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聖靈的恩賜 — 靈恩，分三講詳細的看…

大眾系統神學
聖靈論

第四五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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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講概論，從 使徒行傳 到 彼得前書，七處有關經文



最清楚的是 林前十二、十三、十四，後兩講再詳細看
徒十45 那些奉割禮和彼得同來的信徒，

見聖靈的恩賜也澆在外邦人身上，就都希奇。
這外邦人就是哥尼流，義大利軍官，
聽彼得佈道的時候，領受聖靈的恩賜
講起方言來，跟 徒二 一樣 —
聖靈的恩賜使外邦人也講起方言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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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11 因為我切切的想見你們，要把些
羅一11
因為我切切的想見你們 要把些

屬靈的恩賜分給你們，使你們可以堅固。
請按

開始播放

聖經有四次 —
羅馬書十二章、林前十二章 (兩次)、以弗所書四章

列出各樣的恩賜，不是全部恩賜，而是舉例說明。
第一個恩賜的排列表…
羅十二6-8 按我們所得的恩賜各有不同
羅十
按我們所得的恩賜各有不同。

或說預言，就當照著信心的程度說預言，
或作執事，就當專一執事；
 或作教導的，就當專一教導；
 或作勸化的，就當專一勸化；
 施捨的就當誠實；
 治理的就當殷勤；
 憐憫人的就當甘心。
憐憫人
當



恩賜各有不同…七樣的恩賜，
恩賜各有不同
七樣的恩賜
不是全部的恩賜，是非常重要的七樣。

比較廣義的，保羅服事領受神給的恩賜，要跟他們分享。

說預言放在最前面，
 不一定是指著一個人，講他關於未來要發生的事情
定是 著
講 關 未來 發
事情
 說預言也就是做先知講道，
說神要他說的話就是說預言
 執事，如果教會行政、總務這些雜務沒有做好，
教會會亂的、會影響到傳道的工作


做執事專一執事、做教導的專一教導、做勸化的專一勸化，
談到另外一個重點 — 神給我們恩賜，我們要專心，
 不要因為自己恩賜很多、很強，就什麼都幹，
不要因為自 恩賜很多 很強 就什麼都幹
時間有限、力量有限、生命有限，
不可能什麼都幹 反而做不好
不可能什麼都幹，反而做不好
 在主要恩賜上專一的做，其他的配搭就好，
應該多數的時間
應該多數的時間，
專一按照神給我們的恩賜來服事

勸化就是輔導，「讓對方自己可以明白過來」比較重要
 施捨，如果有憐憫的心，對方不只得到了救濟、
施捨 如果有憐憫的心 對方不 得到 救濟
也得到了安慰，誠實就這個意思 —
 不是表演給人家看，有憐憫、愛他的心
 他得到經濟上的幫助，也得到因愛他而給他的安慰
 憐憫人的就當甘心，施捨跟憐憫不一樣 —
施捨比較是物質上的幫助，憐憫意思比較廣，
人的痛苦不只是經濟上的，心靈上需要關心、安慰，
 心不甘情不願，人家得不到、感受不到安慰
 不只是責任感去看他，而是帶著愛、帶著憐憫的心，
很甘心的、願意被神使用，代表神去關心人家


這七樣卻是很廣的，每一個基督徒仔細看 —
這七樣自己最少有 樣，有人還有兩三樣，
這七樣自己最少有一樣，有人還有兩三樣，
但不要忘記保羅提醒我們要專心。



牧師，以弗所書 所講的牧師是比較狹義的，
 就是照顧已經信的人、照顧羊群的
就是照顧已經信的人 照顧羊群的
 把傳福音的擺前面，羊先生下來，
信主的基督徒由牧者來繼續跟進、照顧


教師是有系統的 課 課的來教導，
教師是有系統的一課一課的來教導，
跟做先知講道不太一樣 —
 做先知講道要好好研判
當時神對這些聽眾所要講的信息
 教師把神的道做好整理，一課一課的教

恩賜的目的 —
 成全聖徒，讓我們的生命被成全
 我們有恩賜，可以盡我們不同的職份，
我們有恩賜 可以盡我們不同的職份
基督的身體就是教會，就被建立起來了

弗四11-13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

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有傳福音的
有牧師 教師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五樣聖靈的恩賜是這五種頭銜 —
 使徒
使徒，是建立教會的
是建立教會的


先知，代表新約跟舊約，為什麼先講使徒？
新約是更美之約、更清楚、更權威的、
新約是更美之約
更清楚 更權威的
是舊約的應驗，所以把使徒放在前面
 新約也有少數提到幾次先知
使徒跟先知都專一神的啟示、神的心意傳達出來




傳福音的，就是佈道者，以傳福音為
主要的服事，每個基督徒都要傳福音，
有人特別有這方面的恩賜

提後一6-7 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

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恩賜
恩賜有可能是突然就得到了，
也可能是慢慢挖掘鍛練出來的，
也就是在服事的過程神漸漸就給了。
要常常去挑旺，不好好的去使用也會退化。
來二4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蹟奇事和百般的異能，

並聖靈的恩賜 同他們作見證
並聖靈的恩賜，同他們作見證。
恩賜讓我們去傳福音時如虎添翼 —
 傳的道如果有各樣的恩賜陪伴著作見證，
的確是更有效
 聖靈的恩賜讓我們的見證產生更強的效果

彼前四10-11 恩賜的目的、服事的態度…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
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神給我們、我們好好運用
若有講道的，要按著神的聖言講；
按聖經的啟示好好講，
不要發揮一大堆個人的看法
若有服事人的，要按著神所賜的力量服事，
得到恩賜以後，服事的態度
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穌基督得榮耀。
發揮恩賜目的讓神得榮耀，
不是要來讓自己得榮耀

4. 建造教會：讓教會的事工，藉著恩賜就被建造起來。
林前十四12 既是切慕屬靈的恩賜，

就當求多得造就教會的恩賜。
不只是用磚頭、鋼筋水泥來蓋教堂
 更重要是按神給我們不同的恩賜 —
基督徒被建造起來，
成為神所喜愛的 建全的教會
成為神所喜愛的、建全的教會


5. 證明救恩：
來二4b 聖靈的恩賜，同他們作見證。
可十六20 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
主和他們
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道。
神蹟隨著
實 傳的道
當然也是聖靈的恩賜，
當然也是聖靈的恩賜
讓神的道得到進一步的印證，讓人更容易明白救恩。

歸納 — 恩賜的目的
1. 彼此服事：
有服事的心很好，如果沒有恩賜 —
心有餘力不足，也很遺憾
 神讓我們不但有愛心願意去服事，
而且得到聖靈的恩賜，有力量去服事


2 使人得益處：有恩賜可以去服事人，讓人得到益處
2.
3. 成全聖徒
成全聖徒：
弗四11-13 神賜下使徒、先知、傳福音的、

牧師、教師，就成全聖徒。
牧師
教師，就成全聖徒
我們就被成全了 —
成為成熟、穩固的基督徒

歸納 — 恩賜的獲得與操練 羅十二1-8
1. 前言 — 要獻上自己
1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
所
弟 們 我 神的慈悲勸你們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十一36a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

奉獻也是 個歸還
奉獻也是一個歸還
33 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

神的救恩是深奧、奇妙、豐富、超過能想像，
這樣奇妙的愛、救恩已經臨到，就應該獻上
追求恩賜的時候，
 要先把自己獻上、給神用
要先把自己獻上 給神用
 不是我追求恩賜、來表現我多麼有本事

2. 要更新自己

4. 在配搭中發現自己的恩賜

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消極 —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常跟神的旨意相違背，
隨波逐流，不但沒有更新而是變壞了
 積極 — 要查驗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
就不斷的更新、不斷的變化了


3. 不要自視過高
3 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看得合乎中道。
當
合 中道

中道就是看得準確，求神讓我們看得準、
中道就是看得準確
求神讓我們看得準
不要高估自己，驕傲的人神是不能用的！

5. 在專心服事中肯定自己的恩賜
6-8 或說預言，就當照著信心的程度說預言；

就是講道，信仰到什麼程度
就是講道
信仰到什麼程度
就講到什麼程度，不懂的不要講
或作 事
或作執事，就當專一執事；
當專
事
或作教導的，就當專一教導；
或作勸化的，就當專一勸化；
施捨的，就當誠實；
治理的，就當殷勤；
憐憫人的，就當甘心。
一而再再而三告訴我們要專一、…
即使再有本事，也不可能什麼都做。

4-5 正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

肢體也不都是一樣的用處。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成為一身，
互相聯絡作肢體 也是如此
互相聯絡作肢體，也是如此。
不同的恩賜是像一個身體不同的器官，
不同的恩賜是像
個身體不同的器官
彼此互相肯定、互相配搭、互相支持，
 在配搭中就會發現自己的恩賜
 教會有各樣的需要，
按神的感動去參與 去配搭
按神的感動去參與、去配搭，
在這過程就會
漸漸的發現自己的恩賜

有一個老牧師，主日早上開著福音車去載小朋友，
然後教 童
然後教兒童主日學、又上台講道，需要這樣嗎？
學
台講道 需要這樣嗎
 主日早上你是講員，專心講道就好了，…
不需要東摸摸西摸摸什麼都幹，幹不好的！
 每方面都很有恩賜，也不可能幹的好，時間有限
唐崇榮牧師是很有恩賜的，
可是也不可能把每一件事都去做的很深入
每 件事
—
 在台上滿嚴厲的，對真理的原則很講究、不可以馬虎
 私下非常親切，有關心人、關懷人牧者的心腸，
私下非常親
有關
關懷 牧者的 腸
可是並沒有足夠的時間來關懷這麼多的羊群
所以即使他有這個恩賜
所以即使他有這個恩賜，
也沒辦法把好幾個恩賜同時做出來
我們要專心，專心的時候，那個恩賜就被進一步的肯定、
我們要專心，專心的時候，那個恩賜就被進
步的肯定、
進一步的鍛練，就更老練了、更有好的效果。

6. 要挑旺
提後一6 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

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提前四14 你不要輕忽所得的恩賜，就是從前
你 要輕忽 得的恩
就是從前

藉著預言、在眾長老按手的時候賜給你的。
按手就得著這是突然，有時恩賜的獲得是很快 —
神
神動用了僕人為我們按手，我們突然可以得到恩賜。
僕人
們
到
 突然有這個恩賜，不表示永遠都可以很厲害，
果沒有好好去使用
可能退
如果沒有好好去使用，也可能退化
 所以保羅說要挑旺 —
向神求恩賜 神給我們恩賜
向神求恩賜、神給我們恩賜，
就常常存著熱心、愛心、
強烈的負擔好好去使用
強烈的負擔好好去使用，
這就是挑旺，恩賜就會越來越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