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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要你明白屬靈的恩賜！

弟兄們，論到屬靈的恩賜，我不願意你們不明
白。（林前12:1）



聖靈的目的：為了耶穌

1. 為耶穌作見證：

但我要從父那裡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他
來了，就要為我作見證。（約15:26）

2. 榮耀耶穌：

他要榮耀我，因為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約16:14）



聖靈的目的

聖靈來不是為自己作見證，而是為耶穌作見證。不是榮耀自己，
而是榮耀耶穌。

救恩是在耶穌裡，生命是在耶穌裡。聖靈的工作是引導人仰望
耶穌，蒙恩得救。使人得到生命，並且活出生命。

引導人看到聖靈的，不是聖靈的工作。引導人看到耶穌的，才
是聖靈的工作。

11/5/2017 Warren Wang



恩賜的目的：為了基督的身體

 For the common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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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卻是一位，在
眾人裡面運行一切的事。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全
體）得益處。（林前12:4-7）

 NIV: Now to each one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Spirit is given for 
the common good. (1 Cor. 12:7)

 NASB: But to each one is given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Spirit for 
the common good.

 NKJV: But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Spirit is given to each one for 
the profit of all.

 Συμφέρω (soom-fer’-o): to bear together, to profit together  



恩賜的目的

恩賜是聖靈給教會的禮物，不是為了造就個人，而是為了造就
基督的身體。造就自己的不是恩賜，造就全體的才是恩賜。

恩賜的使用必須經過聖徒的聯合，以及事工的配搭。凸顯自己
的不是恩賜，經過聯合與配搭的才是恩賜。

恩賜使人謙卑，因為恩賜是出於神，不是出於自己。使人自大
的不是恩賜，使人謙卑的才是恩賜。

11/5/2017 Warren Wang



損一人以利天下

獨不想一個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國滅亡，就是你們的
益處。（約11:50，大祭司該亞法預言耶穌之死）

耶穌自願為了世人而犧牲自己。這種甘心「損己益眾」的精
神，乃是基督的精神。

當聖靈充滿一個人的時候，他會變得更像基督，不再只顧自
己，甘心「損己益眾」。

在一個聖靈充滿的教會，人人都願意為了整體的益處而有所
犧牲。在這樣的氛圍之中，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人會顯得十
分突兀，格格不入。



甚麼是說方言？

「方言」的意思：地方語言，鄉談

「方言」的原文：γλῶσσα, glossa

1. 舌頭 tongue，一個身體的器官

2. 語言 language，一個地方的語言

「說方言」的原文：glossolalia 說出一種語言

1. Glossa：語言 language

2. Lalia：說話 speech



馬可福音 16:17

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
方言（glossa）。

說新方言：說新的語言 Speak in new tongues

為了將福音傳給天下萬民，門徒將會說出新的語言，使萬民
可以聽信福音。到了五旬節那一天，這件事果然發生了！



五旬節：說方言的恩賜第一次出現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
的話來。

那時，有虔誠的猶太人從天下各國來，住在耶路撒冷。
這聲音一響，眾人都來聚集，各人聽見門徒用眾人的
鄉談說話，就甚納悶，都驚訝希奇說：「看哪，這說
話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嗎？我們各人怎麼聽見他們說我
們生來所用的鄉談呢？」（徒2:4-8）



Gibberish, or legitimate language? 胡言幻語，還是正式的語言？

五旬節那天，方言的恩賜第一次出現，很明顯是正式的語言。
從各地而來的人聽到門徒所說的方言，非常驚訝，說：他們用
我們的鄉談，講說神的大作為！

方言的恩賜另外二次在使徒行傳出現，是 10:46 及 19:6。根據上
下文，並無任何理由認為這二處的方言是 gibberish，而非正式
的語言。

同樣的，聖經在其他地方講到方言，不必不加思索地就認為是
gibberish，也可能是 legitimate language，包括林前 12-14章。

11/5/2017 Warren Wang



聖靈的目的

從五旬節的經歷看聖靈降臨的目的

1. 聖靈賜給門徒話語的能力，使他們得以為耶穌作見證：

A. 方言的話語：門徒用眾人的鄉談（共15個地區），
向他們傳福音

B. 講道的話語：彼得向群眾講道，為耶穌作見證



聖靈的目的

從五旬節的經歷看聖靈降臨的目的

2. 聖靈賜給門徒生活的能力，使他們得以榮耀耶穌：

 信的人都受了浸，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
祈禱、分享所有、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讚美神。得
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聖靈賜給門徒生活的能力，他們在基督裡彼此相愛、喜
樂、敬畏神，使耶穌得著榮耀。



從哥林多前書 12 章1-7節看恩賜的目的

1. 恩賜：聖靈為耶穌作見證

弟兄們，論到屬靈的恩賜，我不願意你們不明白。你們作外
邦人的時候，隨事被牽引，受迷惑，去服事那啞巴偶像，這
是你們知道的。所以我告訴你們，被神的靈感動的，沒有說
「耶穌是可咒詛」的；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
「耶穌是主」的。（林前12:1-3）

關於屬靈的恩賜首先要明白的，就是聖靈引人歸向耶穌。若
不是被聖靈感動，沒有人能夠說「耶穌是主」。因為聖靈是
為耶穌作見證。



從哥林多前書 12 章1-7節看恩賜的目的

2. 恩賜：聖靈榮耀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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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卻是一位，在眾人裡面運行一
切的事。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全體）得益處
（for the common good）。（林前12:4-7）



哥林多前書十四章查經

追求與切慕

 你們要追求愛，也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其中更要羨慕的，是
作先知講道（原文作：是說預言）

追求：一種持續的行動，生活的方式。

切慕：一種熱烈的渴望，內心的狀態。

 先知講道（說預言）：先知是神的信差，預言是神的信息。
「作先知講道」就是「說出神的信息」。



恩賜的使用範圍

恩賜的使用範圍是教會，基督的身體。追求愛，是在教會裡追
求愛。切慕屬靈的恩賜，是在教會裡切慕屬靈的恩賜。

恩賜是為了基督的身體，使身體裡的肢體得益處。其中最要切
慕的，是先知講道的恩賜在教會中彰顯。

我不是為了自己而切慕恩賜，是為了教會而切慕恩賜。不是使
自己得榮耀，而是使基督得榮耀。不是使人看我，而是使人看
基督。

11/5/2017 Warren Wang



耶穌如何看「說預言」？

假冒為善的人哪，以賽亞指著你們說的預言是不錯的。
他說：「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他們將
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太15:7-9）

耶穌說，先知以賽亞責備百姓，就是在說預言。雖然以賽亞
並未預告將來的事，只是責備百姓，耶穌認為這就是說預言。

從舊約到新約，凡是神叫先知所說的話，都叫作「預言」。

 Prophesy is “forth-telling 將神的話直接說出來,” not necessarily 
“fore-telling 將未來的事事先說出來.”



哥林多前書十四章查經

你在說甚麼？

 那說方言的，原不是對人說，乃是對神說，因為沒有人聽出
來。然而，他在心靈裡卻是講說各樣的奧秘。（林前 14:2）

 For one who speaks in a tongue does not speak to men but to
God; for no one understands, but in his spirit he speaks mysteries.

 奧秘：神無所不知，奧秘是對人而言，不是對神而言。

 所謂「講說奧秘」，不是你向神講說神所不知道的奧秘，而是雖然你
在靈裡說話，可是別人卻聽不懂你在說甚麼，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
說甚麼。

 這樣的講說與人無益，不能造就人。



哥林多前書十四章查經

先知講道 vs 說方言

先知講道 說方言

造就、安慰、勸勉人 無

造就教會 造就自己

與人有益 與人無益（若無翻譯）



哥林多前書十四章查經

結論一

我願意你們都說方言，更願意你們作先知講道。（林
前 14:5）

說方言

先知講道



哥林多前書十四章查經

結論二

但在教會中，寧可用悟性說五句教導人的話，強如說
萬句方言。（林前 14:19）

說方言

先知講道（用悟性說教導人的話）



哥林多前書十四章查經

一節奇怪的經文

弟兄們，在心志上不要作小孩子。然而，在惡事上要
作嬰孩，在心志上總要作大人。（林前 14:20）

 Brothers and sisters, stop thinking like children. In regard 
to evil be infants, but in your thinking be adults.

 有何奇怪？這節經文本身有美好的意思，並不奇怪，怪
就怪在它出現的位置。

 一路都在說「說方言」，討論到一半，卻突然叫人「不
要作小孩子 Stop being a baby!」

 而且，甚麼是「惡事 evil」？



哥林多前書十四章查經

惡事：只顧自己，不顧整體的行為

善惡對比：

惡事：不然，你用靈祝謝，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
白你的話，怎能在你感謝的時候說「阿們」呢？你感謝的固
然是好，無奈不能造就別人。

善事：我感謝神，我說方言比你們眾人還多。但在教會中，
寧可用悟性說五句教導人的話，強如說萬句方言。

結論：弟兄們，在心志上不要作小孩子。然而，在惡事上要
作嬰孩，在心志上總要作大人。（林前14:16-20）



哥林多前書十四章查經

結論三

所以，全教會聚在一處的時候，若都說方言，偶然有
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進來，豈不說：你們癲狂
了嗎？若都作先知講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
言的人進來，就被眾人勸醒，被眾人審明，他心裡的
隱情顯露出來，就必將臉伏地，敬拜神說：神真是在
你們中間了！（林前 14:23-25）

說方言（你們癲狂了嗎？）

先知講道（神真是在你們中間了！）



哥林多前書十四章查經

結論四

所以我弟兄們，你們要切慕作先知講道，也不要禁止
說方言。（林前 14:39）

說方言（消極地不去禁止）

先知講道（積極地要去切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