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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24日 安息日下午

聖靈和聖靈的恩賜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林前12：4－7，11；弗4：7；林前12：14－31；羅12：3－8；約一4：1－3。

存心節
「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卻是一位。職事也有分別，主卻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別，上帝卻
是一位，在眾人裏面運行一切的事。」（林前12：4－6）

有一個人要出差一段時間，於是留他的兒子在家管理家務，並交付一項
特別的任務。但是這個兒子很快就發現，他父親並沒有提供他完成任務
所必需的方法和工具。很受挫，這個兒子只好放著不動。
同樣的，當耶穌離開祂的門徒，回到天家與父團聚時，祂交給他們一項
特別的任務：向世界傳揚福音的好消息。但是耶穌並未讓門徒們空著
手，祂使門徒們有能力去行祂所吩咐的事，這乃是奉祂的名，並藉著聖
靈的大能和幫助。在林前1：4－7保羅感謝，「因上帝在基督耶穌裏所
賜給你們的恩惠；又因你們在他裏面凡事富足……以致你們在恩賜上沒
有一樣不及人的」。屬靈的恩賜是在基督裏藉著聖靈所賜予的，以建造
祂的教會。
本週我們將研讀聖靈做為上帝非凡恩賜的最高賜予者，並檢視聖靈的果
子，和聖靈的恩賜之間的差異。

■研究本週學課，為2月25日安息日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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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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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的果子和聖靈的恩賜】
聖靈的果子和聖靈的恩賜都來自於
同一位聖靈，然而它們卻不盡相
同。沒有人需要體現聖靈的恩賜，
但每個人卻都應體現聖靈的果子。
聖靈的恩賜並不一定能證明靈性，
但聖靈的果子卻能。儘管只有一個
果子，但卻有多種恩賜，且有些恩
賜大過於其他恩賜。
閱讀林前12：4－7，11。保羅在此教
導的精髓是什麼？

儘管聖靈果子的各個層面，都是上
帝計畫在祂跟隨者的生活中得以看
見的，然而並非每位信徒都有相同
的恩賜。並沒有一道命令說，所有
人都應具有一項特定的恩賜，比方
說方言的恩賜。然而上帝依著祂所
認為恰當的，按著自己的意思賦予
祂的信徒不同的恩賜。聖靈恩賜的
賜予，乃是要我們能夠服事他人，
並建造基督的身體，也就是祂的教
會。這些恩賜並非是為我們自己的
快樂和榮耀而賜下，它們是為了推
進上帝的事工而授予的。
因此，若是沒有聖靈的果子，屬靈
的恩賜將毫無用處。有趣的是在
屬靈恩賜的前後文中，愛經常被
提及。緊接著林前12章，便是第13

章對愛的最高描述。弗4：11－13
之後的15和16節便提及愛。在提到
聖靈恩賜的羅12：3－8中，接著後
面兩節便談到愛（參閱羅 12 ： 9 －
10）。
畢竟，恩賜乃是恩典的禮物，也就
是說，它們是愛的禮物。恩賜是因
著愛而賜予，並在與他人接觸時，
將上帝的愛分賜給人。藉著關愛他
人，我們對他們顯露了上帝的愛。
慈愛又全知的上帝提供了方法，好
完成祂所吩咐祂的子民當做的事。
或許這就是為何愛是最大的恩賜
（林前13：13）。
做為基督徒，為何在我們所做的一切
事上，愛是那麼的重要呢？愛如何在
某種意義上，使我們能夠做見證？

星期一

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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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是聖靈恩賜的至高賜予者】
我們無法決定要得到那些恩賜。聖
靈恩賜的希臘字是charismata－它們
是上帝親自所分賜的恩典的禮物，
我們不是靠著我們的身分、地位、
名譽、教育、或是屬靈的表現來賺
取這些恩賜。它們乃是因著愛而自
由贈予的禮物，好使我們能實踐上
帝所分派我們去完成的任務。
閱讀弗4：7。我們通常認為是聖靈授
予我們屬靈恩賜，使徒保羅也提到耶
穌和贈予恩賜之間的關聯。耶穌是如
何參與恩賜的贈予呢？

保羅說基督的恩典確保了贈予我們
恩賜的權利，但卻是聖靈將它們分
賜給教會的信徒。凡已接受耶穌基
督為個人救主，並相信祂的人，
都將由聖靈「隨己意」（林前12：
11）賜下屬靈恩賜。這些恩賜的授
予乃是上帝至高的決定。
與生俱來的能力並不是屬靈恩賜，
屬靈恩賜不同於天賦，這些天賦可
能是藉由密集的教育所養成的。許
多非基督徒都具有特別的天賦，儘
管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
賜都是從上帝來的（雅1：17），
上帝已定意要用特別的恩賜裝備祂
的信徒，為要造福其他基督徒的人

生，並且建立祂的教會。若是一個
人承認即便天賦也是從上帝而來，
並且用禱告和順服的態度，將此天
賦獻上做主的工，那麼上帝也能使
用他的天賦來達成這個目的。
在林前12：14－31，保羅告訴我們
哪些關於分贈恩賜的事呢？對於了解
屬靈恩賜在教會是如何運作的，為何
這個觀點那麼重要呢？

是聖靈按著祂的智慧和意思來分贈
恩賜，因為祂愛我們，並且知道我
們如何才能最有效的事奉祂，因此
我們無須羨慕他人的恩賜。羨慕他
人的恩賜，顯示出對上帝不知感
恩，也顯示出懷疑祂分贈恩賜的智
慧。
上帝給予你教會的教友們哪些恩賜
呢？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賜這項事
實中，你能得到什麼信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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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恩賜的目的】
閱讀羅12：3－8和弗4：8－12。上
帝賜予我們屬靈恩賜的目的是什麼
呢？

屬靈恩賜很清楚的是為了服事而賜
予的，不是為了使我們成聖。它們
不是為要滿足我們好奇心的神奇把
戲，也不是為了打發無聊而賜下
的。通常我們會認為聖靈的恩賜，
能填補我們屬靈的需要，或是能使
我們有能力與上帝同行。其結果便
造成對聖靈恩賜的觀點，是較偏向
以基督徒為中心，而不是以基督為
中心的。這使得我們將焦點放在我
們自己身上，多過於放在上帝的身
上。當我們恢復以上帝為中心的觀
點，來看待屬靈恩賜時，我們便會
了解上帝所給的恩賜，滿足了多項
神聖的目的：它們的賜下，是為要
促進教會的合一，並建立教會（弗
4：12－16）。它們的賜下，是為
要使教會繼續進行神所託付的事工
（弗4：11－12）。它們的賜下，
最終是為要榮耀上帝（彼前4：
10－11）。
這就是為什麼恩賜的給予絕不是
為了取悅我們，而是為要教化他
人（彼前 4 ： 10 ；林前 14 ： 12 ，
26）。它們的賜下，是為要將屬靈

的益處和教化帶給整個教會。上帝
的恩賜原是為要促進教會的合一，
但若被誤用，使得只有一些特定人
士被抬舉時，那便是個悲劇了。當
此情況產生時，某些個體將得到過
高的聲望，如此反而促成了不合
一，並製造了分歧的機會。
我們很容易認為屬靈的恩賜，僅侷
限於我們領受的才能和天賦。儘管
天賦和屬靈恩賜是相關的，但我們
應當記得，當聖靈授予一項屬靈恩
賜時，一定也會給予一項特定的任
務或事工，是需要使用這項恩賜的
（彼前4：10）。因此，我們可說
屬靈的恩賜，是上帝藉著聖靈，以
超自然的方式所賜予的某些能力。
這些恩賜使人適於從事一項特別的
事奉，這事奉是能建造教會的。為
要達成此一目標，多樣的恩賜是需
要的。
你為何認為恩賜的一項主要目的，
是為了使教會合一呢？擁有不同恩
賜的信徒，如何能著眼於教會的合
一呢？需要具備什麼條件，才能使
教會中不同的恩賜成為一種祝福，
而非成為分歧的根源呢？

星期三

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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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與現在的恩賜】
閱讀林前14：1，並比較與林前12：
7－11，27－31；羅12：3－8和弗
4：11－12所列的差異。那些恩賜是
只有賜給新約時代的信徒嗎？為什麼
今日我們仍能得到恩賜呢？

有一些基督徒認為，在新約中提到
的屬靈恩賜，是只局限在耶穌和使
徒時代的。他們主張，當第一批使
徒離世後，這些特殊的屬靈恩賜，
就已不復存在於教會了。為要支持
這樣的觀點，他們引用使徒保羅在
林前13：10所說的，「等那完全的
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
是的，屬靈恩賜將會有終止的時
候，但它們是只有在那完全的來到
時，才會終止。也就是說，是在我
們不再如同用深色眼鏡觀看，而是
在耶穌復臨、面對面見主的時候。
《聖經》告訴我們，屬靈恩賜的
賜予，是為要建造教會（林前12：
28）。保羅力勸信徒們要「切慕屬
靈的恩賜」（林前 14 ： 1 ）。這些
恩賜對於教會的健康是必須的，在
缺乏任何《聖經》依據指出上帝已
廢止它們的前提下，我們必須假設
上帝希望保留這些恩賜，直到教會
完成使命，基督再來的時候。
在末時，將有遠超過最初開始之時

的大能和力量，來完成上帝的工
作。只要教會是蒙召為基督復臨而
預備世人的，上帝絕不會讓教友們
孤立無援的完成他們的使命。但這
些恩賜是絕不會取代《聖經》的，
也不會佔有《聖經》的地位。相反
的，它們應驗了《聖經》的應許，
為要裝備信徒，好使他們能夠建造
基督的身體，並為耶穌即將復臨來
預備世人。
閱讀弗4：11－13，特別是13節說：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
一，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
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關於教
會當前對恩賜的需要，這段經文告訴
我們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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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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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與辨別的恩賜】
閱讀林前12：10，14：29和約一4：
1－3。為何辨別的恩賜很重要呢？

儘管在教會中存在著真正的屬靈恩
賜，但《聖經》也警告我們，一切
的靈不可都信，總要試驗它們是否
與《聖經》相符，是否一致，以及
是否尊耶穌為主。「辨別諸靈」
（林前12：10）是必須的，因為並
非所有貌似從上帝而來的恩賜，都
是真正從上帝而來的。《聖經》警
告我們，會有從魔鬼來的能力，是
試圖將教會引入歧途的。也有純正
聖靈恩賜的邪惡仿冒品，例如錯誤
的教導、假預言、捏造的異象、假
冒的方言、神祕的醫治能力、誤導
人的神蹟奇事等等。
然而，有些人即便接受在今日屬靈
恩賜是確實存在的，但他們會特別
強調某些屬靈恩賜的重要性，並莫
名的凸顯特殊的神蹟奇事。有趣的
是在保羅提及「行異能」和「做先
知」之後，緊接著他列出辨別的恩
賜，然後才提方言的恩賜（林前
12：10）。
為要保存教會常在真理與合一之
中，並確保教友們不致跟從假先
知，或被偽造的神蹟奇事所欺騙，

因此上帝賜教會辨別的恩賜。對
《聖經》的熟識度、知識，以及不
論在信心或行為上，對上帝話語的
忠誠，都是做出正確評估所需的條
件。然而，一切辨別的基礎，都必
須以上帝的話為主。唯有以上帝的
話語凡事查驗，我們才能確保是否
我們所見所聞真是從主而來，或是
來自於別處。
「人若以神蹟奇事做為試驗他信心
的依據，會發現撒旦能以欺騙的形
式，施行如同真實神蹟的奇妙之
事。……切勿虛度任何光陰，或錯
失寶貴良機，全心全意的來尋求
主。倘若我們不是用愛領受真理，
那我們就可能置身於眼見撒旦在這
末時所假造的神蹟，並相信那些神
蹟的行列中了。有許多看似奇妙神
蹟的稀奇之事將要發生，這些應
被視為說謊之父所揑造的騙人把
戲。……受邪靈所影響的人將要施
行神蹟。」― 懷愛倫著，《信
息選粹》，第二卷，原文第52－53
頁。

星期五

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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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資料
閱讀懷愛倫著，《善惡之爭》原文
第511－517頁，第593－602頁。
有人問說：「為何如今我們沒看到
在《聖經》時代同樣的神蹟，例如
神蹟的醫治呢？」首先，我們的確
聽過關於神蹟的故事，當然也有人
是親眼看見神蹟的。再者，當我們
讀《聖經》時，我們得知神蹟在當
時是不斷發生的。然而唯有因著聖
靈感動了《聖經》作者，寫下關於
建立早期教會時期的重要事件，而
這些事件通常包含了神蹟，我們才
得以知曉當時情形。我們可以想
像，在大多數時候，多數的情況
中，當時所發生的事和今日是相同
的：人們接受上帝話語的教導，然
後對聖靈產生回應。最後，懷愛倫
寫道：「基督的方法是教導上帝的
話，然後以醫治的神蹟減輕痛苦。
然而我蒙指示，我們如今不能採用
這樣的方法，因為撒旦會藉著施行
神蹟來展現牠的能力。今日上帝的
僕人不能藉著神蹟做工，因為那些
宣稱是出自於神、但實為偽造的醫
治工作將要出現。因此主已指示一
種方法，是祂的子民得以用來進行
醫治身體的工作，並結合對祂話語
的教導。療養院應被建立，這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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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應聘用能實行真正的醫藥佈道工
作之工人。如此，來到療養院接受
治療的人們便得到保障。」―懷
愛倫著，《信息選粹》，第二卷，
原文第54頁。

討論問題
1 聖靈的果子和聖靈的恩賜之間有何
不同？
2明白恩賜乃是一位慈愛有智慧的上
帝所賜予的，這如何能夠幫助我們欣
賞教會中多樣的恩賜呢？
3 為何神蹟的醫治和奇事本身，不是
決定真理的可靠指南呢？除此之外我
們還需要什麼？
4 「我憑著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
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照
著上帝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
合乎中道」（羅12：3）。這裏給了我
們什麼重要的勸誡呢？我們應當如何
適度看待我們自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