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课 

神希望你认识他的恩赐 

 

通过第一课的学习，我们认识到神为每个信徒都预备了属灵

恩赐，也了解到，神期望每个信徒都能忠实地运用恩赐，同时信

徒要藉着爱，才能显现出恩赐的意义。现在，你要学习有关恩赐

本身的一些知识。 

本课将帮助你了解恩赐。你会看到，认识神的恩赐对信徒很

重要，此外你还将逐渐了解几种类型的属灵恩赐，以及它们和教

会的关系。 

本课令人振奋的一个特点是，它能够帮助你认识神为你预备

的恩赐。你一旦认识到自己的属灵恩赐，就可以开始对其加以培

养，让其显现出更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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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大纲 

知识的重要性 
知识产生信心 
知识掌管信心 
知识决定经历 

恩赐的分类 
事奉的恩赐 
其他事奉的恩赐 
圣灵的超自然恩赐 

学习目的 

当你学完本课时，应该能够： 

 解释有关属灵恩赐的知识的重要性。 
 对属灵恩赐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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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领 

1. 阅读课文，把你认为特别重要的词句用下画线标出来。 
2. 继续背诵哥林多前书 13章，大声背出前两节经文，然后背

熟三和四节。 
3. 另备一个笔记本，把三类属灵恩赐列成一个表，在学习进程

中，把其中出现的恩赐都填在表中。 
4. 查阅你不懂的词汇。 
5. 完成课文每个小节后的习题，从而测试你自己的学习进度。 
6. 完成本课后的自测题，核对答案。如果有做错的，要复习课
文，确保自己掌握了正确答案。 

关键词 

根基  掌管  超自然的 

课文进程 

知识的重要性 
目的 1、 用一小段文字描述为什么认识属灵恩赐对信徒很重要。 

知识产生信心 

信心是一切属灵恩赐及其运用的核心之所在。既然恩赐是属

灵的，也就是说，恩赐来自圣灵，那么信心就必不可少。信心使

我们成为信徒。信心也使我们藉着恩赐成为有用的信徒。 

 

 
圣经知识    信心        属灵恩赐

 28



人怎样才能获得信心呢？答案既简单又肯定。信心来自圣经

知识。因此，信心的建立，来自对这些属灵恩赐的认识。保罗清

楚地阐述了这一点，他写道，“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
（罗马书 10：14）通过听福音信息，获得知识；一旦获得知识，
就有可能建立信心。 

想想以弗所的门徒。当保罗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问道：

“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使徒行传 19：2）他们回答
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使徒行传 19：2）因
为他们没有听到过，所以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所以无法相信。 

 

接下来，保罗开始教导他们。以弗所信徒透过保罗的教导获

得了知识，而一旦有了知识，就从他们的内心生发出信心来。因

此，我们知道，对属灵恩赐的了解，是以信心接受和认识属灵恩

赐，并有效运用这些恩赐的第一步。除非我们认识了属灵恩赐，

否则它们不会像神所预定的那样，在我们的生活和事奉中发挥作

用。 

1 阅读哥林多前书 12：1；14：36；使徒行传 19：1-7；罗马书
12：6。填充句子。 
a) 一切属灵恩赐的核心是____________。 
b) 信心来自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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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据以上学习，我们需要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有关
____________的知识。 

知识掌管信心 

知识不仅产生信心，还掌管信心。我们所说的掌管，是指知

识给信心指引方向，并限制信心。根据这个原因，知识要尽可能

地全面和纯正，这非常重要。反之，不全面或不纯正的知识，所

建立的信心根基就不全面、不纯正。根基是事物的站立之处。信

心没有正确的知识根基，就像房子被建立在没有修建好的地基上

一样。 

例如，很多信徒从别人的教导中得知，说方言的恩赐不是给

我们这个时代的恩赐。显然，他们得到的这个教导不纯正，因而

他们也就缺乏信心去接受这个恩赐。 

即使他们知道自己所认为的事实不属灵，也只能相信自己所

知道的。他们的信心无法带他们超越自己的知识。除非他们的知

识根基正确，否则这些信徒终其一生，都不会相信方言的恩赐是

给他们的。因此，我们对属灵恩赐全面而纯正的认识非常重要。 

2 阅读约翰福音 8：30-32。选出正确的句子。 
a) 知识掌管信心。 
b) 正确的知识并不重要。 
c) 信心带领我们超越我们的知识。 

知识决定经历 

既然知识生成并掌管我们的信心，那么知识也会影响我们的

经历。这里我们要记住一个顺序：1）知识，2）信心，3）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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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我们认识属灵恩赐，否则无法藉信心相信。除非我们相信属

灵恩赐，否则他们不可能按神的旨意，成为我们经历的一部份。 

 
知识  信心 经历 

 

复习使徒行传 19章中保罗在以弗所的经历。我们已经注意
到，因为那些以弗所人不知道圣灵，所以他们无法相信他。现在，

我们又注意到，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没信心，结果致使自己缺

少了神定意要赐给他们的经历。当保罗了解到他们不认识圣灵的

时候，就开始教导他们。他教给他们新知识。此后，以前他们不

信的，现在都能相信了。同时，当他们的信心作用于新知识时，

他们就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经历。要追溯他们的新经历，可以从他

们接受保罗所教导的新知识开始。 

这些都帮助我们明白到，认识属灵恩赐是何等重要。除非我

们知道，否则我们的经历就会受到局限。 

让我们对此再多一些讨论。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时，说他

们有圣灵的恩赐。“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

全备。正如我为基督作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

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哥林多前书 1:5-7）从这段经文，
可以看出哥林多人认识这些属灵恩赐，而且很多人都拥有它们。

然而认识，甚至拥有属灵恩赐都还不够。他们还要懂得如何运用。

“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哥林多前

书 12:1）。 

认识有关这些恩赐的真理，会让我们在运用它们的过程中，

获得更丰盛的经历。这就是我们要尽可能认识属灵恩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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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填充句子。 
a) 接受属灵恩赐的正确顺序是知识，______和_______。 
b) 信心是由____________生成和掌管。 
c) 认识有关属灵恩赐的真理，会让我们获得更丰盛的___。 

恩赐的分类 
目的 2、 列出每个类别中的属灵恩赐。 
目的 3、 区分事奉的恩赐，其他事奉的恩赐，以及圣灵的超自然

恩赐。 

 

事奉的恩赐 

圣经并没有将属灵恩赐明确的加以分类。有时，某个恩赐会

跨越两个类别。这种情形似乎表示各个属灵恩赐是密切相关的。

然而，为了达到我们的学习目的，我们将把恩赐分成三类。每一

类都有其各自的组成部分。某一类中的恩赐，可能和另一类中的

恩赐重叠、或几乎相同。我们无须受这种情况的困扰，因为一切

恩赐都从神而来，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和

荣耀神。 

第一类中的恩赐，主要与我们在基督身体里的最高责任有

关。保罗在以弗所书中对其进行了说明，“我们各人蒙恩，都是

照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

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以弗所书 4:7-8，11）。 

因此，我们把以下恩赐列于事奉的恩赐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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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使徒 
 2. 先知 
 3. 传福音的 
 4. 牧师 
 5. 教师 

有些学者告诉我们，牧师和教师应该算成一个单一的事奉恩

赐，即教师、牧师。我们将在下面的课文中，学习更多这方面的

知识。 

我们还将在以后的课文中，深入学习如何运用各个恩赐。不

过，现在要先了解一下，所有这些事奉恩赐的一般目的。保罗在

以弗所书 4：12为我们说明了这一点，“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
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4 阅读哥林多前书 12：27-30。选出正确的答案。 
a) 圣经对每一种属灵恩赐都给予了明确的分类。 
b) 所有属灵恩赐，看上去都密切相关。 
c) 某一类中的一个恩赐，可能和另一类中的一个恩赐很相
似。 

d) 并非一切属灵恩赐都是从神而来。 
e) 事奉的恩赐是指说方言、信心和行神迹。 
f) 牧师和教师也可以合并成教师、牧师。 

其他事奉的恩赐 

接下来，我们要学的是三个属灵恩赐类别中的其他事奉的恩

赐。在继续了解这一类中的具体恩赐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

三类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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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奉的恩赐 
2. 其他事奉的恩赐 
3. 圣灵的超自然恩赐 

罗马书 12章和哥林多前书 12章，列出了所有其他事奉的恩
赐。这些恩赐，可能不像事奉的恩赐或某些圣灵的超自然恩赐那

么容易辨认。但这并不表示它们不重要。它们总能满足教会身体

的某个具体需要。想想你的心脏。它很小，看不见，不会说话。

但这表示它不重要吗？当然不是。没有它，你的手、脚、头和身

上的其它部位，都无法各尽其职。 

最小的肢体也有其重要的功用。它的正常运转能让全身受

益。我们可能看得见它，也可能看不见它。但这不是决定它是否

重要的因素。决定它重要性的是，它履行了自己在这个身体上所

承担的责任。少了它，身体可能会患病、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

对于其他事奉的恩赐和信徒的所有肢体而言，道理是一样的。 

在我们称之为其他事奉恩赐的一类中包括： 
1. 执事 
2. 教导 
3. 劝化 
4. 施舍 
5. 治理 
6. 怜悯人 
7. 帮助人 

5 阅读罗马书 12：6-13；哥林多前书 12：28；12：22-25。填
充以下句子。 
a) 三类恩赐分别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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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决定恩赐重要性的因素是，它履行了赋予它的_____。 
c) 其他事奉的恩赐中的三个恩赐是__________________。 

6 我们归类给其他事奉恩赐中的恩赐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们 
a) 浅显易懂。 
b) 各自都有需要承担的责任。 
c) 很容易被当作是重要的事奉恩赐。 

圣灵的超自然恩赐 

一切属灵恩赐都是从神而来的。有一类恩赐被称为圣灵的超

自然恩赐。这些恩赐都具有某种特殊程度的超自然性。“超自然”

一词由两个部分组成：1）超，意思是“超越，在⋯⋯之上”，2）
自然，意思是“遵照一般自然规律”。它与属灵世界或与神有关。

因此，当我们说圣灵的恩赐是超自然的时候，意思是它们源于神，

它们的能力来自神。 

例如，说方言的恩赐。我们的经验和观察力会告诉我们，某

人具有掌握一种语言的能力。但我们不会要求他说一种不曾学过

的语言。然而当一个人被赋予说方言的恩赐时，他就能说他从未

学过的语言。因此，我们说他的恩赐是超自然的。他能用一种从

神而来的特殊才能和能力说话。 

圣灵的超自然恩赐都是超自然的。也就是说，靠人的方法是

办不到的。人类没有任何能力复制它们。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

么才能是人类的。一切才能都来自神，而超自然恩赐是超越一般

才能的特殊恩赐。属于圣灵的超自然恩赐的有： 

1. 智慧的言语 6. 说预言 

2. 知识的言语 7. 辨别诸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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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心 8. 说各样的方言 

4. 医病的恩赐 9. 翻方言 

5. 行异能  

7 根据哥林多前书 12章，一切属灵恩赐都是谁赐予的？ 
a）信徒。 
b）神。 
c）教师。 
d）使徒。 

8 根据我们的学习，“超自然”一词的意思是 
a）人的才干。 
b）我们学到的。 
c）超越一般自然规律的。 

9 说一种未知的属天语言的能力 
a）来自神，为了某一特定目的赐给人的。 
b）来自人的能力。 
c）通过掌握某种自然律获得的。 

10 选出下列正确的句子。 
a) 事奉的恩赐和其他事奉恩赐，略异于圣灵的超自然恩
赐。 

b) 其他事奉的恩赐不重要。 
c) 所有属灵恩赐对我们都很重要，因为它们在基督的身体
上都有各自的职责。 

11 以下列举了一些属灵恩赐。如果该恩赐属于事奉恩赐，请在
其前面的空格里填写M，如果是其他事奉恩赐，请填写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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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圣灵的超自然恩赐，填写 S。 

___a先知 ___f帮助人 

___b牧师 ___g使徒 

___c说方言 ___h医病的恩赐 

___d施舍 ___i教师 

___e信心 ___j劝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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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题 

简答题。在空白处填写恰当的词句，对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 

1 关于属灵恩赐，本课讲到了你应该了解的三个原则，是哪三
个？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知识对于属灵恩赐的运用有三方面的作用，说出这三个方面。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列出五个事奉的恩赐并把提到它们的参考经文写出来。 
a） ___________________  e） _______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________  d） ____________________ 
c） 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经文 ____________ 

4 列出四种其他事奉的恩赐。 
a） ___________________  c） _______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________  d） ____________________ 

5 不看圣经，列出九个圣灵的超自然恩赐。 
a） ___________________  f） _______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________  g） ____________________ 
c） ___________________  h） ____________________ 
d） ___________________  i） ____________________   
e）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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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默写哥林多前书 13：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选择题：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选出正确的答案。 

7 有关属灵恩赐的纯正知识很重要，因为它 
a）使我们能回答有关这些恩赐的问题。 
b）为信心奠定了坚固的根基。 
c）帮助我们说出恩赐。 

8 信心是由_______产生的。 
a）爱。 
b）知识。 
c）才能。 

9 以弗所人还没有受圣灵的洗，因为 
a）他们不想要。 
b）圣灵的洗不是给他们的。 
c）他们不知道这事。 

 

继续学习第三课之前，请务必完成一单元的学业报告，并

把答案寄给你的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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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1 a） 信心     b）圣经知识     c）属灵恩赐 

6 b）各自都有需要承担的责任。 

2 a） 正确     b）错误         c）错误 

7 b）神 

3 a） 信心，经验     b）知识     c）经验 

8 c）超越一般自然规律的。 

4 a） 错    b）正确   c）正确    d）错误 
 e） 错误  f）正确 

9 a）来自神，为了某一特定目的赐给人的。 

5 a） 事奉的恩赐，一般服侍的恩赐，圣灵的超自然恩赐 
 b） 责任 
 c） 劝化，治理，施舍，怜悯人，爱人，帮助人（以上任写
三项即可）。 

10 a） 正确      b）错误    c）正确 

11 a）S    b）M    c） S     d）OM     e）S 

 f）OM  g）M    h） S     i）M       j）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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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元 

认识事奉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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