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灵恩赐
（以罗马书 12 章为基础）
以下激发性的恩赐是基于罗 12：6-8“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著
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作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作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作劝化的，
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
根据罗 12 章，似乎有 7 个激发性的恩赐：
1 教导
2 治理

5 施舍的
6 执事

3 劝化

7 怜悯

4 预言
对我们来说记住我们可能有若干服事的恩赐是好的，但是只有一个激发性的恩赐。然而，当
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时，我们就会开始拥有其他恩赐得特征。
请读下列的称述来决定是否与你的情况相似
非常频繁-----5
经常的 -----4
有时
-----3
不常有的-----2
几乎从不-----1
在每一项的空白处打分
为每一个属灵恩赐在空白处打总分
特别注意你打高分的范畴，这将会强有力的提议出你激发性的属灵恩赐。
（然而这只是通过
每日在神道之中凭信心的行事来被确定或鉴别出来的，依赖圣灵来培养预备且赋予你能力来
行在那个恩赐之中。
）

1 教导：路加可能是最好的有教导恩赐的圣经例子。
A 教导恩赐积极的特征：
-----当我听到重要的信息时，我渴望去核实他们，我的动机是去证实这个信息是否真实。
（路
加写了这封福音书给提阿非罗。
“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 1：4）
------我对假师傅非常警觉，很希望在听道之前了解他们的背景。
------我同样认为其他人也想知道我的资格，所以我在讲道前会告诉听道得人。
（路加是以证
实他是一个见证人，并且他说：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
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有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初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
给你。路 1：2-3）
------我通常会用公认的权威所接纳的工作来进一步确定别人所讲的信息。
（路加称赞庇哩亚
人天天用旧约圣经来查验保罗所讲的信息。徒 17：11）
------当材料按顺序摆放出来时，我更感觉舒服些。（路加在他的福音书中强调年代的顺序，
这在他说的：按着顺序写给你的话中表明出来。路 1：3）
------我似乎对研究事实真相比教导更感兴趣，并且我做教导的时候会趋向于尽可能的给出更
多事实与可见的证据。
（路加的福音书是四卷中最长的一卷，强调了他著作的完整性。路 1：
1）
------我喜欢提供给别人所没有注意到或提及到的细节。（路加描述了更多的事件，对话，身
体的状况与更详细的名字，头衔，城市名比任何其它福音书的作者都详细。
）
------我很关心真理的平衡性。我知道使用个人经历作为真理的根基是很危险的，我所希望的
是先真理后经历，而不是先经历后真理。我趋向于保持沉默直到信息被听闻，被观察，被验

证。
（路加的沉默在新约很明显，没有他任何的声明被记载下来。）
------我趋向于忠诚于一个学校的老师，只要他里面有一点真理。
（路加在狱中显明了对保罗
和他信息的忠诚，纵然其他人都离弃他，
“独有路加在我这里”
。提后 4：11）
------我趋向于能够清楚而且有效的沟通真理。
B 教导恩赐消极的特征：
------因为我对查验事实的彻底性，很容易显出我的骄傲且带出一种心态，就是“我所验证过
的才是正确的。
”
------我趋向于过于强调可信的证明与课程，
并且对那些我认为无学问之人日常经历的智慧而
打折扣，对我来说很容易关注那些头脑的知识，而不是那些那些属灵的感知。
------我会很容易的表现出我就是真理唯一的源头，而且我的恩赐是更为重要的。
------当我分享一个结论时，我感觉有责任解释清楚我是如何下这个结论的，经常错误的作出
结论，是因为我太过于享受研究的乐趣，其他人也会如此。
------如果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解释某个真理时我很容易拒绝真理。
------不结合上下文对圣经的应用会使我很不愉快。
------总分。

2 治理---尼希米可能是圣经中最好的例子。
A 治理/管理恩赐的积极的特征：
------当我被给予一个项目时，
我可以沟画出完整的任务图案，
并且知道完成它要付出的一切。
（当尼希米接受了他伟大的任务，挪去耶路撒冷神百姓的大难大凌辱的时候，他立刻就想象
到了建造城墙的需要，尼 1：2-3）
------为了使我自己能够想象到一个任务的完成，我需要知道谁或是什么是我的资源。既然这
合作的功效是靠建立在工人的诚信上，那我宁愿有几个可靠的工人而不是更多不可靠的人。
（尼希米要求官长们起誓合作，尼 5：1-13）
------我在可能的情况下，不论何时何地委派职责，但我知道何时何地不可以。
（尼希米对内
外的仇敌并自己同工的执意反对作出回应。尼 4：8-18）
------我一但认定一项任务，我愿意忍受更多对我领导地位的反对。
（尼希米对内外的仇敌并
自己同工的执意反对作出回应。尼 4：8-18）
------我有能力承担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其分解成可达到的目标。
（尼希米承担了建造
耶路撒冷城墙的伟大使命，他将工作划分成为给每个家庭或小组可以完成的小段落。尼 3：
1-32）
------我趋向于注意别人所忽略的细节，且是对完成工作很有必要的细节，我也可以将自己从
外面的干扰中脱离出来，为的是集中精力在最终的目标上。
（尼希米没有参与实际的工程建
造，然而，他却解决了经济方面的压力，就是可以拦阻工人施工的问题。尼 5：1-13）
------我组织的工作是在项目之前，具体表现在检查并使必要的资源安全可靠。
（尼希米在建
造开始前就从王的园林中准备好了材料。尼 2：7-8）
------我会迅速的高效率的做出决定。（尼希米经常被他的仇敌邀请去参加会议，他的决定是
不去，而且迅速的决定性的。尼 6：1-5）
------我生命中最大的喜乐之一就是看见每件事按次序成就。我不在乎别人是否会感激这份努
力，只要我知道此事是照这计划成全就可以了。
------我很享受激励别人去做一件特殊工作。
B 治理恩赐的消极特征：
------当我在管理时，偶尔会拒绝有确实根据的建议并掩耳不听会导致压力的抱怨，我有时也
很严厉并且怀有放弃的想法。
------我趋向于选择同工，是建立在他们工作成就的能力上，然而，如果一个有潜力的工人身

上发现了严重的性格缺点，我是不情愿打发他走的。
------我通常作出指示时没有解释，以至于使同工们感觉到不被重视。
------当我提出的建议不被采纳时，我就会灰心。
------有些时候我会因为偏爱某个可以成就我目标非常重要的个人时，而造成的不和谐。
------如果不是我管事，我会更容易的将责任委派给他人。
------总分。

3 劝化---保罗在圣经中是劝化这个恩赐的最好例子。
A 积极的特征。
------我会因看见日常生活中的属灵成长而被激励，我也愿意个人实际参与进来看见这件事的
成就。
（保罗说“我日夜辛勤劳作将个人完全引到神的面在基督耶稣里成熟。
”西 1：28；还
有他在西：4-19 说的话。）
------我似乎可以分辨在别人里面属灵生命的成熟度，
而且很享受去鼓励那些成长的并且受教
的人。
（保罗看见哥林多的信徒如同属灵婴孩，因此对他们说话不能当作属灵的，只是当作
属肉体的。林前 3：1）
------我似乎为其他基督徒有清晰属灵成绩的能力，并且很乐意帮助他实际的付诸每一步去达
到它。（保罗告诉提摩太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与无知的学问，用清洁的心追求公义。提后
2:22-23）
------我通常会使用别人生活中的榜样来帮助信徒发现在他们日常生活中得胜的潜力。
（保罗
用一个教会的见证来激励另外一个教会，并用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去说明神的恩典。林后 9：
2；提前 1：15）
------我趋向于用逻辑的推理来解释真理为的是去激励人们。
（保罗与犹太人，希腊人，亚基
帕王并其他人辩论。徒 18：4；徒 26：28）
------当我看到纷争时，我所希望的是属灵生命的提升与合一。
------我意识到罪疚感是属灵成长的拦阻，所以我经常发现自己在讲这个问题。
（保罗告诉提
摩太他的首要武器就是清洁的良心。提前 1：19）
------当我向会众讲道时，我的信息通常是主题式的，并且我非常强调神的旨意。
------当我学习圣经时，我会对实用性的区域更感兴趣。
B 消极的特征：
------在必要的情况下，无论何时我可以心甘情愿的帮助别人属灵成长，但通常会和我家庭时
间与个人的责任有冲突，通过假设我的家庭会理解我，可往往导致较大的怨恨。
------我趋向于躲避重要的教义性的教导，就是那些没有即刻的实际性的真理，结果是不平衡，
最终会导致教义性的错误。
------我趋向于在得到所有事实前将问题加以类别并给予总结。
------当属灵成长在我所帮助过的人身上显明出来时，我会很容易的引以为荣。
------我通常会在没有完成已有的项目时去做其它的项目。
------我通常会让人们清晰长远的目标，因此会使一些寻求生活中迅速得到问题答案的人失
望。
------我会因为对我所给予行动指示不作出反应的人而失去盼望。
------总分。

4 预言的恩赐---在圣经中彼得是最好说明预言恩赐的例子
A 积极的特征：
------我需要用口来表达我的思想与主意，特别是关系到是与非的事情时。
（在福音书中，彼
得说的话最多，最终成为早期教会的发言人。徒 2：14；3：12；4：8；11：4）
------我趋向于对我所看到或听到的事快速作出判断。
（在福音书中，彼得比其他使徒说话更

多。太 14：28；15：15；15：16，33；17：4；19：27；约 6：38；13：6）
------我似乎能够感觉到某人看起来有不正常的反应。
我趋向于对任何形式的欺骗与不诚实反
应强烈。
（彼得在问亚拿尼亚撒非拉问题时，他一定是感觉到了他们中的欺骗。徒 5：3-10）
------我趋向于积极处理犯罪的人，使公义显明并使别人得到警告。
（彼得渴望除掉冒犯他的
人，问耶稣他应该饶恕他们多少次。太 18：21）
------我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与失败并期望别人也如此行。
（当基督向使徒显现时，彼得跪在
地上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路 5：8”）
------我会对环境和机遇立即作出回应。
（当彼得认出行在水面上的耶稣时，他求耶稣让他可
以过去。太 14：28）
------我会忠于真理纵然他意味着关系的破裂。（当耶稣问门徒他们是否也要离去时，彼得回
答道，因为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约 6：67-69）
------我愿意甚至渴望在为坚持真理时受苦。
（彼得因为顺服神不顺服人被鞭打时，因为配为
主受辱而欢喜快乐。徒 5：29-42）
B 消极的特征：
------因为我主要最关心的是阻止邪恶的传播，我通常会使罪人暴露，而不是而不是去恢复他
们，因为我相信暴露是恢复的第一步。
------我趋向于从几个已知的事实得出结论，一但得出这个草率的结论，那么我就会寻找有效
的证据来证明我的观点。
------当我看见罪恶时，我通常会强烈的谴责，别人觉得我是在过分的破坏。我期待的是马上
的悔改，不管我的责备是在爱中或是正确无误。
------我发现将罪人与罪恶分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趋向于两者都拒绝。
------我坚决的判断不是单为他人，也是为我自己，因此我极端自我挑剔并且失败时感觉自己
无价值。
------因为我趋向于迅速作出决定，我可能会非常冲动或是犹豫不决在两个极端之中。
（一开
始彼得拒绝耶稣为他洗脚；而后要求主洗他的全身。约 13：6-10）
------当纠正别人时，我发现自己总是在令人痛苦的指导对方并且通常是这样的。
------我发现自己总是将所有的事情分为两类：---正确---错误。
------总分。

5 施舍的----马太大概是圣经中解释施舍恩赐最好的例子。
A 积极的特征：
------我有能力决定智慧的投资，我使用宝贵时间金钱与持有的动机来推进神的工作。
------我需要不断的保证，我的决定是在神的旨意之中，不管是给多给少。
（保罗分享马其顿
人是如何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林后 8：5）
------我似乎有着决定激励我愿意给与有价值礼物的能力。
（马太记载了比其它福音书作者更
多的给基督礼物的细节。他是唯一提到博士带来的“礼物”的人；他也描述了马利亚的香膏
是“极贵重的”
；约瑟的坟墓是“新的”
。太 2：11；26：6-11；27：57-60）
------我通常会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需要。
------因为我在施舍中以主为我的指示，所以我希望接受者们去仰望主给他们的供应。用安静
的，匿名的方式施舍我非常喜乐。
（马太是唯一一位强调暗中给与的福音书作者。太 6：1-4）
------我明白贪爱钱财的毁灭性，我发现我所施舍的对象有很多并不明白，因此我会寻找避免
依赖懒惰或奢侈的方法去给与。
------我对我所有的一切存节约的，多策略的 满足的心。
------我受激励去鼓励他人奉献，因此他们也能经历借着奉献而来的喜乐与属灵生命的成长。
------我对有压力的请求作出回应，而且一定要寻找别人所忽略的经济需求。

------我对我的经济管理的很好，因此我就能奉献更多。
------我坚信神不单是会满足我的经济需求，也会使我可以为了他的事工而奉献。林后 9：8
B 消极的特征：
------因为我渴望自己的恩赐能智慧的使用，因此我宁可购买一个好质量的产品，而不是把钱
奉献出去。
------在老肉体中，我经常会因积存财物而感到很内疚。
------我趋向于对我的家庭更为节俭不能够使他们得着满足需求的喜乐，
因此有时候他们对我
的慷慨有反应。
------我通常会发现我在满足人们需要时失去焦点，并且被计划方案所吸引。要知道属灵的奉
献是“分配给圣徒的需要，
”这样可以帮助我重新聚焦。
------我会因为放在经济上的重视而被错误的判断。
------总分。

6 执事----提摩太是执事恩赐的最好例子
A 积极的特征：
------我似乎可以看出别人看起来好像不重要的物质上的需要。
（ 注意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话：
“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腓 2：20”
）
------我会因为知道通过我的服事，我是向别人带去和平的意念而大得喜乐。
（提摩太服事保
罗像“儿子待父亲一样”
，因此保罗可以完成他的事工。腓 2：22）
------我通常会看到我做的一项任务的重要性，并且甘心喜乐的使用我宝贵的时间、金钱与力
量。
------我有一个奇妙的能力可以发现并记住特殊的兴趣，例如最钟爱的食物或者我所服事之人
的活动。
------当我服事他人时，我需要清楚的方向，我也有一个很大的渴望，就是知道我的服事得到
了感激。
（保罗给予提摩太的称赞与精确的吩咐比给别的助手更多。
）大多数的服事者更喜欢
与，某人同工，而不是为某人工作。
------最吸引我的任务就是立即的需要，我会因为长期连续没有长进的任务而感到灰心。
（保
罗劝勉提摩太要忍耐。提后 2：3）
------“多行一里路”对我来说很容易。
------在完成工作的努力中，我发现我自己逃避（人群），与对我来说看上去像“繁文缛节”
的事情。
B 消极的特征：
------偶尔我觉得服事人的工作比受服事的人更重要，因此，有时我被视为强求的入侵型的。
------我通常会发现自己在忽略家人，家庭并个人服事别人的责任。
------我有一个过分扩张自己服事别人的趋势，最后通常会导致沮丧与身体的病痛。
（我们知
道提摩太有身体上的疾病。提前 5：23）
------我很难委派应该委派给别人的工作。
------我通常会对那些在我的判断中有着明显需要的人有反应，
我会假设别人也看到了我所看
到的。
------当我服事时，如果我依靠的不是主的话，我会很容易感觉到滥用恩赐了并且反应出愤怒。
------我趋向于感觉严格的时间表会拦阻我，不会意识到这可能是为了我自己的保护。
（保罗
两次告诉提摩太不要偏离主线“你要赶紧地到我这里来，要赶在冬天之前到我这里来。提后
4：9，21”
）
------我有借着满足神所矫正的人的需要拦阻神的倾向。（如果喂猪的人在猪舍中满足了浪子
的话，那将会拦阻他的回头。路 5：11-31）

------总分

7 怜悯----约翰可能最好的解释了怜悯的恩赐。
A 积极的特征：
------我发现我自己忠心于我的朋友，甚至我对攻击我朋友的人反应也非常强烈。
（当使徒约
翰目睹撒玛利亚人拒绝他所爱的耶稣时，他想要天上降下火来烧灭他们。路 9：54）
------我的性情似乎很在乎亲密的朋友关系与成熟的委身，就是经常得到重申的。
（约翰享受
着与神的这种关系，他不仅比别人更贴近耶稣，还提到他自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
”约 13：
23；19：26；20：2；21：7，20）
------通过我怜悯的恩赐，我会感觉到哪些人已在受伤害并且与他分担痛苦。
（约翰写他第一
封书信时，写出了喜乐，相交，盼望与信心；及除去惧怕与苦恼。约一 1：3-4；3：2-3；4：
18；5：13-14）
------我发现自己很难坚持下来，因为我不想得罪任何人；因此我心中牢记，如果我不坚定的
话，就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与痛苦。
（当约翰面对否认耶稣时，他显出了一颗勇敢与坚决的心，
使得撒都该人都惊讶不已。徒 4：13）
------由于我对感知真爱的能力，我会因那些没能够显明真诚之爱的人经常受到很深的伤害。
（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与书信中比其他作者更多的使用了“爱”一词。
）
------因为我对经历精神上及情感上有压力的人们的敏感与理解，许多人被吸引到我这里并信
任我。
（当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时，他将自己伤心的母亲托付给了门徒约翰。约 19：26-27）
------有意思的是一个有着劝勉恩赐的人将会帮助一个人从他的伤害中得益处，然而我趋向于
除掉那伤害的源头。
（约翰第一封书信的信息是为了叫基督徒们停止彼此伤害，彼此恨恶。
约一 3：11，15）
------我通常会发现我自己需要身体的亲近，为的是保证我被接纳。
（约翰在最后的晚餐上靠
在耶稣的胸前，找到了与主最近的地方。他对近距离的需要可能是使他最后要求在荣耀中坐
在主的旁边。太 10：35-37）
------相反的相互的吸引，这句话在激励性的恩赐上面也是真实的。那些有怜悯恩赐的人似乎
对那些有预言恩赐的人有吸引力。
先知稳固的真理与那些有怜悯恩赐之人温柔的爱是那样的
平衡。
（约翰与彼得在一起花的时间远超与和其他门徒在一起的时间。路 22：8；徒 3：1-11；
4：13-19；8：14。
）
B 消极的特征：
------我对亲近的友谊深度的需要使我独占了别人的时间和注意力，
当我与一个人的友谊中经
历失望时，我会将更大的要求放在一个新的友谊上。
------我必须要谨慎且属灵的辩明为什么不同的人在受苦。
对我来说对那些因为不在神旨意中
而受苦的人很容易给予他们同情心与鼓励。
------当我在领袖地位上时，我趋向于在有需要的时候却避免管教的行为。
------我敏锐的感觉致使我靠着情感而不是依靠真理原则去作决定，以至于到一种极端的地
步，我甚至在某些真理看上去对我很难时而拒绝真理的原则。
------我发现我对神允许好人受苦的概念反应强烈，并且有时我甚至对神有苦毒的感觉。
------通常我对一个朋友亲密关系的需要干扰了那些需要此人时间与注意力的人（为此，约翰
因他在主的国度中坐在耶稣旁边的请求而受到了温柔的责备。
）
------有时当有人对别人的感觉不敏锐时，我会撤出并与其断绝关系，而不是去帮助那些不敏
锐的人。
------总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