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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的功課 

 

聖靈是誰，他給了我們什麼屬靈恩賜？ 

 
 

 

備註：不要進入第九章直到你完成所有下面的功課，完成後請打勾： 

 

 

_____ 研讀並完成第八章的所有教材 

 

_____ 和帶領你的人討論第八章所有問題的答案 

 

_____和帶領你的人討論屬靈恩賜的清單，並試著找出你的屬靈恩次為何，還有你如何可以

使用你的恩賜在教會服事 

 

_____ 背誦加拉太書 5:22-23 給帶領你的人聽 

 

_____ 背誦舊約中前 14 本書的後 12 本書的名字(以斯拉記到以西結書) 給帶領你的人聽 

 

_____ 特別的複習：和帶領你的人複習你如何行出所學習到有關基督徒門徒訓練的方面(比

如禱告、讀經、服事人等) 

 

_____ 複習上星期所背的經文及新舊約中的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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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聖靈是誰，他給了我們什麼屬靈恩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聖靈給每一位基督徒至少一個禮物，而且他希望你與教會的每一個人分享。在我們討論聖靈所賜

下特別的禮物前，讓我們先來看聖經對聖靈的一些教導。 

 

 

A.聖靈是誰？ 

  

1. 聖靈是一個人 

 

在聖經中，聖靈與天父及耶穌基督都同樣是人，但是這並不表示是，有形體的人類，這

只是說聖靈並非只是簡單的‖風‖或是‖空氣‖或是‖魂‖、‖能力‖而已。聖靈是一個真實的

個體，在聖經中，聖靈是用‖他‖來表示(請看約翰福音 15:26 及 16:13-14)。 

 

2. 聖靈是神 

 

a) 他的屬性顯明他是一個神(請看使徒行傳 5:3-4) 

  

彼得相信聖靈是誰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他的工作證實他是神 

 

 請看附註內三位一體的參考經文有關於聖靈的神性及工作。 

 

3. 聖靈是由耶穌(約翰福音 16:7)及父神(約翰福音 14:16)所差來的，耶穌稱聖靈為‖與你們永

遠同在的一位保惠師‖(約翰福音 14:16)，讓我們現在更仔細來看這節經文。 

 

 

記經文 加拉太書 5: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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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讓我們來看‖一位‖這個字，在希臘文中，這個字有兩種說法-―heteros‖

和‖allos‖。 ‖heteros‖是指‖不同質的另一種‖，而‖allos‖是指‖同質的另一種‖；在約翰福

音中所使用的字是‖allos‖，是代表聖靈是與耶穌同質的。 

 

現在我們再看‖保惠師‖，這個字在希臘文中是‖parakletos‖，這個字是指一個能帶給別人

安慰、建議、擁護、加添力量、確信及引導等的人。耶穌在告訴他的門徒，父神會差聖

靈在各方面來幫助凡是信他的人。 

 

B. 聖靈會做什麼呢？ 

在整本聖經中我們可以看到聖靈的諸多工作。以下列出來一些，如果可能，請讀以下參考經文。 

1. 聖靈參與天地的創造(請讀創世紀 1:1-2；詩篇 33:6；詩篇 104:30；約伯記 33:4)。 

2. 聖靈在人心裡動工使得神的話可以被紀錄下來(請讀彼得後書 1:21；使徒行傳 28:25；細節

請看本書第四章)。 

3. 聖靈也參與在耶穌的生命中：耶穌是被聖靈所感(路加福音 1:35)、被聖靈所膏(路加福音

4:18)、被聖靈充滿(路加福音 4:1)、被聖靈帶領(路加福音 4:1)、聖靈也加添能力給他(馬太

福音 12:28)。細節請參考本書的第一章。 

4. 聖靈也參與在人的救贖中，藉由： 

a. 讓人們認罪及認識福音的真理(約翰福音 16:8-11) 

b. 為那些接受耶穌基督的人造一個新心(讓他們重生)(提多書 3:5) 

c. 住在他們中間(住在所有真信徒的裡面)(哥林多前書 6:19) 

d. 讓所有信的人有確據(以弗所書 1:13 及 4:30)，意思就是他們有永遠的保證(請看本書第

二章) 

e. 確認所有的相信者都真是神的兒女(羅馬書 8:16) 

5. 聖靈幫助我們禱告及為我們代求(羅馬書 8:26-27)。 

6. 聖靈幫助基督徒了解所讀聖經上的意義(哥林多前書 2:10-14 及約翰福音 14:26)。 

7. 聖靈將‖屬靈的果子‖給我們(加拉太書 5:22-23)。 

8. 聖靈將屬靈的恩賜給基督徒(哥林多前書 12:7)。 

 

接下來我們要來討論屬靈的恩賜。 

 

B. 我有屬靈的恩賜嗎？ 

讓我們先來定義‖屬靈恩賜‖。屬靈的恩賜是聖靈所給基督徒的一種特別能力為要來服事教會的其

他人，屬靈恩賜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及強化教會。請讀以下的經文及回答問題： 

1. 是否聖靈會給每一個基督徒最少一種屬靈恩賜呢？(彼得前書 4:10 及哥林多前書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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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圈選 是 否 

 

2. 是否會有一個人會有所有的恩賜呢？(哥林多前書 12:7-10) 是 否 

 

3. 有沒有哪一種恩賜是大家都有的呢？(哥林多前書 12:28-30) 是 否 

 

 

4. 誰做決定會有哪種恩賜呢？(哥林多前書 12:11)  聖靈  我們 

 

5. 根據哥林多前書 12:13，聖靈在什麼時候進入基督徒心裡？ 

在決志改變時 3 個星期後  6 個月之後 

6. 根據使徒行傳 4:31，被聖靈充滿的現象是： 

放膽講論神的道  告訴別人要說方言 

 

你可以從以上的經文看到聖靈在我們決志時就進入我們心裡，並且隨己意將恩賜給我們(有

時可能不只一個恩賜)，並沒有一個基督徒會有所有的恩賜，也沒有一種恩賜會是所有人都

有的。聖靈將不同的恩賜給教會裡不同的人，如此大家可以一同同工建立教會。為了要表

達的更清楚，神給了我們一個例子讓我們可以清楚的了解，請讀哥林多前書 12:7-27 並回答

下面的問題： 

 

神用什麼例子來說明教會的肢體應該使用他們的屬靈恩賜來彼此建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不是有些屬靈恩賜是比較其他的重要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神給我們屬靈恩賜的目的是什麼？(以弗所書 4:7-8、12-1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神給每一個人屬靈恩賜，好讓我們與他人同工建立教會。我們的恩賜並非是為了我們的享樂，而

是鼓勵及建立教會。假如我們只是使用我們的恩賜娛樂自己，我們便沒有善用神所給的恩賜。 

 

C. 聖靈所給的屬靈恩賜有哪些？ 

 

 聖經提到超過 20 種的屬靈恩賜，在下面的經文中可以找到：羅馬書 12:6-8，哥林多前書 12:4-

11，以弗所書 4:11，和彼得前書 4:9-11。以下你會看到在這些經文中所提到的屬靈恩賜： 

 

幫忙─這種恩賜讓一個人可以幫助教會肢體上的需要(例如：在教會掃地，對教會肢體上有需要的

人提供幫助，洗傳道人的衣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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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這是一種可以將聖經做清楚教導的恩賜(例如：教兒童聖經班或是家庭查經班)。 

鼓勵─這種恩賜是在教會鼓勵人的能力(例如：給長者寫鼓勵信或是寫給教會內沮喪的人)也可以是

透過輔導所給的鼓勵。 

給予─這種恩賜是能夠對教會內有財務需要的人除了十一奉獻外喜樂的給予(使徒行傳 4:36-37)。 

領導能力─這種恩賜會讓一個人有敬虔領袖的特質及品格，也因此教會願意跟隨這樣的人。 

知識及智慧─這兩種屬靈恩賜通常會在一起，這種恩賜可以讓一個人因為研讀而對聖經有很好的

知識，也可以善用聖經來處理人們的問題(例如：輔導憂鬱的人)。 

信心─這樣的恩賜讓人及便在看不到最後的結果時，還能相信及信靠神會有大作為(希伯來書 11:1-

2)。 

仁慈─這樣的恩賜讓人對於有需要的人能夠顯出慈愛(例如：送食物給生病的人，幫助教會內的長

者)。 

行政能力─這是一種可以計畫教會內事工的恩賜，看顧從開始到結束的流程，同時也能夠用愛對

待參與整個事工的人，並且讓他們有異象持續朝目標前進。 

傳福音─這種恩賜是與人分享福音時可以做的非常好，不論是與一群人或一個人分享時。 

牧師─這是一種可以牧養教會內的人的特別恩賜。 

款待─這種恩賜讓一個人願意開放家庭給旅行的宣教士或是有需要的人(彼得前書 4:9)，這個恩賜

的另一個例子是將家庭開放給小組查經。 

 

使徒─這種恩賜的希臘文的意思是‖差遣一個人‖，‖宣教士‖就是從這個字來的。使徒必須是見過復

活的耶穌(使徒行傳 1:22)，這包含了保羅(哥林多前書 9:1)。既然今日沒有一個人見過復活的

耶穌，沒有一個人可以宣稱自己是使徒。 

說方言─聖經清楚的教導並非每一個人都有此一恩賜(哥林多前書 12:30)。很多時候在教會內會有

他人的‖壓力‖，會被‖逼迫‖講方言來證實他們是基督徒。保羅並不同意此觀點。對於那些說

方言的人其實是被禁止的除非他們嚴謹的遵循哥林多前書 14:27-28 中保羅的話語。根據這經

文中的教導，教會的長老應禁止說方言除非是輪流著說，且有人將它翻譯出來。世界上許多

基督徒相信這個恩賜在新約完成後就停止了。 

預言─先知就是講神的話的人並領人悔改。一個例子就是先知拿單，他讓大衛認他自己所犯姦淫

的罪(撒母耳記下 12:7-10)。舊約中‖先知‖希伯來話的意思就是‖神話語的宣告‖，新約中‖先

知‖希臘語的意思是‖替神說話的那個人‖。聖經中，先知的話語是會應驗的(申命記 18:21-

22)。假如一個預言沒有實現，那位先知是要被處死的。世界上許多基督徒相信當聖經完成

後，這個恩賜也就停止了，那些今日仍舊相信的人必須要順服帖撒羅尼迦前書 5:20-21 及約

翰一書 4:1，因為撒旦藉由許多虛假的事來偽裝自己(帖撒羅尼迦後書 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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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神蹟─神蹟的目的是要榮耀神。耶穌行神蹟是因為對於那些因疾病受苦的人產生了很深的憐憫

心，比如瞎眼或長大痲瘋的人。他從沒有因為要自我表現而行神蹟。耶穌行神蹟為要鼓舞信

心(馬太福音 8:23-27)，但是他也同時拒絕行神蹟當人們只是想要求看一個神蹟而已(馬可福

音 8:11-13)。 

醫治─聖經上的醫治是立刻而且全然的(使徒行傳 3:1-8)，在今日所發生的真實的醫治也必須是全

然且繼續的。今天，我們看到許多由假的醫治者所行的片面的醫治。世界上許多基督徒相信

當聖經完成後，這個恩賜也就停止了，即便每一個人同意這種說法，但是當教會中有生病的

人，還是應該由長老來用油抹他、為他禱告(雅各書 5:14-16)。 

明辨─這種恩賜讓一個人在研讀聖經後有足夠的屬靈智慧來分辨在教會中的屬靈恩賜是從神而來

或是由撒旦而來的。 

 

D. 我如何發掘我的屬靈恩賜？ 

1. 要發掘自己屬靈恩賜的第一歩就是去了解及認識聖經中所提到的各項屬靈恩賜，請讀羅

馬書 12:6-8、哥林多前書 12:4-11、以弗所書 4:11、彼得前書 4:9-11，研讀所有的恩賜

並求神幫助你發現自己的恩賜。 

2. 第二歩是要去檢視你自己的心及能力，你喜歡做什麼呢？你喜歡在家中接待客人嗎？服

事有需要的人嗎？帶查經班嗎？輔導沮喪的人嗎？將所列的屬靈恩賜再讀一次，並看在

哪一方面你可以做的很好來幫助教會。 

3. 第三歩就是來檢視你所認為你恩賜的所在。嘗試一些不同的恩賜並看是否有一些恩賜特

別適合你(你喜歡去做且能夠做的很好的)。並問自己‖我是否能用此一恩賜建立/幫助教

會？‖ 

4. 讓教會的人評估你的恩賜及呼召。比如說，你覺得自己有傳福音的恩賜，但是還沒有一

個人因此而得救，你便沒有這項恩賜！假如你覺得自己有領導的恩賜，但是沒有人跟從

你，那你便沒有領導人的恩賜。對於教會內的領導人評估你的恩賜時的建議要用敏銳及

接受的心來對待。 

我們必須要發現自己的屬靈恩賜及在我們的教會中使用恩賜來幫助神的事工是很重要的。想像如

果教會的領導人要自己背負 500 公斤的重物，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假如有 2000 人幫助他，他的重

擔就會變的很輕。同樣的，當我們使用我們的屬靈恩賜時，我們在幫助教會的領導者完成神的事

工，並且如此做是順服神的教導。 

E.聖靈的果實 

在我們結束這章之前，我們應該簡單的談一下聖靈的果實。聖靈的果實是當我們研讀神的話語以

及應用它到我們的態度行為上時在我們的生命中所產生出來的。以下的真實故事會幫助我們更來

了解聖靈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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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斯加有一位漁夫每個星期六下午都會進城去，他總是帶著他的兩隻狗，一隻是白色的狗，

一隻是黑色的狗。他教導他們聽命令去打鬥。每週六下午人們會聚集在廣場看這兩隻狗打鬥，漁

夫就會下注看那隻狗會贏。而每次漁夫總是能夠預測哪隻狗會贏，他的預測都是準的。在某些時

候，黑狗會贏；在另外的時候，白狗會贏。有一天他的朋友問他如何知道哪隻夠會贏呢？他說：‖

答案很簡單，就是我餵食較多的那一隻啊！我餵食較多的那一隻會贏，因為他比較強壯。‖ 

 

這個故事可以提醒我們有關於自己的生活。我們都有罪性且那讓我們做錯事，但同時我們也都有

一面想要來順服神做神所喜悅的事，我們生命中的哪一面會戰勝就看我們哪方面‖餵食‖的較多。 

 

請讀加拉太書 5:17-21，‖罪性‖的特徵是什麼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面經文所列出來的特性就像是那隻黑狗，我們不應該去餵食。我們如果去餵食黑夠就是陷入罪

慾之中了(歌羅西書 3:5-9)，每一次我們允許試探戰勝我們，我們就像是去‖餵食黑狗‖，並允許罪

性在我們裡面掌權。 

 

現在請讀加拉太書 5:22-23，什麼是‖聖靈的果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這些經文就像是我們應該要餵食的白狗，我們餵食的方法就是花時間在神的話語中並禱告，如此

來‖餵食‖屬靈的層面並發展聖靈的果實出來。 

 

有人曾說過當我們被聖靈充滿時所產生出來的果實就是我們像基督的最佳寫照，當我們用屬靈的

恩賜在教會中彼此服事時，我們必須確認我們有將屬靈的果實活出來。 

 

討論問題： 

 

檢視屬靈恩賜的清單，你覺得你自己有哪些恩賜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如何使用(或是你可以使用)這些恩賜來幫助建立教會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