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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的恩賜 — 專門看全本聖經中對聖靈的恩賜
講得最完整的 林前十二、十三、十四章 …
聖靈的恩賜並不是在系統神學的比重特別高，
而是因為在這個時代的爭議特別大 —
聖靈的恩賜，就是所謂靈恩，
 我們用安靜的心仰望神的靈，
藉著神的
藉著神的話、建立從主而來的共識
建 從主 來的共識
 用禱告的心來進行靈恩方面的討論

音量、全螢幕

林前十二1-3 弟兄們，論到屬靈的恩賜，我不願意你們不明白。
弟
到屬靈的恩賜 我
意你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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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花很多時間講靈恩的人，
太多時間在講相關的經歷，卻相對把救恩淡化了。
一開始就要講聖靈的感動使我們能夠認出耶穌是主，
因為這是最重要的！所以要注意這個現象 —
任何的聚會、特會，特別是佈道會，
 焦點在聖靈的恩賜帶來的的祝福，如醫病等等
 卻對「救恩」模模糊糊、輕描淡寫就帶過去了
那就是本末倒置…
有些聚會號稱是「聖靈恩膏醫治佈道大會」，
有些聚會號稱是
聖靈恩膏醫治佈道大會」
卻只有以醫病、唱歌為主題，
耶穌是救主 救恩之道 輕描淡寫 忽略過去
耶穌是救主、救恩之道，輕描淡寫、忽略過去，
 病醫好了以後還會再病，而且一定會死
 如果得到耶穌的救恩，是永遠不死
如果得到耶穌的救恩 是永遠不死
兩個不是二分法，而是把優先次序弄清楚就是了。

從前作外邦人的時候，隨事被牽引，
受迷惑 去服事那啞巴偶像
受迷惑，去服事那啞巴偶像。
被神的靈感動，才能說「耶穌是主」。
能夠認出「耶穌是主」，是聖靈最大的恩賜。

先告訴我們 — 不同的恩賜是由同一個來源…
十二4-6 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卻是一位。

職事也有分別，主卻是一位。
頭銜，不同的同工有不同的頭銜，
執事、長老、司庫、教師，
不同的職務、來自同一位主
功用也有分別，神卻是一位，
在眾人裡面運行一切的事。
剛好告訴我們三 神 —
剛好告訴我們三一神
4 來自同一位聖靈
5 主就是聖子
6 神卻是一位，以聖父為代表，三位是一體的
簡單的說：不同的恩賜 不同的執事 不同的功用，
簡單的說：不同的恩賜、不同的執事、不同的功用，
都來自同一位神。

恩賜共同的目的…
十二7 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

動機搞清楚，追求恩賜最重要的
舉例一連串的恩賜…
十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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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名詞在現代有些誤用 — 指著某人，講一些奧秘的事情。
靈恩派領袖溫約翰，有一次坐飛機，
靈恩派領袖溫約翰
有 次坐飛機
靈裡的眼睛看到旁邊男人臉上有個字「姦淫」，
另 個字是女人的名字 瑪莉」，
另一個字是女人的名字「瑪莉」，
是這男人的外遇…
那
那一天他承認了他的罪、他信主了
天他承認了他的罪、他信主了
 溫約翰真的很有恩賜，我們承認到如今還有這個恩賜

智慧跟知識，主要是在講講道的恩賜，放在最前面。
十二9-10 又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信心，

有人一信主就一直有很強的信心
有人
信主就 直有很強的信心
還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醫病的恩賜，
又叫 人能行異能 又叫 人能作先知
又叫一人能行異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
可能是像亞迦布這樣的先知 — 指著保羅說預言
又叫 人能辨別諸靈，
又叫一人能辨別諸靈，
約壹 一切的靈不可都信，要分辨
又叫一人能說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
不要以為這是所有的恩賜，
這只是舉例說明而已。
這只是舉例說明而已
十二11 這一切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

隨己意分給各人的。

這個恩賜其實是類似 使徒行傳 亞迦布的恩賜 —
徒十一28 指著將來要發生的饑荒就先預告
著 來
饑荒就先 告
徒廿一10-11 指著保羅說預言，說保羅要被補
後來都應驗了，他真的有恩賜、是先知。
 這樣的先知是比較狹義的定義 —
指著某一個人未來要發生的事情來說預言
 廣義的先知，從舊約到新約都一樣，是在講神的道
有人卻把這個恩賜解釋叫做智慧的言語、知識的言語，
 智慧 sophia 新約出現 51 次
次，
 從來不是講「說一些個人奧秘的事情」
 通常講神的道
通常講神的道，或者人生、屬靈的智慧
或者人生 屬靈的智慧
 知識 gnosis，英文 know 從這裡來的，
 新約出現 29 次，在談關於人生重要的知識
 不是在講亞迦布、溫約翰所講的…

12-27 不同的恩賜像身體上的不同的肢體、不同的器官，

不是要互相否認，而是要互相肯定、互相配搭。
肯定
搭
 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
每一個肢體、器官、每一種恩賜都是需要的
 如果小指頭受傷，不會說那個指頭受傷了，
會說我受傷了，表達全身是一體的
伊索寓言裡一個故事很能夠來做一個例證…
伊索寓言裡
個故事很能夠來做 個例證
有一天獅子在睡覺，老鼠把獅子吵醒了，
老鼠請獅子饒命 說 我 定會報答你的
老鼠請獅子饒命，說：我一定會報答你的。
獅子覺得好笑，把小老鼠丟掉，
根本不相信小老鼠怎能報答他呢？
過了不久獅子掉到陷阱網羅裡面，
獅子慘叫 老鼠聽見了，這下真的可以報答獅子了，
獅子慘叫、老鼠聽見了，這下真的可以報答獅子了，
老鼠就把繩索咬斷，獅子掙脫了網羅、逃走了。

這比喻告訴我們，不能小看老鼠，獅子也不應該驕傲，
這也可以用在教會的配搭 — 不能小看某弟兄
看某弟
小小的恩賜，在上帝的心目中都是很重要的。
12-27 告訴我們不可以驕傲…
十二21 眼不能對手說
眼不能對手說：「我用不著你。」
我用不著你 」

頭也不能對腳說：「我用不著你。」
例如講道，不要以為自己多麼體面、風光，
講道
麼
不體面的、不俊美的，上帝還是很肯定他的。
教導的、講道的、佈道家，是很體面，
其實不是讓你覺得驕傲或風光
其實不是讓你覺得驕傲或風光，
 主耶穌告訴我們 — 不要喜歡人家叫你老師、
叫你師父 其實這是更危險的
叫你師父，其實這是更危險的
 很體面的服事，如果不好好做、罪更重了！

十二31 你們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賜。

十二28 神在教會所設立的：

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
第
第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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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助人的，治理事的，說方言的。
再一次舉例說明
再
次舉例說明 — 神為了教會的需要所設立的
神為了教會的需要所設立的，
為了讓教會得到建造，祂設立的各樣的職份。
另外一個重點
另外
個重點 —
上帝不是要讓我們都去追求同一樣恩賜…
十二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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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豈都是得恩賜醫病的嗎？
豈都是說方言的嗎？豈都是翻方言的嗎？
教會有各樣的恩賜，很豐富、多彩多姿，教會才會很健全。

保羅提到這裡的時候，就提一下愛是什麼？

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更大的恩賜是不是就等於最妙的道？不一定…
更大的恩賜是不是就等於最妙的道
不
十三章 開始講另一個重點 —
愛比恩賜重要太多了
愛比恩賜重要太多了，

結論
十三8a

愛是永不止息。

十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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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沒有愛
我就成了鳴的鑼 響的鈸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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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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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機

在表達最大的恩賜也比不上愛。

很多人就把 4-8 當做 十三章 的主題，其實錯了，
愛的真諦雖
愛的真諦雖然很美、意思也很豐富，
美
豐富
但不是主題曲，其實是插曲，還是在講靈恩 —
 最偉大的恩賜也比不上愛
 愛是更偉大、是更重要、更優先的

十三8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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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
等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
我作孩子的時候，話語像孩子…
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
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
另外一個比喻︰12 現在所知道、所誇、引以為榮的恩賜
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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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鏡子是銅鏡，只能看個大概，都還不完全，
等到跟主面對面就全知道了 — 該知道的都知道了，
 現在所知道的、所講的很有限
 到那時好像已經成人，以前所知道的很幼稚
到那時好像已經成人 以前所知道的很幼稚
所以恩賜其實沒什麼好誇的，跟愛比起來是微不足道

十四章 繼續講恩賜，

—
知道愛是最重要的，可是需不需要追求恩賜？
當然要！

十三13 提到最大的是愛，他又拉回來
提到最大的是愛 他又拉回來

十四1a 你們要追求愛，也要切慕屬靈的恩賜。

只有愛沒有恩賜，中文叫做「愛莫能助」，
 只能讓人覺得你在同情、覺得有點安慰
只能讓人覺得你在同情 覺得有點安慰
 如果有恩賜，不但安慰、也會得到實質的幫助
所以還是要羨慕 追求 還是要切慕屬靈的恩賜
所以還是要羨慕、追求，還是要切慕屬靈的恩賜。
這兩個不是 分法 —
這兩個不是二分法
有愛不要恩賜、有恩賜不要愛，都不對，
要優先追求愛 但同時也要追求恩賜
要優先追求愛，但同時也要追求恩賜，
才能夠讓人家得到實質的幫助。

十三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

其中最大的是愛。
信、望、愛，都是永遠長存的，
而前面所舉的各樣的恩賜，包括 —
萬人的方言、天使的話語、先知講道、
移山填海的本事等等，其實都不是長存的…
跟主面對面、主再來的時刻，
這些已經都微不足道
 真正更珍貴的就是有信、有望、有愛，
 這是永遠長存的
 而這三個長存的當中，
對人來講最重要的是愛


十四1b 其中更要羨慕的，是作先知講道。
十二31a 你們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賜。

那更大的恩賜是什麼？很多人馬上就會想到愛
那更大的恩賜是什麼？很多人馬上就會想到愛…
其實 十三章 都在講恩賜，拿愛跟恩賜做比較，
 沒有說愛是一個恩賜，愛是必定要學習的功課，
是優先、最重要、長存的，每個基督徒都要優先學習
 然後才講恩賜，也就是「追求恩賜的動機是什麼？」
然後才講恩賜，也就是「追求恩賜的動機是什麼？
 不是要有更多的恩賜來增加我的本事、法力
 讓人家更推崇、尊敬、稱讚、肯定我…
讓人家更推崇 尊敬 稱讚 肯定我
追求恩賜的本意
追求恩賜的本意、正確的動機
確的動機 —
 十二7 讓人得益處，十三章 所講的愛，為了愛，
讓我們不但愛他 而且有本事可 去幫助他
讓我們不但愛他、而且有本事可以去幫助他
 這就是 十二、十三章 主要的架構

「作先知 prophet 講道」是什麼意思呢？
 希臘文原文重要的不是「事先知道」
希臘
重
是「事先知道
 翻成中文產生望文生義…
聖經的先知含義比較廣的 —
說神要他說的話、做神要他做的事情，
 先知有時也用做的、用表演的都有
 最核心的概念是做神的出口、神的代言人
神不是自己不會講話而，是祂太威嚴、太神聖了，
人直接面對神是會死掉的，神常常用人替祂說話
人直接面對神是會死掉的
神常常用人替祂說話 —
 聖經偶爾也有神直接跟人講話的例子
 多數的時候
多數的時候，神透過人說出祂的心意，
神透過人說出祂的心意
這個就是作先知講道
講神的道就是作先知講道，而不要窄化了，
這是最需要羨慕的一個恩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