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賜的本質與功用 ‧愛的原動力

第十九課 論屬靈恩賜
哥林多前書十二-十三

哥林多教會不缺乏恩賜，
卻引起紛爭結黨、高舉某些外在恩賜，
保羅有鑑於此，特別強調：
¾ 不同恩賜的來源與應有的配合（十二）
¾ 愛在運用恩賜上的重要性（十三）

¾ 教會中造就他人與維持秩序的重要性（十四）

‧恩賜的本質與功用 ‧愛的原動力
真假的靈（1-3）：
提醒有異教背景的第一代信徒，超自然能力的彰顯
所以我告訴你們，
所以我告訴你們，
被神的靈感動的，沒有說耶穌是可咒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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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
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十二3
十二3
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
超自然的能力不一定皆出自聖靈，也可能來自邪靈，
哥林多信徒先要分辨「恩賜」的來源。
真、假的靈，主要的分別在於對耶穌的態度

恩賜雖多，但出自同一位聖靈；
肢體雖多，但隸屬同一個身體。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十二1 弟兄們，論到屬靈的恩賜，我不願意你們不明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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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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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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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十二4 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卻是一位。 5 職事也有分別，
主卻是一位。 6 功用也有分別，神卻是一位，在眾人裡
面運行一切的事。 7 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
處。 8 這人蒙聖靈賜他智慧的言語，那人也蒙這位聖靈
賜他知識的言語， 9 又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信心，還
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醫病的恩賜， 10 又叫一人能行異
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別諸靈，又叫一人
能說方言，又叫一人能繙方言。 11 這一切都是這位聖靈
所運行、隨己意分給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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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賜的不同類別、職分、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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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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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叫人得益處。
恩賜都出自三位一體的神。
聖靈給予各信徒不同的恩賜，
是叫整體教會得益處，
認耶穌為主以敬拜基督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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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8-10

保羅列出屬靈恩賜的清單，
是當代教會所顯出來的，
對照羅馬書、
以弗所書恩賜清單。

在教會中有何樣的需要，
上帝就會給何樣的恩賜，
給我們屬靈的能力，能夠彼此服事
彼此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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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的比喻：
保羅用人的身體作比喻，
說明擁有不同恩賜的信徒彼此的關係。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恩賜的列舉

繼續課程

十二12 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
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 13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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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身子原不是一個肢體，乃是許多肢體。

身體的比喻：
我們雖然多，仍然是一個身子。
身體是由許多肢體構成的，肢體之間關係密切。
個別信徒藉聖靈的洗連於基督，與主聯合，
有份於耶穌的身體、即教會，彼此互為肢體。
十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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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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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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的比喻：
有腳說、手說、眼說，
不同的肢體開口說話。
不要分門結黨，
不可能全身都是手、都是腳。

繼續課程

十二15 設若腳說：我不是手，所以不屬乎身子；它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
子。 16 設若耳說：我不是眼，所以不屬乎身子；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屬乎
身子。 17 若全身是眼，從那裡聽聲呢？若全身是耳，從那裡聞味呢？
18 但如今，神隨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排在身上了。 19 若都是一個
肢體，身子在那裡呢？ 20 但如今肢體是多的，身子卻是一個。 21 眼不
能對手說：我用不著你；頭也不能對腳說：我用不著你。 22 不但如此，
身上肢體人以為軟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23 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
的，越發給它加上體面；不俊美的，越發得著俊美。 24 我們俊美的肢
體，自然用不著裝飾；但神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
體， 25 免得身上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顧。 26 若一個肢體受苦，
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

‧恩賜的本質與功用 ‧愛的原動力
身體的比喻：
比較俊美的肢體要幫助一些不俊美的，
使它越發體面、越發俊美。

如果有一些肢體恩賜不夠明顯、不夠能幹，
上帝要我們學著去服事他，我們就得著恩賜。
有人需要服事，所以上帝給恩賜，
我們因為服事人，就領受了恩賜。

肢體彼此需要同在一個身體當中，
不能自我隔絕，或互相排斥，
乃要彼此配搭，
互相照顧，
有苦同當，有樂同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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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的比喻：
如果你我就是那比較不俊美、
軟弱的肢體，
上帝必須把恩賜給其他的肢體，
好叫他們來服事我們。
我們因接受別人的服事，
一同經歷聖靈所賜的恩賜。
恩賜使得身體被建造、教會能夠成長，耶穌得著榮耀。
保羅幫助我們看見：不是看自己、乃是看整體，
因著彼此配搭、需要、照顧，身體逐漸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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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賜的本質與功用 ‧愛的原動力
身體的比喻：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十二27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 28 神在教會
所設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其次是行
異能的，再次是得恩賜醫病的，幫助人的，治理事的，說方言
的。 29 豈都是使徒嗎？豈都是先知嗎？豈都是教師嗎？豈都
是行異能的嗎？ 30 豈都是得恩賜醫病的嗎？豈都是說方言的
嗎？豈都是繙方言的嗎？ 31 你們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賜。
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在耶穌基督的身體當中，
我們彼此都做肢體、
上帝安排我們成為不同的肢體。
認清自己是何樣的肢體、
上帝給我何樣的恩賜。
給我恩賜是為要去服事造就有需要的肢體，
讓我們沒有孤零零一個人做基督徒，
經歷在身體裡彼此服事所彰顯的恩賜與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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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我們會太謙卑而近乎自卑，
推託什麼都不能做、什麼都不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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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賜。
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十二31
「最妙的道」就是愛
愛就是運用恩賜的方式和目的。
恩賜是重要的，它們都是神給教會的供應，
正如孩子所需要的幫助、教導，才能長大成熟。

在耶穌基督的身體當中，上帝一定給我們恩賜。
求上帝顯明我們的恩賜：
¾ 求多得造就教會的恩賜 – 如使徒、先知、教師
¾ 現在有何樣的需求，就求怎樣的恩賜來造就教會

愛就像一個成年人健全的心智，
知道如用正確的方法去做正確的事。
有這樣的成熟程度，是因為得著聖靈的恩賜。
用愛的方式服事、運用恩賜，愛是重要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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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原動力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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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1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
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 2 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

明白各樣的奧祕，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
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甚麼。 3 我若將所有的賙濟
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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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重要性 十三1-3：
若沒有愛，則沒有一樣恩賜是有益的。
¾ 說萬人的方言、先知講道之能
¾ 有全備的信、能夠移山
「卻沒有愛」
¾ 賙濟窮人、捨己身叫人焚燒，
「卻沒有愛」
非常有能力的恩賜，如果沒有愛，是算不得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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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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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4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自誇，不張狂， 5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
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 6 不喜
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8 愛是永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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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特點 十三4-8：
是非常平衡的
¾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愛絕不姑息罪惡
¾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愛使人永不失去信心和盼望
且在任何處境下皆能堅定不移
求聖靈提醒我們，願意、渴望活在愛中、活出愛

‧恩賜的本質與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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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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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8 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說方言之能終必停
止；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 9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
先知所講的也有限， 10 等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
於無有了。 11 我作孩子的時候，話語像孩子，心思像孩
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 12

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糢糊不清（原文作：如同猜
謎）；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
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13 如今常存的有信，
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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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原動力
愛的超越性 十三8-13：
對主的認識像是
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
表明對屬靈的奧祕了解很有限

等到基督再來，
「那時就要面對面」，
對神的事完全知道了，
自然也就不再需要這些恩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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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超越性 十三8-13：
各種恩賜都有消失的時候，
愛是沒有止境、永不止息的。
「等那完全的來到 」十三10
指基督第二次再來，世界終了之時，
教會建造完成、不再需要恩賜，
與神面對面、仿彿孩子長成了！
教會在未達成熟的階段，
需要一些特別的恩賜
幫助認識神、經歷神的能力，
幫助如孩子般的教會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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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超越性 十三8-13：
恩賜對比於愛，愛是永不止息的。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
其中最大的是愛。十三13
當主再來時，
¾ 信的對象已經與我們面對面
¾ 所有的盼望也實現了
¾ 但愛仍大放異彩、帶進永恆的
愛從現在就開始，不斷的付出、領受，比任何恩賜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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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原動力
基督徒生命的特徵
¾ 是努力追求屬靈的恩賜
¾ 在愛中應用恩賜、彼此建立
使基督徒生命和教會生活和諧有序。

在每天運用恩賜的時候，
所求的不是為了自己的滿足、
別人被建立而已，
而是更思想與愛的源頭連結，
從生命不斷的流露出愛，
愛的本身成為我們的飽足。

問題思想

click 左下角

禱告
謝謝耶穌降下聖靈、賜下各樣的恩賜，
使得這個世代從我們身上可以
認識你的榮美、恩賜、救贖計畫。
你建立教會的計畫從來沒有停止過，
你的愛激勵我們，
我們也願意在愛中不斷的彼此服事。
常常給我們願做的心，常被你提醒，
用你的方式、你的愛來彼此建立，願你得著榮耀。

可以閱讀解答

¾ 在林前十二章，保羅以什麼為比喻，
說明擁有不同恩賜的信徒彼此的關係？

問題思想
¾ 在林前十二章，保羅以什麼為比喻，
說明擁有不同恩賜的信徒彼此的關係？
 身體的比喻

¾ 和「愛」比較，
聖靈所賜的恩賜是暫時或是永存的？

¾ 和「愛」比較，
聖靈所賜的恩賜是暫時或是永存的？
 愛是永不止息，恩賜是暫時、會停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