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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課第二十課 論方言與先知講道論方言與先知講道
哥林多前書十四

崇拜聚會的一切活動都要規規矩矩的按次序而行

教會過分標榜說方言的恩賜，

造成聚會秩序的混亂。

保羅並不禁止信徒追求說方言，

勸勉他們要更注意追求先知講道道的恩賜，的恩賜，

先知講道的恩賜更能造就教會造就教會

未經翻譯的方言只能造就自己造就自己

基於愛的緣由，要追求多能造就教會的恩賜造就教會的恩賜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十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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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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祕。 3 但作先知講道的，是對
人說，要造就、安慰、勸勉人。 4 說方言的，是造就自己；
作先知講道的，乃是造就教會。 5 我願意你們都說方言，更
願意你們作先知講道；因為說方言的，若不繙出來，使教會被
造就，那作先知講道的，就比他強了。

‧方言與先知講道的比較 ‧方言與先知講道的比較

「方言」

最早出現在新約教會，

是在五旬節 徒二，

當門徒被聖靈充滿時，

他們說方言，

是可以聽得懂的別國語言

哥林多前書的方言 是一種聽不懂、超乎悟性的語言，

雖有意義，但需要把它翻譯成通用的語言，人才能聽得懂。



‧方言與先知講道的比較

「作先知講道」

原文作「說預言」，

直接宣講神的信息，包括預告未來。

這比方言好，可以使人聽得明白，並得造就。

先知講道是向人說的，

要「使他們得看造就、安慰和勸勉」十四3，

這對造就教會的益處比說方言更大；

方言的恩賜「不是對人說，而是對神說」十四2，

如果有人翻方言，教會也能得造就。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十四6 弟兄們，我到你們那裡去，若只說方言，不用啟示，或知識，或預言，或教
訓，給你們講解，我與你們有甚麼益處呢？ 7 就是那有聲無氣的物，或簫，或
琴，若發出來的聲音沒有分別，怎能知道所吹所彈的是甚麼呢？ 8 若吹無定的號
聲，誰能預備打仗呢？ 9 你們也是如此。舌頭若不說容易明白的話，怎能知道所
說的是甚麼呢？這就是向空說話了。 10 世上的聲音，或者甚多，卻沒有一樣是
無意思的。 11 我若不明白那聲音的意思，這說話的人必以我為化外之人，我也
以他為化外之人。 12 你們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屬靈的恩賜，就當求多得造就教
會的恩賜。 13 所以那說方言的，就當求著能繙出來。 14 我若用方言禱告，是我
的靈禱告，但我的悟性沒有果效。 15 這卻怎麼樣呢？我要用靈禱告，也要用悟
性禱告；我要用靈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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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你感謝的固
然是好，無奈不能造就別人。 18 我感謝神，我說方言比你們眾人還多。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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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性於教會生活的重要性

‧悟性於教會生活的重要性

有些人於聚會敬拜中出於炫耀的心態，

講一些別人聽不懂的話、造成聚會次序的混亂。

沒有禁止方言，三思「恩賜為要造就教會」

不論是教導、禱告、唱詩、祝謝，

都要用悟性，使人明白且得造就。

所以在教會中說方言的，當求能翻出來。

人必須清楚地說「聽得懂」的話來造就教會教會。

假如教會裡有人運用說方言的恩賜，

他也應祈求神賜翻譯方言的恩賜。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十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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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律法上記著：主說：我要用外邦人的舌頭和外邦人
的嘴唇向這百姓說話；雖然如此，他們還是不聽從我。 22 這樣看來，說
方言不是為信的人作證據，乃是為不信的人；作先知講道不是為不信的人
作證據，乃是為信的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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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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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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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言與先知講道的功用



說方言不是為了信的人做證據，乃是為了不信的人

‧方言與先知講道的功用

在心志上不要作小孩子十四20

指思想、悟性上漸趨成熟

方言不是在悟性上的功用

主說：十四21

我要用外邦人的舌頭

和外邦人的嘴唇

向這百姓說話；

雖然如此，他們還是不聽從我。
對慕道者和不信者來說

方言像是胡言亂語，沒有任何意義

先知講道能剖析他們的內心，使他們信服神

‧方言與先知講道的功用

方言是向不信的人做見證，

「外邦人的言語、舌頭，

只是使當時的猶太人

更加的剛硬不信。」

方言是上帝審判悖逆者的記號，

先知講道是神開恩給相信的人的證據

‧方言與先知講道的功用

使徒行傳五旬節已發生過這樣的例子：徒二

門徒得了聖靈的恩賜，

「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國的話來」。」。

從天下各國來的虔誠的猶太人又驚訝、又驚奇。又驚奇。

他們問：「我們各人怎麼聽見，

他們說我們生來所用的鄉談呢？？」」

說方言的恩賜是要給猶太人作記號，

表明舊約預言已在他們的日子應驗了。了。

彼得向猶太人說：「這正是先知約珥所說的所說的」」

說方言的功用是要對不信的人做記號

先知講道是對信的人做證據先知講道是對信的人做證據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十四26 弟兄們，這卻怎麼樣呢？你們聚會的時候，各人或有詩歌，
或有教訓，或有啟示，或有方言，或有繙出來的話，凡事都當造就
人。 27 若有說方言的，只好兩個人，至多三個人，且要輪流著
說，也要一個人繙出來。 28 若沒有人繙，就當在會中閉口，只對
自己和神說就是了。 29 至於作先知講道的，只好兩個人或是三個
人，其餘的就當慎思明辨。 30 若旁邊坐著的得了啟示，那先說話
的就當閉口不言。 31 因為你們都可以一個一個的作先知講道，叫
眾人學道理，叫眾人得勸勉。 32 先知的靈原是順服先知的； 33

因為神不是叫人混亂，乃是叫人安靜。

‧聚會中運用恩賜的原則



‧聚會中運用恩賜的原則

有些恩賜真的有神的能力同在

話語方面的恩賜：方言、先知講道

「有如兩刃的利劍」

話語的恩賜是要造就教會，

不是求自己的滿足

信主的人，神給我們恩賜，

運用恩賜不是要讓我們自己滿足

運用恩賜為要造就教會

好比不成熟的小孩子炫耀手中的新玩具

運用恩賜不是炫耀 – 特別在還不純熟的時候

‧聚會中運用恩賜的原則

「輪流說」方言、先知講道

上帝是注重次序的神，

被神的靈所感動而說話，都應有節制、自制，

讓其他也領受恩賜的要輪流說。

教會崇拜有唱詩、教訓、啟示、方言，

又有翻譯出來的方言。

崇拜的焦點在於造就教會。

若有人說方言，要兩三個人輪流說

若有人講道，也要輪流說

其餘的「慎思明辨、衡量他們所講的」

‧聚會中運用恩賜的原則

上帝如果給基督的群體引導、帶領，

一定會以兩三個人的口做見證，

相互印證上帝的帶領引導

同時建立敬拜中的次序

「輪流說」方言、先知講道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十四34 婦女在會中要閉口不言，像在聖徒的眾教會一樣，
因為不准她們說話。她們總要順服，正如律法所說的。 35

她們若要學甚麼，可以在家裡問自己的丈夫，因為婦女在
會中說話原是可恥的。 36 神的道理豈是從你們出來嗎？
豈是單臨到你們嗎？ 37 若有人以為自己是先知，或是屬
靈的，就該知道，我所寫給你們的是主的命令。 38 若有
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

‧論婦女講話



當時社會風俗兩性互動相當不平等，

婦女不可拋頭露面。

婦女進入教會只要蒙頭，

也可運用恩賜彼此服事。

聚會當中如果有問題

可以回家問弟兄，

避免造成聚會的混亂。

‧論婦女講道

保羅並非禁止姊妹說話、

而是對當時的姊妹有適當的保護來運用恩賜

‧結論 十四39-40

幫助弟兄姊妹更純熟的運用恩賜，

特別是「話語」的恩賜，

學習彼此建立

引導教會有次序的被建立、往前行

所以我弟兄們，

你們要切慕作先知講道，

也不要禁止說方言。

凡事都要規規矩矩的按著次序行。

你們要切慕作先知講道，

也不要禁止說方言。

凡事都要規規矩矩的按著次序行。

‧使徒行傳的例證 徒十三章

保羅準備出發出去傳道

他們聽見聖靈藉著先知所說的話，

於是禁食禱告，

印證上帝所給生命當中的差遣

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

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

去做我召他們所做的工。

‧使徒行傳的例子 徒十三章

不是巴拿巴與掃羅兩個人的事，

而是教會整體的宣教服事。

是為教會肢體生活當中，

健全的運作模式

在教會一起的敬拜當中，

領受上帝所給的指示，

應證上帝已經給的託付，

以致被差遣、出去宣教



‧何謂「方言」

原文的意思是「舌音」，舌頭所發出的聲音。

舊約希伯來文「各族各方的言語」也是相同的字

是聖靈賜給信徒的口才，

說了連自己也聽不懂的話，

只有神才聽得懂的話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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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是講說各樣的奧祕。十四2

‧何謂「方言」

我若用方言禱告，是我的靈禱告，

但我的悟性沒有果效。十四14

悟性：心思、頭腦，知識性的活動

方言：出於「靈」的活動，超越悟性所能了解

我用靈禱告，也要用悟性禱告；

我用靈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十四15

用靈祝謝。十四16

用聽得懂的語言表達，是「悟性禱告」

出於靈的活動，是「靈禱告」，

表達出來的就是「方言禱告」

‧何謂「方言」

說方言的，是造就自己；

作先知講道的，乃是造就教會。十四4

方言的價值停留在「靈禱告」，

靈裡的禱告、說出方言，

是對神說、使個人得造就。

學習操練造就教會的恩賜，

要自己在上帝面前先被建立造就，

方言有這樣的功能，

方言是超越悟性、在靈的範疇之內

‧「方言禱告」與「方言講論」的差異

方言禱告：

個人的禱告敬拜、

更深的與神互動，靈禱告

從自己與神之間、擴大到教會當中，

一同從聖靈得著恩賜、彼此建造

公開說方言：

需要翻譯出來、成為悟性言語，

使教會得造就



禱告禱告

有時個人與你間的關係會流於貧乏，

會因為經驗、知識、悟性的限制，

沒有辦法更深的認識你。

感謝你賜下方言的禱告，

讓我們的靈可以更豐富的認識你、更愛你，

讓我們的心和口向你是敞開的

渴望在建造教會的當中，

我們自己被建立，更深的愛你、認識你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運用恩賜要以什麼為原則？

根據舊約與使徒行傳，

神賜給教會說方言的恩賜，

是要給信的人或不信的人作記號？

click 左下角 可以閱讀解答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運用恩賜要以什麼為原則？

林前十四26 以造就教會、造就人為原則

根據舊約與使徒行傳，

神賜給教會說方言的恩賜，

是要給信的人或不信的人作記號？

為給不信的人作記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