；你无
法描述它的颜色；也听不见它的声音。当然，根据他们的行为，
你无疑可以看出他们究竟有多少信心。

每位重生的上帝的孩子，或多或少都得到了信心。每次我们阅
读、吸收上帝的话语，以上帝的话语作为我们行动的根基，我
们的信心就会增长。但对某事有很大的信心，那就是圣灵的恩
赐了。

拥有信心的恩赐，会引导你获得明显的医治和奇迹的恩赐。

想进一步了解信心，请阅读希伯来书第11章。

5.预言

预言的恩赐，即接收来自上帝的信息，大概是圣灵所有恩赐中
最重要的了。

有人在说预言时词藻可能很美，很通顺，几乎像圣经经文一样；
但有人的预言却犹犹豫豫、很慢也很粗糙。这是工具、器具不
同的缘故。信息都是上主给的；他们都受到了上主的感动。不
同的是，每个人得到的恩赐不同，实力、弱点、能力和无能力
之处也不同。

这是个很大的话题，我们会在稍后的课程里更深入的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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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医治和行奇迹

在保罗所列举的圣灵恩赐中，医治和奇迹排在第六和第七位。
为了你自己和你的同工之故，相信上帝能医治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即便是为了别人，这也很必要。上帝常常使用医治和奇
迹，来吸引大众，使他们能够听到他的信息并相信。但请留意，
上帝这样运用医治，是因为他爱与关怀人们，要他们得到医治
和与他亲近。医治的恩赐，并不是要荣耀得到上帝这一恩赐的
个人。运用这样的恩赐，要怀有真诚、谦卑和爱。

耶稣仍在为追

随他的人和借

着跟随他的人

施行奇迹——医

治的奇迹和其

它奇迹，他应

许：

约翰福音14：

12 —我郑重地

告诉你们，信

我的人也会做

我所做的事，

甚至要做更大

的，因为我到

父亲那里去。



8.说方言

说方言的恩赐，指的是能够以一种或多种你没有学过的语言来

说话、祷告或赞美上帝的能力。

使徒行传2：4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照着圣灵所赐的才能开
始说起别种语言来。

有时候它们是世上的某种语言，但大部分时候是天国的语言，

说方言的人或任何其它人都无法理解其中的信息，只有那些具

有释译方言之恩赐的人才能明白。

哥林多前书14：2 —那讲灵语的不是对人讲，而是对上帝讲，
因为没有人听得懂他的话。他是借着圣灵在讲奥秘的真理。

9.翻译方言

哥林多前书14:13–15 —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
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
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
也要用悟性歌唱。

有时候，方言是专门说给主听的；但也有时候，它会包含上主

要你或其他人去理解和受益的信息。你若问上主，而那又是他

想让你理解的信息，他就会把翻译方言的信息告诉你。

方言的解释就像预言。翻译方言与直接预言唯一不同的是，预

言不需要方言这一媒介，你直接从上主那得到信息，而非先以

方言的方式得到信息，然后再去解释。



* 以正确的动机来使用上帝所赐的恩赐

圣灵恩赐的主要目的，是要帮助别人和我们自己与上主更亲近。

比如说：奇迹能增强人的信心；以方言所做的祷告，可以供主

用来使我们心灵得以提升。我们可以借着预言得到指引。这都

是充满爱的天父给予他孩子的恩赐，用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他

和他的旨意。

我们不应小看或忽视“圣灵的恩赐”。

提摩太后书1：6—我提醒你，要把上帝借着我按手给你的恩赐，
像火一样再挑旺起来。

哥林多前书12：31a—你们要追求那更重要的恩赐。

上帝给与我们这些恩赐，不是要我们玩弄、炫耀或用于私人利

益上的。



课程第三部分: 关于
圣灵恩赐的常见问题
之解答

* 你可以随意获得圣灵的
任何恩赐，还是要由上帝
来决定你可以获得哪些恩
赐，什么时间获得？

信不信由你，答案是两种情况
都存在。主有时会把某种恩赐
给一个人而不要他特别地去求。
但大多数情况下，他是根据我
们的请求来给的。

这一切（圣灵的恩赐）都是从
同一位圣灵而来的，随着自己
的意思赐给人的。(哥林多前
书12：11)

热心追求更大的恩赐。(哥林
多前书12：31)



* 我应该怎样、及应该在什么时候期望新的恩赐开始显

现出来呢？

你若请上主赐给你一个恩赐，他一定会回答你的请求，但他会

选择对你的生命最重要的恩赐，并在恰当的时刻把这些恩赐显

示出来。所以，要有耐心！

雅各书1：4—还要坚忍到底，使你们在灵性上成熟和完全，没

有缺乏。

而且要是你没有马上就看到结果，你也不要放弃，不要怀疑。

再阅读话语，它乃是信心的泉源。阅读和吸收话语，你的信心

就一定会增长。上帝并不总是马上就答允你的祷告，或按你所

期望他会作的答允你，可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停止祷告。同样，

或许上帝并不总是按你想要他那样或期望他那样的通过你圣灵

的恩赐来成就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没有这些恩赐，或你就

应该停止尝试去运用它们。要继续祷告，信赖主，做你该做的，

那么主就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他会在他的时间，以他的方式，

造就他知道最好的结果。

爱！

你能得到所有的圣灵恩赐，所有的预言、方言、教导和其他一

切，但你如没有爱心，这一切就没有任何价值！爱是最重要的！

哥林多前书12：31–13：1—你们要追求那更重要的恩赐，我
现在要指示你们那至善的道路。我即使会讲人间各种话，甚至
于天使的话，要是没有爱，我的话就像吵闹的锣和响亮的钹一
样。



感谢你，耶稣，感

谢你把你的话语启

示给我们。只有你

的灵才能打开我们

的眼睛，向我们显

示你的真理。每次

我们读话语时，求

你帮助我们认定你，

愿圣灵帮助我们了

解你要告诉我们的

是什么。主啊，在

我们即将离开时，

请帮助我们与你保

持亲近，也请你的

圣灵与我们同行。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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