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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恩問題靈恩問題

我們來看林前十二－靈恩的問題，論到屬靈的恩賜的一些教導。…
哥林多信徒聚會還有生活的思緒，就顯出了他們問題的根源，

放在靈恩問題 事 也是 樣 也 是說信仰放在靈恩問題的事上也是一樣，也就是說信仰的核心

必須以耶穌為主，否則就會有各樣問題的產生。

十二1「弟兄們，論到屬靈的恩賜」，這是保羅的習慣用語：十二1 弟兄們 論到屬靈的恩賜」 這是保羅的習慣用語

十1「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曉得」，

十一3「我願意你們知道」，

十二1「我不願意你們不明白」。就讓我們看到對屬靈恩賜的原則，

應該有基本的認識，所以保羅說：「論到屬靈的恩賜，我不願意你們不明白。」

2 3 就講到恩賜的目的 這是非常重要的2-3 就講到恩賜的目的，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們不明白 2-3，在十二4 以後，還有十四方言的問題，

很多關於恩賜的教導，我們就沒有辦法抓住它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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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關於恩賜的教導 我們 沒有辦 抓住它的重

所以十二2-3 很重要。

恩賜的目的是為著來事奉、服事主耶穌，服事神，

還有呢 就是要來見證主 不光是事奉主 還要見證主還有呢，就是要來見證主，不光是事奉主，還要見證主。…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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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 也沒有能說 耶穌是主』的 」

當我們被聖靈感動，我們就稱耶穌是主，

所以不但恩賜的目的是為著事奉，也是為著見證耶穌是主。

當 看 叫人得益處當然恩賜的目的從 7 看到的，也是要叫人得益處；

十二12-26 要讓教會得益處，不單是讓個人得益處，也是讓教會得益處

保羅在這裏提醒他們已經知道的事情，就是保羅在這裏提醒他們已經知道的事情，就是

敬拜外邦偶像事實上也會有邪靈所感而說話的，

所以不是「靈感說話」本身是聖靈的印證

而是聖靈感動說出有意義的、而且是基督徒信仰核心的

「耶穌是主」，那才是聖靈居衷、聖靈在我們心中的一個證據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 個分辨 非常重要的 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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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分辨、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猶太人認為如果有人說「耶穌是主」就是褻瀆神，因為主就是與耶和華一樣的稱號、

稱謂。那麼外邦人稱許多的神、許多的主，不是真正的在敬拜真神。稱謂。那麼外邦人稱許多的神、許多的主，不是真正的在敬拜真神。

所以凡是認耶穌是主的，那就是跟外邦稱許多的神、許多的主，是有所分別。

「耶穌是主」是初代基督徒的信仰核心，涵蓋著耶穌十架捨命、復活升天統管萬有，

就好像現在我們所看到的，以及林前二10-13 只有聖靈感動人，人才可以真正的

來做這樣的認信，也就是知道耶穌的十架捨命復活升天統管萬有，

「耶穌是主 是初代也是現在基督徒信仰的核心。「耶穌是主」是初代也是現在基督徒信仰的核心。

當然我們也知道所有的恩賜都是聖靈隨己意給，

我們也知道要把一切榮耀歸神，但是人其實常常是竊奪神的榮耀，我們也知道要把 切榮耀歸神 但是人其實常常是竊奪神的榮耀

我們也常常是把這些外顯的能力，當作是唯一來看神同在的證明，

這是有它的一個偏差，我們一定要非常小心的分辨。

在我們的信仰核心「耶穌是主」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此十二1-3 特別是 2-3 講到非常重要的恩賜的目的為著事奉主、為著見證主，

為著要使人、也使教會得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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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著要使人、也使教會得益處。

基督徒信仰核心「耶穌是主」才是我們有聖靈在我們裡面的一個證據。



4-6 恩賜的聯結，我們看到三一真神密切的關聯是缺一不可的；

在這個恩賜的聯結上我們清楚知道，在這個恩賜的聯結上我們清楚知道，

這是合一又有分別的一個例子：

三位一體的神是合一的神，位格不可混，尊榮不可分，

神的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合一的肢體

但合一不是都是一樣的，因為身體上有不同的肢體，

需要彼此的配搭 這也就是分別需要彼此的配搭，這也就是分別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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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人裏面運行一切的事。」功用也有分別 神卻是 位 在眾人裏面運行 切的事 」

直譯的話就是說：恩賜有多種，聖靈卻是一位；

事工有多種，主卻是一位；能力有多種，神卻是一位。

這個「職事」就是指恩賜實際運用的方式，

也就是服事的這樣的一個職份，

功用就是指恩賜的果效或者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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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用就是指恩賜的果效或者是能力。

7-11 恩賜的種類，前提是恩賜在個人身上是為叫人得益處。…
羅十二4-8 有七種：說預言也就是先知性的言語，

作執事的、作教導的、勸化的、施捨的、治理的、憐憫人的

弗四11 有使徒 有先知 有傳福音的 有牧師和教師弗四11 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在羅馬書十二章有七種，以弗所書四章有五種。

林前十二有九種，可以分成三個組，

有教導類，就是智慧的言語還有知識的言語：有教導類 就是智 的言語還有知識的言語

智慧的言語強調神的啟示，和福音信息以及聖經的真理有關；

知識的言語是偏重在人對神的道的一個領悟、了解，還有體會

超然能力類 講到信 講到醫病 講到行異能超然能力類，講到信心、講到醫病、講到行異能

靈感說話類，有作先知、有辨別諸靈、說方言、翻方言

所以在 7-11 看到有恩賜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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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 7 11 看到有恩賜的種類

12-27 恩賜的運用，講到了身體，講到了肢體。…
12- 13 「一個身體」，12 -27 有四次提到「一個身子」，身子的頭就是基督；12- 13 一個身體」，12 -27 有四次提到 個身子」，身子的頭就是基督；

基督也是教會的元首。我們看到有身體跟頭跟元首的密切關係；

也看到身體跟許多不同的肢體的密切關係；也看到肢體，是從一位聖靈受洗。

新約提到「聖靈的洗」有七次：太三11、可一8、路三16、約一33、徒一 5、
徒十一16、林前十二13。整個「聖靈的洗」可以分成三類：

預言性的 福音施洗約翰的預言 使徒行傳是主耶穌升 前1. 預言性的，四福音施洗約翰的預言，使徒行傳是主耶穌升天以前

對門徒的應許，就是五旬節聖靈降臨，這屬於預言性的。

2. 歷史性的，在哥尼流家裡一切聽道的人，2. 歷史性的 在哥尼流家裡 切聽道的人

他們因相信而受聖靈的洗，而且是在水洗之前。

3. 教導性的，就是保羅將聖靈的洗的神學的意義來教導信徒，

因為受聖靈的洗就成為基督的身體，

13「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

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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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從 位聖靈受洗，成了 個身體，飲於 位聖靈。」

「都從」就是指所有的信徒在悔改信主的時候，我們就受了聖靈的洗。

14-27 要在愛裡面來運用恩賜。…
因為恩賜各有不同，所以要互相的尊重，功用也各有不同，所以要互相的配搭，因為恩賜各有不同，所以要互相的尊重，功用也各有不同，所以要互相的配搭，

果效也各有強弱，所以我們要彼此相顧。講到在教會生活當中，我們都領受了

神給我們的禮物，也就是聖靈隨己意所給我們的恩賜，我們需要彼此的配搭。

經文用比喻來說的是蠻貼切的：17 如果全身都是眼，那怎麼樣來聽聲音呢？

如果全身都是耳朵，那從哪裡來聞味呢？

我們就會看到每一個肢體所領受的恩賜都是十分的寶貴的，沒有什麼強弱，我們就會看到每一個肢體所領受的恩賜都是十分的寶貴的，沒有什麼強弱，

也沒有什麼大小之分，我們如果明白彼此的恩賜，我們在配搭服事的時候，

就能夠更多的來認識對方、包容對方。因為恩賜所顯出的樣式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是互相的尊重，我們是彼此的配搭，我們是彼此的相顧。

那目的是什麼呢？要讓這個身體更榮美、元首得到榮耀，讓每一個人都可以有益處，

教會也可以得到益處，這就是恩賜的配搭是非常寶貴的，

不是來顯出哪一個人特別的能力強、厲害、高舉自己，輕看別人，絕對不是這樣。

所以教會裡面我們的配搭聖工，在恩賜的發揮上彼此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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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教會裡面我們的配搭聖工，在恩賜的發揮上彼此了解，

在服事上我們可以更融合，我們在配搭上就可以更順利，這是非常好的。



如果我們不知道自己的恩賜，可能是參與事奉太少，或者沒有參與事奉；

傳道人知不知道你教會裡面的弟兄姊妹每一個人的恩賜呢？這個也是我們傳道人知不知道你教會裡面的弟兄姊妹每一個人的恩賜呢？這個也是我們

需要好好的去觀察，否則怎麼樣能夠邀請他們做合於他們的服事項目呢？

每個人都要了解，我們都有上帝所給我們，聖靈隨己意所給我們的禮物，

如果不明白自己的恩賜，那是沒有在服事當中去操練

如果我們羨慕別人，也強求這樣，

那就顯不出真正上帝在我們身上的心意那就顯不出真正上帝在我們身上的心意、

聖靈在我們身上所放下的美好的祝福

或者說有人他不知道他身上有恩賜的，那我們就要告訴他，或者說有人他不知道他身上有恩賜的 那我們就要告訴他

也許有弟兄姊妹以為只有牧者、傳道人、同工才會有恩賜吧，

當然不是，每一個神的兒女我們都領受了這個寶貴的禮物，

如果我們沒有參與在服事中，那恩賜的顯明就不太容易

如果我們去仿效別人的恩賜，那自己的這一份也不容易顯出來

作牧者的更要能夠清楚的看見弟兄姊妹，上帝所給的哪一份特別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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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牧者的更要能夠清楚的看見弟兄姊妹，上帝所給的哪一份特別的禮物，

以至於我們可以就著他們的恩賜，然後呢來邀請他們參與不同的服事

28-31 恩賜還有職事，在事奉的時候顯明恩賜的職事，也是一種服事的職分。…
職事的種類，就是服事職分的種類還有次序，保羅在這裡就舉一些不同的恩賜為例，職事的種類，就是服事職分的種類還有次序，保羅在這裡就舉 些不同的恩賜為例，

一切都是為著建造教會，這邊講到神在教會所設立的，首先是使徒，

接著是先知，接著是教師，接著是行異能的，

還有醫病的，幫助人的，治理事的，說方言的。

當然他再次的說，不是每個人都是做使徒，每個人都做先知，

每個人都做教師，這個教導跟前面的經文就是一樣的每個人都做教師，這個教導跟前面的經文就是一樣的。

這地方講到先知跟使徒，不是舊約時代的先知或是耶穌、保羅時代的使徒，

因為這些所謂的先知跟使徒是直接領受神的話語，接受神的啟示聖靈的默示。因為這些所謂的先知跟使徒是直接領受神的話語 接受神的啟示聖靈的默示

對於使徒來說聖靈的默示，就是把神的話語能夠記下，

或者說在聖靈的默示之下，成為我們今天所讀的聖經。

新舊約的正典在第一世紀已經完成了，所以今天不再需要狹義性的先知和使徒。

不論是舊約的先知、新約的使徒，直接領受神的話語然後寫下了神的教導，

寫下了聖靈默示，所寫下的就是今天我們說新舊約的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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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下了聖靈默示，所寫下的就是今天我們說新舊約的聖經，

那這個在第一世紀正典已經完成，這是所謂狹義性的先知和使徒。

今天所謂的先知和使徒不是正典式的功能性質的恩賜，

它是非正典性的功能性質的恩賜 當然還是可以存在到如今它是非正典性的功能性質的恩賜，當然還是可以存在到如今，

也就說所謂先知恩賜就是先知性功能的這個言語，

或者說講論的這樣的一個恩賜或者說講論的這樣的 個恩賜

也就是他可以有效的領悟並且傳講神的道

例如說牧者、傳道人，

他有 恩 是 性功能的這個言語 這樣的恩他有先知恩賜是先知性功能的這個言語，這樣的恩賜。

那麼使徒的恩賜也是一樣，就是使徒性功能的這個恩賜，

那是神賜下能力往各處去傳道那是神賜下能力往各處去傳道，

而且在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文化當中然後能夠來把福音傳開。

今日的所謂先知跟使徒跟在舊約時代以及新約的耶穌、今日的所謂先知跟使徒跟在舊約時代以及新約的耶穌

保羅時代的使徒，基本上是不一樣的，前者是狹義性的，

後者呢，我們是說他是有先知性、或者是使徒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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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樣的言語，這樣講說的恩賜。

31「你們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更大的恩賜，是以複數的型態，就是 28 所看到的：使徒、先知、教師這三種，更大的恩賜，是以複數的型態，就是 28 所看到的：使徒、先知、教師這三種，

還有十四1 要羨慕做先知講道的，先知性功能的言語、講說的這個恩賜，

追求這樣的恩賜，整體來說就是那些可以造就全教會的，與悟性有關的恩賜。

造就全教會，意思就是話語，話語非常的重要，從神領受教導，從神領受話語，

事實上我們今天已經有了整本的聖經，從聖經當中來明白體會神的心意，

然後來忠心的傳講，就是造就全教會，這樣的跟悟性有關的恩賜。然後來忠心的傳講，就是造就全教會，這樣的跟悟性有關的恩賜。

但是卻是要注意是要用全備的愛來運用，一切都是要以愛作為根基，

所有的恩賜都是要在愛中來運行、來運用。所有的恩賜都是要在愛中來運行 來運用

愛基本上不是恩賜，如果你把愛當做恩賜也許就可以拿來當作藉口，

「我沒有愛，我沒有這個恩賜，我愛不出來。」基本上愛不是恩賜，愛是生命，

所以這地方講「最妙的道」事實上就是最好的一條路、最美好的一條路、

最寶貴的一個途徑，那就是愛。

所以用全備的愛來運用恩賜，這是保羅在第十二章最後一句話是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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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用全備的愛來運用恩賜，這是保羅在第十二章最後一句話是非常重要，

以至於就引到第十三章講到了愛，我們再強調—愛不是恩賜，愛是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