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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充滿(四) (五) 聖靈的恩賜 

 

以弗所書 4 : 7，“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個人的恩賜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蒙恩典，

耶穌基督給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恩賜。 

 

一. 賜下恩賜的目的 

1. 以弗所書 4 : 8 ，詩篇 68 : 18，耶和華神可以與我們同住 

 詩篇 68 篇說到“你已升上高天”，到了新約的時候，我們知道這是指 “ 耶穌”已經升

上高天。 

所以我們就知道，耶穌從死裡復活，升上高天擄掠了仇敵，祂贏得了一個完全的勝利，

就把恩賜賜下來。祂將恩賜賜下來的目的，是要叫耶和華神可以與我們同住。 

 所以神賜下聖靈的各樣恩賜，不是讓我們拿來誇耀的，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要把祂的豐盛

賜下來，為了要使祂的權能在祂的教會中，藉著恩賜彰顯出來。使神可以藉著教會，在

地上執掌王權，並且與我們同住。 

2. 以弗所書 4: 12，成全聖徒，建立基督的身體 

 成全聖徒，“成全 ”在原文裡是“裝備”的意思。恩賜是為了裝備聖徒，使聖徒可以

各盡其職，就是每個基督徒都可以盡他的功用，盡他的職分，叫基督的身體被建立起

來。 

信徒被裝備起來，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以致教會可以在地上執掌王權，叫

耶穌基督的榮耀、權能、祂的豐富，可以那樣地彰顯。一個正常的教會應當有各樣的恩

賜的彰顯。 

3. 高舉基督 

 神賜下恩賜最主要的目的，是在聚會裡彰顯祂自己的同在，使人更注意祂自己，使耶穌

基督更真實地在教會裡掌權。 

 林前 12 : 4-7，恩賜賜下來，都是為了服事祂的肢體，服事祂的教會，叫人得益處，而

不是拿來誇耀的。 

神賜下恩賜是用祂自己的方法，在祂自己的時候，來彰顯祂的豐滿和祂的權能，在祂的教會裏

面，就是在祂的身體裏面，在地上執行祂的旨意，供應祂百姓一切的需要。 

 

二. 職事與恩賜 

1. 弗 4: 11-12，職事 

 例如: 使徒、先知、傳福音、牧師、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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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大部分是指一個人不只有恩賜在他身上，他的生命也是被神所充滿，所掌管。神的

生命和性格一直鑄造在他身上，而且恩賜愈用愈純熟，到一個地步，神把這樣一個人賜給

教會，成為教會的禮物。 

2. 林前 12: 4-11，不同的恩賜 

(1) 智慧的言語 ( how ) ，知識的言語 (what ) 

 常常是在什麼時候賜下來呢？ 

a. 牧師在仰望講道的內容，或是正在講道時，主忽然間賜下來。當一個器皿把他自

己整個交給神的時候，神藉著他來講一些話。 

b. 有時候是在回答個人，輔導個人的時候，神給的話正好切中要領，指出他心裡的

隱情 ; 或正是他很需要的話，或是給他指出一條路來。 

c. 在為人按手禱告的時候，藉著一個智慧的言語，或是一個知識的言語而服事了這

個人。 

(2) 信心的恩賜 

 有這種信心恩賜的人，他一定是在生活大大小小的事上，常常的信靠神，而且特別

是無可指望的時候，他仍然不灰心，仍然滿心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做成。 

(3) 醫病的恩賜 

 怎樣的人比較會有醫病的恩賜 

 a. 很有憐憫心的人 

        因著他裡面對別人常常有憐憫的心腸，去為別人禱告，主就給他醫病的恩賜。 

             b. 自己身上有很多的疾病 

                 若這人常常因著信靠神而爭戰贏得勝利，神常把醫病的恩賜賜給他。 

    c. 有醫病恩賜的傳道人為你禱告 

                          例如一個有醫治長短腳恩賜的傳道人，他為一個人按手禱告，結果這個人也得著              

醫治長短腳的恩賜。 

                                我想他得著這個恩賜一定是他平常的生活中，常常為別人禱告，叫別人得祝福，     

以致於那一天主就賜給他。賜給他後，他一定在生活上也常常再去為別人禱告，

這種恩賜才會更多地彰顯。 

(4) 行異能的恩賜 

 行異能就是改變我們內在的情形，內在的狀態。 

例如 : 裡面有很大的傷害，藉著按手禱告被醫治，或是藉著按手禱告，裡面對耶穌

的渴慕被挑旺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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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異能的恩賜，有時候外面看不出來，但被禱告的人裡面改變了，開始愛上耶穌。 

 羅 15 : 18，保羅在這裡把能力分成兩類 : 

a. 行神蹟奇事的能力，常是外面看得見的 

b. 聖靈的能力 

例一，施洗約翰，一件神蹟也沒有行過，可是卻很多人因著他的道、他的話語而

悔改，這是一種聖靈的能力。 

例二，有人傳福音，只要一跟別人講，別人就信了。 

行異能的能力，是看不見有動作的，很多是內在的改變，看不見神蹟奇事，可是那

是滿有聖靈的能力。 

 (5) 先知的恩賜 

a.   作先知講道是要造就教會 

 留意預言有沒有叫人得益處，還是只是一些私人的事。有一些只是那個人的靈很敞

開，所以他很容易聽見靈界的聲音，像乩童。我們不要藐視先知的預言，但要察

驗。 

b. 造就安慰勸勉人 

 我們要留意，不要只聽順著我心的話。如果先知告訴你的預言，是很難聽的話，你

更要小心地去禱告，而不要因為是你不喜歡的話，就把它丟一邊。 

※ 先知的靈原是順服先知的。如果你覺得你在順服裡面的聖靈去發預言，但是神已經

設立了一位在這裡帶領聚會，如果他不阿們的話，你還是要順服他。如果每一個都

認為自己是主感動而發預言的，所以就是最大了，這樣教會會一團亂。如果你覺得

你是主感動的，你就可以順服下來。神要製作一個器皿的時候，他最在乎的是順

服，而不是講理。 

(6) 辨別諸靈的恩賜 

 神常常把辨別諸靈的恩賜，賜給教會的領袖，賜給帶聚會的人。因為他在負責整個聚會

的運作，所以需要知道，這個人起來發預言時，是在聖靈裡，在肉體裡，還是在仇敵的

手中？ 

(7) 方言的恩賜 

是這位聖靈所運行，隨己意分給各人的。 

一個被聖靈充滿的人遲早會有方言，那不是最重要的，也是恩賜中最小的。有人問一位

神的僕人說“那方言的恩賜不是最小的嗎？ ”，他回答說“對，但是我們豈不都該從

最小的做起嗎？ ”。保羅用林前十四章一整章來講到方言，可見它雖然是眾恩賜裡最

小的，但卻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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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同的方言 

I. 鄉談 ( 徒 2 ) ，萬人的方言 ( 林前 13 ) 

是地上的語言，是聽得懂的一種語言。例如 : 吳勇長老第一次說方言，是在講道

時說出廣東話來。 

II. 天使的話語 ( 林前 13 ) 

是一種天使的言語，是你聽不懂的。那說方言的，原不是對人說乃是對神說，說

方言的乃是造就自己，因為是在心靈裡講說各樣的奧秘。 

在生活裡可以常用方言禱告，特別在買東西或環境吵雜的地方，你可以用嘴巴說

或在心裡用方言禱告，這樣很幫助保持神的同在。 

III. 神對會眾說的方言 

這不是每個人都有的，只有少數的人有。神給他這種恩賜也不是代表他比較屬

靈，只是神隨己意分給各人的。 

b. 一個人沒有方言的原因 

I. 心裡面有成見 

也許你看見過一個說方言的人，他沒有好的見証，可能他比別人脾氣更壞或更自

私，以至於你心裡有一點藐視，有一點成見。 

II. 因為無知沒有聽過 

使徒行傳 8 : 14-17，19: 1-7 

所以一個人若沒有被聖靈充滿，沒有方言，有時候是因為無知，沒有聽過，但他

若一聽到，起來渴慕，他要，他就得著了。 

III. 太理性 

一些學理工科的弟兄，太理性，很會分析，事實上他已經被聖靈充滿，神的同在

也很豐富，有時在讚美的時候，就有方言出來，可是才出來一句，他就覺得跟某

人的方言很像，就以為自己因為常常聽，所以不知不覺就學出來了。 

  IV. 個性拘謹、內向、不釋放 

有一些弟兄姐妹他是在睡覺的時候說出方言來。 

c. 方言的功效 

I. 方言的禱告是讓我們裡面的靈更被建造起來 

方言的禱告是聖靈用說不出來的嘆息在替我們禱告，所以有的時候我們不知怎樣

禱告，就用方言禱告，讓我們裡面的靈更被建造起來，更加跟主的靈聯合，就更

知道如何用悟性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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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方言可使疲乏人得安息 

林前 14 : 21 節，是引用以賽亞書 28 : 11-12。這裡說到用異邦人的嘴唇和舌頭說

話，就是指方言的意思。方言可使疲乏人得安息、得舒暢。 

用方言禱告，常常會消除我們裡面的軟弱疲乏，使我們甦醒過來，得建造。 

III. 方言的禱告是大有力量的 

有時我們不知道對方發生了什麼事，但聖靈抓住你，用方言那說不出來的嘆息禱

告，這樣代禱是有很大的力量的。 

IV. 方言的禱告有時幫助我們勝過一些肉體的試探和軟弱 

有一位弟兄分享，有的時候試探一來，他的方言就一直出來，就這樣一直禱告，

那個試探就微弱下去，然後就不見了。 

 (8) 說方言和翻方言的恩賜 

聚會豐不豐富，不是看今天有沒有人起來說方言和翻方言。如果整個聚會大家的注意力

都儆醒地在耶穌的身上，主耶穌那麼地喜悅，祂就彰顯祂的同在。當這樣的時候，都不

用說方言和翻方言了。 

說方言和翻方言常常是因為當中有一些人，有特別的傷痛 ; 或正在尋求前面的道路 ; 或

是要說出一些人心中的隱情。神就會藉著這種方式在聚會中說出來。 

如果在會眾裡面起來說方言，就要求能翻出來。有時是賜給你，有時是賜給別人。說方

言和翻方言都是要造就教會，對教會說造就安慰勸勉的話。 

※ 注意 

 說方言和翻方言，很少是用來引導一個人的前途、婚姻或工作。 

翻方言是很神聖的事，因為是以第一人稱 ( 神的位格 ) 在對人說話，所以不可隨

便，不要越過你的信心去說，這樣是很不好的。 

從保羅寫哥林多前書 12、 14 章可以知道，一個人可能有很多的恩賜在他身上，但卻不懂

得如何正確地使用。你有恩賜，但如何使用恩賜仍需教導和指正。 

 

三. 羨慕恩賜的原則 

1. 林前 12 : 31，“你們要切切的求那最大的恩賜，……。” 

 有另外一種翻譯，“ 我現在把一個最妙的、最好的羨慕的方式指示你們，就是用愛來羨

慕” 

就是說，你們因著愛教會，想到有那麼多的肢體軟弱生病，就向主呼求：“主啊 ! 你要

把更多醫病的恩賜賜給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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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最好是為教會求恩賜，而不是為自己求恩賜，因為我們自己的生命可能很幼小，恩

賜在一個幼小的孩子手中，只會傷別人，傷害教會，而且傷害自己。 

例如 : 行法術的西門，看見彼得他們可以醫病趕鬼，就說：“我把銀子給你，你也把恩

賜給我”，彼得說：“你和你的銀子一同滅亡吧 !” 

所以我們的動機很重要。 

有一些人去參加分恩賜的聚會，神的器皿為他按手，所以也有一些恩賜，可是他的生命和

恩賜太不相稱了，以致於反而絆倒很多人。這樣不是在建立基督的身體，反而是在拆毀基

督的身體。 

2. 弗 4 : 9，“既說升上，豈不是先降在地下麼 ” 

 這裡告訴我們說，耶穌祂可以有這樣的權炳，把各樣的恩賜賜下，是因祂先降卑在地

上。所以我們要得著屬靈的恩賜，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需要先謙卑下來。 

 

四. 注意事項 

1. 我們不要追求“屬靈 ”，要追求主自己。屬靈並不是我們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聖經上

所講的屬靈，是指我們是屬於聖靈管理的人。 

2. 不要羨慕說方言，要羨慕得著耶穌。有方言沒有耶穌，就像鳴的鑼，響的鈸一樣。 

3. 不要輕看別人沒有說方言，沒有被聖靈充滿。如果一個人的生命很踏實，一直在靈修、禱

告、在順服、在愛人，服事也忠心，有一天當他知道聖靈充滿的重要和寶貴，一旦起來追

求，會很快而且得著很豐富。所以不要被一些外在的現象所騙；生命的建造是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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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充滿(4)作業 

1. 神賜下恩賜的目的是什麼？聖經哪裡講到聖靈的恩賜？有那些恩賜？ 

2. 職事和恩賜的差別在那裡？ 

3. 怎樣的人比較會有醫病的恩賜？ 

4. 智慧的言語和知識的言語有何分別？ 

5. 什麼是行異能的恩賜？ 

6. 您有求過恩賜嗎？您以前的態度是什麼？這篇信息的教導對您有幫助嗎？羨慕屬靈恩賜的

正確態度是什麼？ 

7. 神賜先知恩賜的目的是什麼？您有主動找先知為您禱告過嗎？這預言對您有什麼影響嗎？ 

8. 從倪柝聲弟兄的見證 ( 主感動他去講道，對方沒感動 ) ，您是否學到什麼功課？ 

9. 先知的靈原是順服                      。不要藐視先知的預言，但要                    ？ 

10. 背聖經：以弗所書 4 : 7-8，以弗所書 4 :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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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充滿 (5)作業 

1. 什麼叫作屬靈？怎樣才是屬靈？哪一些我們認為屬靈的，卻不是屬靈？ 

2. 您羨慕屬靈恩賜嗎？如果您不羨慕，是為什麼？ 

3. 根據聖經，有那些不同的方言？ 

4. 請列舉方言禱告的功效。也請分享一下，您怎麼開始說方言的，以及說方言對您有什麼樣

的幫助。 

5. 聚會中若有人起來翻方言，或說預言，是代表今天聚會比較豐富嗎？或者有其他原因？ 

6. 您遇到困難或抉擇時，您通常去問誰？您是否曾經問先知？ 

7. 有過先知為您預言有關前途、婚姻或工作的引導嗎？您對這樣的預言如何反應？對您的決

定有影響嗎？ 

8. 您認為沒有方言的攔阻是什麼？您如果沒有方言，您認為要怎樣做才能突破這個障礙？ 

9. 背聖經：以弗所書 4 : 1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