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年二月六日生命河靈糧堂裝備課程 

認識聖靈 

 

9:30-11:00 第一講 聖靈的神格與位格(聖靈與我) 

11:00-12:30 第二講 聖靈的工作與表記（一） 

聖靈與救恩－聖靈如鴿、聖靈如風 

12:30- 1:30   Lunch 

1:30- 2:45 第三講 聖靈的工作與表記（二）  

(聖靈與生活－聖靈如印、聖靈如水) 

3:00- 4:30 第四講 聖靈的工作與表記（三） 

(聖靈與教會－聖靈如火、聖靈如膏油) 

4:30- 6:00 第五講 恩膏、恩賜與職務 

 

“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

救。 ”  

如今我們正處於這復興的關口，讓我們從聖經來認識聖靈，領受聖靈的工作與洗

禮，進入聖靈的江河，結出聖靈的果子，並經歷聖靈中的禱告與醫治，讓聖靈的

恩賜在恩膏中運用出來⋯⋯。 

 

劉梅蕾師母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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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聖靈(1)       聖靈的神格與位格            劉梅蕾師母  

 

一. 三位一體的真神 

1. 我們所信的神是獨一的真神(出 20:3, 賽 45:5-7) 

2. 我們的神有三個不同的位格(太 3:16-17, 林後 13:14) 

    3.三為一體的神相互的關係(創 1:1-2,太 3:16-17, 太 28:19, 林後 13:14 ) 

a. 三位本質相同(約 10:30) 

b. 三位功能不同 

聖父是計劃者   聖子是執行者    聖靈是成全者 

 

二. 聖靈的神格 

1. 祂的名字: 聖靈，神的靈(創 1:2, 林前 3:16) 

焚燒的靈，公義的靈(賽 4:3);  

主耶和華的靈(賽 61:1); 施恩的靈(亞 12:10); 你們父的靈(太 10:20) 

真理的靈(約 14:17); 聖善的靈(羅 1:4); 基督的靈(羅 8:9) 

生命的靈(羅 8:21); 神兒子的靈(加 4:6); 神榮耀的靈(彼前 4:14)， 

永遠的靈(來 9:14); 豫言的靈(啟 19:10) 

 

2. 祂有神的屬性 

無所不知 (林前 2:10-13) 

無所不在 (詩 139:7) 

無所不能 (伯 33:4)     

 

   3. 祂與神同等 

徒 5:3-4 

徒 28:25-26 與 賽 6:8-11 

耶 31:31-34 與 來 10:15-17 

 

   4. 祂有神格性的工作 

 創造 

1. 創造世界 (創 1:2)   

2. 妝飾諸天 (伯 26:13)   

3. 賜予生命 (伯 33:4) 

 啟示 (彼後 1:20-21) 

1. 啟示的種類 

a.一般的啟示(羅 1:20)  b.特殊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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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啟示，默示，光照(提後 3:16，彼後 2:21)    

3. 啟示在舊約時代:聖靈藉著異象，異夢及先知的話來向人說話 

               (創 28:12; 申 18:18; 彼後 2:21) 

            4. 啟示在新約時代:聖靈直接在心中作教導，指引的工作 

               (約 16:12-13; 徒 13:2; 約壹 2:27)   

 使道成肉身(路 1:35) 

 

三. 聖靈的位格  

聖靈有思想 (林前 2:10-11， 羅 8:27) 

聖靈有情感 (羅 15:30，弗 4:30) 

聖靈有意志 (林前 12:11，徒 16:6) 

 

1. 聖靈有保惠師的職位(約 14:16-17) 

        保惠師= 安慰者，輔導者， 被請站在旁邊 

2. 聖靈有位格性的工作 

a. 代求 (羅 8:26) 

b. 教導 (約 16:13)    

    

四. 聖靈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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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一. 您認為「三位一體真神」是什麼意思呢？請填下面是非題。 

1. 三位一體神的意思是耶和華、耶穌和聖靈其實是同一位神，只是在不同的時代，用不

同的名稱出現。 

2. 三位一體神是指三位神，他們有大小順序， 大的是聖父（耶和華），其次聖子耶穌，

再次是聖靈。 

3. 三位一體這個詞語並未出現在聖經上，是人歸納聖經的結論。 

4. 我們的神是獨一的神，與三位一體的觀念並不衝突。 

5. 三位一體的真理無法用邏輯說清楚，用比喻也不恰當，因此是我們無法了解的真理。 

 

二. 三位一體的神格填充 

1. 聖父是神 

      羅馬書十五章 6 節:  談到我們主耶穌基督的______就是神。 

      以弗所書四章 6 節:  一神就是眾人的____。 

2. 耶穌是神 

羅馬書九章 5 節: 談到耶穌是在萬有之上，永遠可稱頌的______。 

約翰一書五章 20 節: 先談到聖父是真實的，祂的兒子是_______，而這是______， 

也是永生。 

3. 聖靈是神 

路加福音一章 35 節: 將聖靈等同於至高者，藉聖靈所生的，就是_____的兒子。 

哥林多前書二章 10 節: ______參透萬事，祂擁有神的屬性，就是「無所不知」。 

另外在聖經中也把聖靈與神交替使用，請查看哥林多前書三章 16 節，說我們的身子是

______的殿，在哥林多前書六章 19 節，又說我們的身子是_________的殿，意思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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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聖靈(2)       聖靈的工作與表記(一)            劉梅蕾師母                  

 

聖靈與救恩: *聖靈如鴿；*聖靈如風 

一．救贖的工作(聖靈與救恩) 

1. 使”道成肉身” (路 1:35)，為基督作見證 (約 15:26-27; 啟 19:10) 

     *表記:聖靈如鴿 (太 3:16; 路 3:22; 約 1:32-33)  

      A.聖靈降臨，形狀彷彿鴿子 

    要明白聖靈降臨，帶著鴿子的形狀，我們必需回到 創 8:6-12 

1) 洪水代表神的審判  

2) 烏鴉代表墮落的人類 

3) 鴿子代表聖靈  

4) 一直等到”新擰下來的橄欖葉子”出現  

         

       B.聖靈如鴿降臨的目的 

         約 1:33  聖靈如此降臨，乃是要宣告，這位耶穌基督來是要用聖靈 

         為我們施洗，因此聖靈如鴿降臨不但是在耶穌身上，也因著耶穌為 

         我們施洗臨到我們身上。 

 

2. 救贖在個人身上的工作 

A.使人知罪     (約 16:8-11) 

      B.使人得蒙重生 (約 3:1-8; 多 3:5)         

1) 聖靈感動使人能接受基督為主(林前 12:3) 

2) 成為新造的人(林後 5:17) 

3) 進入神（愛子）的國(西 1:13-14) 

       *表記:聖靈如風(約 3:8; 20:22，徒 2:2-4; 結 37:9)  

         聖經中”風”代表了神的工作，神的氣息，神的聖靈 

 

a.風的本質: 1)可感性  2)不可測  3)動亂性 

b.風的功能 

1) 帶來生命(創 2:6-7;林前 15:45;結 37:14;羅 8:11) 

2) 吹散仇敵(詩 68:1-2) 

3) 帶來能力(徒 2:2-4) 

        c.風的需要(啟 3:1) 

          “我知道你的行為，按名你是活的，其實是死的”。 

         d.風的臨到(結 37:1-14; 徒 2:2-4) 

1) 看見骸骨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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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確信唯有神能工作 

3) 順從神的態度 

4) 憑信心發出預言 

     讓我們憑信心發出預言，求聖靈的風吹去仇敵的工作，並吹來活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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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聖靈(3)        聖靈的工作與表記(二)          劉梅蕾師母 

 

聖靈與生活: *聖靈如印; *聖靈如水                    

一. 使人承受兒子的名份(羅 8:15-17；加 4:4-7)  

A. 聖靈的內住(約 14:16-18) 

B. 聖靈的印證(弗 1:13-14) 

   *表記:聖靈如印  

    在聖經中”印”乃是表明一種關係，是神與我們的關係。這個印是從神而來， 

是神親自藉聖靈在我們心中作成的工作。 

     a. 印記的含義 

          1.應許－“既然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弗 1:13-14)            

          2.證明－“…那領受他見證的，就印上印，證明神是真的…”(約 3:33-34)              

          3.屬於－“那在基督裡堅固我們和你們，並且膏我們的，就是神，他又用 

印印了我們，並賜聖靈在我們心裡作憑據” (林後 1:21-22)； 

主認識我們(提後 2:19-21)             

        b.過有神印記的生活(分別為聖) 

          1.不要叫聖靈擔憂(弗 4:30-32) 

a) 要除掉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嚷鬧，毀謗，惡毒 

b) 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 

          2.遵守祂的誡命(約壹 5:1-12) 

          3.離開不義，作貴重的器皿 (提後 2:19-21) 

a. 自潔，脫離卑賤的事 

b. 成為聖潔，預備行各樣善事 

c. 與那清心禱告的人 

          4.宣告已有神印記，敵擋仇敵的欺騙與攻擊 

            (啟 7:3,9:3-4;13:16; 加 6:17) 

 

D.使人成聖(彼前 1:2) 

1) 成聖的範圍(帖前 5:23) 

2) 成聖的含義: a.地位成聖(羅 8:29) b.生活成聖(羅 12:1-2) 

3) 成聖的途徑 

a. 脫去與穿上(西 3:9-10;弗 4:20-24) 

b. 倚靠聖靈  (加 3:3; 5:16) 

 

       E.結出果子來(太 3:8；路 3:8；加 5:22-23；徒 1:8)) 

1) 與悔改的心相稱(生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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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主作見証 (事奉的能力)   

 

 

 

二. 聖靈的充滿與澆灌 

   使徒行傳的記載 

1) 首次的經歷 (徒 2:1-4, 2:37-39, 8:14-17, 9:17-19, 

                     10:44-48, 19:1-7) 

2) 再次被充滿 (徒 4:8,31 13:9,52)  

3) 日常的充滿 (徒 6:3,5) 

 

A. 聖靈充滿的涵義:不是接受更多的聖靈，而是靠聖靈引導，受聖靈管 

           制的生活。換句話說乃是樂意來成為聖靈流通的管道。 

 

B. 聖靈充滿的必要性(弗 5:18) 

1) 命令句  

2)  “你們”  

3) 現在式 

4) 被動式 

 

C. 聖靈充滿的基本表現(弗 5:18-21) 

1) 生命的彰顯(power to be)   

a.彼此對說 

         b.讚美主 

         c.奉主名感恩 

         d.彼此順服          

2) 能力的彰顯(power to do)  

各樣恩賜的運行 

 

D. 聖靈的澆灌(徒 2:17-18;32-33; 珥 2:28-32;賽 32:15;44:3) 

1) 預言的應驗 

2) “末後的日子” 

3) 從上頭而下來的 

4) 凡有血氣的 

5) 恩賜的彰顯 

 

     *表記:聖靈如水(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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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聖經中”水”乃是代表生命，是一種滿足一切需要的生命，也是一種 

      活水湧流出去的生命。 

      (約 4:14; 7:38; 啟 22:1-2) 

a. 水的本性 

1) 水的流動性              

2) 水的負載性  

 

b. 水的功能 

1) 水能解渴 (約 7:38-39) 

2) 水能帶出能力 

3) 水能保護 

4) 水能清潔 

c. 水的需要(耶 2:13; 17:13-14) 

d. 水的湧流(結 47:1-12) 

1) 水到踝子骨(好玩?): 我們需要下定決心走入聖靈的水流 

2) 水到膝蓋(不動?): 我們要歡迎聖靈來改變我們 

3) 水到腰部(有後路):我們要肯付上代價 

4) 江河:聖靈就要在我們裡面暢流 

 

         江河湧流的圖畫(想你自己在這水流中，水正把你帶著走) 

1) 水所到之處,使環境由苦變甜 

2) 水所到之處,使環境由死沉而活潑起來 

3) 水所到之處,使事奉有果效，事奉有果子, 水所到之處,醫治自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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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一. 神向人啟示的方式有那些呢？ 

1. __________  羅   1:20 

2. __________  創   28:12 

3. __________  撒上  9:9 

4. __________  創   15:1 

5. __________  約壹  2:27 

6. __________  提後  3:16 

7.  

二. 聖靈救贖的工作 

1. 他既來了、就要叫世人_____、____、____自己責備自己. （約 16:8） 

2. 若不是被_______感動的、也沒有能說_______是主的. (林前 12:3) 

3. 他便_____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___________，乃是照他的_______， 

藉著__________和__________。   (多 3:5) 

4. 耶穌說: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人若不是從________生的，就不能進__________。(約

3:5) 

三. 聖靈的印記表明在我們的_______(羅 8:16)和______(啟 7:3) 

四. 聖靈充滿是一次被充滿就永遠充滿    □是    □非 

五. 請由使徒行傳中找出人被聖靈充滿的記載？(經節 地點 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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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聖靈(4)       聖靈的工作與表記(三)         劉梅蕾師母 

 

聖靈與教會: *聖靈如火; *聖靈如膏油                      

一. 建立教會的工作 

1. 五旬節聖靈降臨的意義 (弗 2:22；林前 12:13; 弗 1:22-23； 

徒 1:4, 2:33；路 3:16)      

2. 聖靈的洗 

A. 聖經的記載(太 3:11; 可 1:7-8; 路 3:16；徒 11:15-16；林前 12:13) 

B. 洗禮的含義(林前 12:13; 徒 1:8) 

1) 成為一個身體(林前 12:13) 

 亞當的身體  －－－－－＞  基督的身體 

                         聖靈的洗禮 

  聖靈是施洗者，使我們成為基督的身體 

  “For we were all baptized by one Spirit into one body “ 

2) 火的洗禮/能力的洗禮:為主作見證(約 1:33) 

耶穌是施洗者，是使我們得著能力，為主作見證 

           “The man on whom you see the Spirit come down and remain is  

            he who will baptize with the Holy Spirit.”       

 

        *表記: 聖靈如火 

        聖經中”火”常表明了神的降臨與同在，耶穌要用聖靈與火為我們施洗， 

        要帶來生命的能力與事奉的能力。 

        (出 3:2,4; 出 19:18; 代下 7:1; 王上 18:24 賽 4:4 太 3:11; 來 12:28) 

         

a.  火的本質 

1) 火不能隱藏 (徒 2:2-4)               

2) 火是會漫延的               

3) 火帶來能力 

4) 火是被點燃的  

        b. 火的功能 

1) 煉淨:這火乃是要除去那已經在我們裡面不屬神的心思與情慾 

              把糠用不滅的火燒盡了(路 4:17)，煉金之人的火(瑪 3:1-2) 

              聖潔除去污穢(賽 6:6-7,4:4) 

2) 火熱:這火要使我們向神有神聖的感情(Holy passion) 

              凡火? 聖火? (出 3:2-4; 利 10:1-3; 民 16:46-48) 

3) 滅絕敵人(申 9:3;詩 6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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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火的需要 

1) 教會的光景:”不冷不熱” 啟 3:15 

2) 個人的光景: 恩賜要如火挑旺起來(提後 1:6; 提前 4:4) 

 

b. 火的降臨 

1) 王上 18:38 

a) 重修祭壇 

b) 獻上燔祭 

c) 信心呼求  

2) 徒 1:4-8,14; 2:1-4 

a) 聚集等候 

b) 同心合意的禱告(啟 8:3-5)       

 

二. 恩膏中的事奉  (路 4:14-21；徒 10:38; 可 5:27) 

 *表記:聖靈如膏油 

  聖經中膏油的膏抹常代表神的權柄與能力，膏抹的目是將人分別出來 

  服事神。 

 

A. 膏油(恩膏)的預表 

1. 這些在舊約時代所按立的祭司，先知與君王都是預表基督(賽 61:1-3) 

2. 基督＝受膏者(The Annointed One) 

初代教會的信息傳講耶穌是基督(徒 4:27) 

3. 教會被稱為是”基督的身體” ＝受膏者的身體。 

         今天因著我們是基督的身體，我們也因這恩膏承受了恩膏的職份。 

B. 膏油在聖經中的用途 

按立承接神的職份 

1. 祭司的設立:出 29:7，詩 133:2 亞倫受膏 

2. 先知的設立:王上 19:16 以利沙受膏 

3. 君王的設立:撒上 9:16 掃羅受膏         

     C. 膏油彰顯在人身上帶來 

賽 10:27 “肥壯”原文是恩膏，主的恩膏要打破一切的軛。 

1. 喜樂油(賽 61:3) 

2. 醫治油(雅 5:16;可 5:13) 

3. 引導油(約壹 2:27) 

4. 供應油(亞 4:6) 

D. 如何在恩膏中事奉 

1. 主的模式(路 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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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初代教會的模式(使徒行傳)  

3. 成為恩膏的器皿 

a. 明白恩膏的需要 

b. 恩膏與禱告 

1) 用油抹盾牌(撒下 1:21b;賽 21:5-6) 

2)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弗 6:10-20) 

c. 常與有恩膏的人一起(王下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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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聖靈(5)       恩膏、恩賜與職務      劉梅蕾師母 

     

一) 恩膏與恩賜 

1. 恩賜是聖靈賜給人服事的管道 

2. 恩膏卻是聖靈在某一個場合/時刻中的運作，為要成就神的工作。   

二) 恩賜的源頭 

1. 聖靈是分賜恩賜給人的神(林前 12:4;8-11) 

恩賜各有不同，但卻出自同一位聖靈 

2. 基督是恩賜所事奉的主(林前 12:5) 

事奉的型態雖有不同，但事奉的卻是同一位主。 

3. 父神是恩賜榮耀的對象(林前 12: 6)  

果效也有不同，卻榮耀同一位父神 

 

三) 恩賜的功用 

1. 為要叫信徒得益處(林前 12:7) 

2. 為要建立基督的身體(弗 4:11-12) 

3. 為要榮耀神(彼前 4:11) 

4.  

四) 恩賜的根基 

1. 合一(林前 12:12-26)     2. 愛  (林前 12:27-13:13)       

 

五) 恩賜的種類與職務(林前 12:8-11;羅 12:3-8;弗 4:11-16;彼前 4:10-11)  

1. 聖靈的九種恩賜(林前 12:8-11) 

a) 啟示性的恩賜:智慧的言語，知識的言語，辨別諸靈 

b) 能力性的恩賜:信心，醫病，行異能 

c) 靈感性的恩賜:說豫言(作先知)，方言，翻方言 

           

2. 五重職務(弗 4:11-16) 

a) 職務的類別: 

1) 使徒 2)先知 3)傳福音的 4)牧師 5)教師 

b) 職務的目的(弗 4:11-16) 

“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

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3.恩賜與品性(羅 12:1-21) 

a) 將身體獻上為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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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照神所分信心的大小 

c) 按恩賜服事，顯出聖徒的品性      

     

      六)恩賜的領受/發掘/持守 

1. 藉著領受應許(徒 1:4-8; 2:38-39) 

2. 藉著渴慕追求(林前 14:1;12) 

3. 藉著按手(提後 1:6;羅 1:11) 

4. 藉著操練，彼此服事(彼前 4:10) 

5. 做好管家(彼前 4:10；太 25:29) 

6. 如火挑旺(提後 1:6) 

 

作業: 

一. 聖靈的洗 

1. 地上教會始自 □1.聖誕節 □2.住棚節 □3.五旬節 □4.逾越節 

2. 每個人都需要接受兩次洗禮        □是     □非 

3. 聖靈是教會建造的成全者          □是     □非 

4. ”聖靈的洗”在林前 12:13 與約 1:33 的不同為何？ 

   5. 領受徒 1:8 聖靈洗禮的意義為何？ 

 

二. 恩膏恩賜與職務 

1. 被恩膏的人是屬靈的強人，因此恩膏是他的獎賞      是      非 

2. 被恩膏的人就成了完全人                          是      非 

3. 我們要常與有恩膏的人在一起，能開啟屬靈的眼目    是      非 

4. 聖經中有那三種職位需要膏油的膏抹？請各舉一例 

5. 請再次讀以下的經文，寫下膏油顯在人身上的恩典？請分享你的經歷！ 

_______賽 61:3         _______可 5:13; 雅 5:16 

_______約壹 2:27       _______亞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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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的九種恩賜 

一) 啟示性的恩賜 

1. 智慧的言語 

a. 是神對將來道路的指示；或是神顯明祂對某件事的心意。 

b. 智慧的言語只是神的全智中的部份，因此不見得完全，而且有時也是模糊不清的，

另外當神使人在某些方面有智慧，並不表示他對其他的事也有智慧。 

c. 聖經中的例子:賽 53 章；詩 22 篇；徒 23:11 

2. 知識的言語 

a. 是神啟示關於過去或現在發生的事，是說話的本人原來不知道的事。 

b. 知識的言語既是屬於知識的，因此就不會是隱秘難解的。 

c. 聖經中的例子:王下 5:20-27; 6:12; 約 4:18; 徒 10:19 

   3. 辨別諸靈的恩賜 

a. 辨別諸靈不是指辨別某些事情，也不是去辨別邪靈，而是超自然的認識 

       一個人的靈:這個人的靈是怎樣的靈，是屬神的？是屬魔鬼的？是屬人 

       的血氣的？ 

b. 聖經中的例子:徒 5:3; 8:20-23; 13:9-12 

 

   **   聖靈如何傳達智慧與知識的言語 

a. 透過我們的心思意念 

b. 透過心中的感受與負擔 

c. 透過異象，異夢 

d. 通常是在禱告中印象 深刻的一個感動 

      

**  智慧與知識言語運用的原則 

a. 真理的查證 

b. 別人的印證 

c. 尊重教會的權柄  

 

** 領受智慧與知識的言語 

a. 話語的不完全性:先知的話九十九句是對的，也不能保證第一百句 

       是對的。  

b. 話語的漸進式: 先知的話有時是有時間性的，也不一定是指現在。 

c. 話語的條件性: 先知的話也是要透過人的順服才能應驗 

 

二) 能力性的恩賜 

1. 信心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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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信心的種類: 自然，得救，超自然的 

b. 信心的恩賜是確知神會藉著聖靈的能力與權柄在某時候成就某些事 

c. 信心的運用:只需發命，就能成就 

d. 聖經的例子:以利沙；太 21:18-22 

 

2. 行異能的恩賜 

a. 異能是指神在自然律的運行中，做超自然的事。 

b. 異能可透過人手，腳及身心行出來 

c. 聖經的例子:民 22:21-23; 士 14:5-6; 約 2:1-11 

 

3. 醫治的恩賜 

a. 這是惟一以複數型態出現的 

b. 醫治過程中恩賜的使用 

1)詢問病情:身，心，靈 

2)歡迎聖靈來 

3)等候尋求，聖靈有時會賜下其它恩賜配合運用 

a)啟示性的恩賜 

1) 智慧的言語:神把合宜的經文放在你心中來幫助人 

2) 知識的言語:神把病情的真相及神的心意放在你心裡 

3)辨別諸靈:  神把某些背後屬靈的權勢指示你(如偶像..) 

       b)能力性的恩賜 

         1)信心:  神使你有信心大膽的宣告 

         2)醫治:  神藉著你按手帶來醫治 

         3)行異能: 神藉著你的超常舉動帶出能力(如仆倒..) 

         4)當聖靈運行時可能會有的現象 

        禱告者/被禱告者 

    

三) 話語性的恩賜 

1. 預言的恩賜 

a. 預言不是來預測將來，不是用來引導，也不是用來講道，更不是 

       用來責備  

b. 預言的內容:林前 14:3 

1) 造就 = 建立，從軟弱中得剛強 

2) 勸勉 = 鼓勵，從灰心中得激勵 

3)   安慰 = 憮恤，從傷痛中得醫治 

C 說預言的應當按著信心的程度來說(羅 12:6);可見得預言與信心都是 

需要操練的，恩賜的原則永遠是有的還要加給你，沒有的連你所有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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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奪去。        

d. 預言在聚會中使用的原則 

1) 應當順服，不是我有話要說的態度(林前 14:32) 

2) 應當有序，要敏銳聖靈的引導(林前 14:29-30) 

3) 應當明辨，不是照單全收(林前 14:29) 

4) 神的靈可以透過每一位信徒來說話(林前 14:31) 

      

2. 方言的恩賜 

a. 方言的本質:是由聖靈而來，是沒有人能聽出來，是在心靈裡講說各 

       樣的奧祕。 

b. 方言的種類:禱告的方言(林前 14:15)；萬人的方言(林前 13:1) 

                  聚會的方言下(林前 14:26);天使的話語(林前 13:1) 

 

c. 方言的目的:造就自己，也是造就別人(林前 14:4;) 

                  給不信的人作證據(林前 14:22) 

d. 方言的表達:說出或唱出 

e. 方言的操練:方言是在聖靈的引導下，每一位信徒都能操練的。  

      

3. 翻方言的恩賜  

a. 翻方言通長不是逐字翻譯 

b. 翻方言也是需要信心的，神的靈可能只給你一個字，但你憑信心開口，神的靈就

可以繼續感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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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1. 聖靈的恩賜是一種超自然的生活方式，屬靈的超人才能得著       是/非                    

2. 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賜就是愛                               是/非 

3. 通過方言的恩賜和預言而說出的信息是正確無誤的            是/非 

4. 智慧的言語通常和知識的的言語一同運作與配合的               是/非 

5. 聖靈隨己意將恩賜分給人，因此能夠知道自己有一種恩賜就足夠了 是/非 

6. 啟示性的恩賜包括知識的言語、智慧的言語及預言的話語         是/非  

7. 信心的恩賜能釋放出膽量                                     是/非 

8. 在醫治病人的過程中，只要有醫治的恩賜就能使人得醫治了       是/非 

9. 領受聖靈時常有說方言的跡象隨著                             是/非 

10. 運用恩賜的目的是要造就教會                                 是/非 

 

11. 親愛的弟兄阿、_________你們不可都信，總要_______那些靈是出於 

______不是，因為世上有許多_______已經出來了。凡靈認耶穌基督是_________，就

是出於_______，從此你們可以認出________來。 

凡靈不認 _______、就不是出於神，這是那__________的靈， 

你們______聽見他要來，現在已經________。(約壹 4:1-3)  

 

12. 請按類列出聖靈的九種恩賜？並寫下你對這恩賜了解的定義？  

 

 

 


	認識聖靈 一天密集課程
	認識聖靈(1) 聖靈的神格與位格
	一. 三位一體的真神
	二. 聖靈的神格
	三. 聖靈的位格
	四. 聖靈與我

	認識聖靈(2) 聖靈的工作與表記(一)  聖靈與救恩: *聖靈如鴿；*聖靈如風
	一．救贖的工作(聖靈與救恩)

	認識聖靈(3) 聖靈的工作與表記(二)  聖靈與生活: *聖靈如印; *聖靈如水
	一. 使人承受兒子的名份
	二. 聖靈的充滿與澆灌

	認識聖靈(4) 聖靈的工作與表記(三)  聖靈與教會: *聖靈如火; *聖靈如膏油
	一. 建立教會的工作
	二. 恩膏中的事奉

	認識聖靈(5) 恩膏、恩賜與職務
	一) 恩膏與恩賜
	二) 恩賜的源頭
	三) 恩賜的功用
	四) 恩賜的根基
	五) 恩賜的種類與職務
	六)恩賜的領受/發掘/持守

	聖靈的九種恩賜
	一) 啟示性的恩賜
	二) 能力性的恩賜
	三) 話語性的恩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