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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之多，但是結構很單純 —
拿講道跟講方言來互相比較，
讓我們知道為什麼要優先追求作先知講道…

十四章 雖然有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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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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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所講的方言是第二種方言。
這
講 方
第
方言
第一種方言是 徒二 五旬節的時候，
使徒突然用外國話來佈道，有十五種語言，
 那種方言是人間的話語，就像英語、日語等等
 沒有學，因為聖靈的恩賜突然就會講了
可是這裡說沒有人聽的懂，
可是這裡說沒有人聽的懂
所以不是第一種方言。

十三13 一切的恩賜都比不上愛，

信、望、愛都是長存的，其中最大的是愛。
要追求愛，但也不要只有愛，愛莫能助也是很遺憾的，
十四1 所以要切慕屬靈的恩賜，
要優先、更要羨慕的，就是作先知講道。
十二31 要去追求那更大的恩賜。
告訴我們答案 — 更大的恩賜不是愛，
 愛不是恩賜，愛是每一個基督徒必須學的功課
 恩賜不一樣，神有時給人這個、有時給人那個，
追
— 作先知講道，
我們要渴慕、要追求，更要羨慕的
 廣義的先知就是講道
 狹義的就像亞迦布 — 講到未來的奧
講到未來的奧秘
這一整章就告訴我們，為什麼這個恩賜是那麼的重要。

第二種方言就是在悟性裡禱告，話語不夠用，
聖靈就讓人的舌頭突然快速的轉動，
聖靈就讓人的舌頭突然快速的轉動
 快到一個地步，不是像節目主持人講很快而已
 快的不得了，根本聽不出在講什麼了，
因為已經不是在悟性裡，是聖靈的控制之下
外人聽起來只是滴滴答答而已，
可是這邊告訴我們 — 是在心裡講說各樣的奧秘。
我們在悟性裡的禱告、話不夠用了，
聖靈 讓某
聖靈就讓某一些禱告的人，
禱
突然就快速的滴滴答答、轉動起來，
那舌音雖然聽不懂，但實際上是有意義的
那舌音雖然聽不懂
但實際上是有意義的 —
 雖然連講的人也不明白的聲音是什麼意思，
卻是在講說各樣的奧秘
 這個方言人家聽不懂，所以對人家沒有造就

3 但作先知講道的，是對人說，要造就、安慰、勸勉人。

11 我若不明白那聲音的意思，這說話的人必以我為

4 說方言的，是造就自己；
方

化外之人，我也以他為化外之人。
化外之人
我也 他為化外之
彼此把對方當野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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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當求多得造就教會的恩賜。
13 所以那說方言的，就當求著能翻出來。
14 我若用方言禱告，是我的靈禱告， 自己聽不懂，
自己聽不懂
別人也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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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有聖靈感動就唱起來 沒有事先寫好旋律 曲調 歌詞
突然有聖靈感動就唱起來，沒有事先寫好旋律、曲調、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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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悟性禱告因為自己聽得懂、別人也聽得懂，
可以在我們禱告感謝的時候一起說「阿們」。
17 你感謝的固然是好，無奈不能造就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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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願意你們都說方言 更願意你們作先知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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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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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 是
舌頭若
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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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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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教會中 寧可用悟性說五句

文學的誇張

教導人的話，強如說萬句方言。
20 弟兄們，在心志上不要作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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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就是講道，
和外邦人的嘴唇向這百姓說話；
方言是其次
雖然如此，他們還是不聽從我。
雖然如此
他們還是不聽從我
賽廿八11 先知說：不然，主要藉異邦人的嘴唇

和外邦人的舌頭對這百姓說話。
和外邦人的舌頭對這百姓說話
很多以色列人不聽先知的話，
很
以 列人不聽先知的話
 先知用希伯來話跟他們講，他們嫌囉唆、不聽
 果然像先知所預言的就亡國了、流亡世界各地，
果然像先知所預言的就亡國了 流
界各
整天聽的就是外邦人的話了

22a 說方言不是為信的人作證據，乃是為不信的人。

這句話是雙重含意 —
 應驗 以賽亞書 的預言，舊約不信的人、不聽先知講道，
後來亡國，就整天都聽方言了
 耶路撒冷基督徒不相信撒瑪利亞人可以成為神的選民，
耶 撒冷 督徒不相信撒瑪利亞人可以成為神的選民
徒八 彼得、約翰親眼看見他們領受聖靈，
跟 旬節 樣 他們就信了
跟五旬節一樣，他們就信了
 徒十、十一 彼得看見外邦人說起方言，就信了
22b 作先知講道不是為不信的人作證據，乃是為信的人。

已經信耶穌了要得到造就，
已經信耶穌了要得到造就
 好好聽講員講聖經的話，就可以得到造就
 這裡講的不是佈道、是在講造就，
這裡講的不是佈道 是在講造就
造就眾聖徒就用講道，是最好的方式了

23 全教會聚在一處的時候，若都說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

27 若有說方言的，只好兩個人，至多三個人，

或是不信的人進來，豈不說你們癲狂了嗎？
或
癲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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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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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神，說：「神真是在你們中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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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有翻出來的話，凡事都當造就人。

且要輪流著說，也要一個人翻出來。
且要輪流著說
也要 個人翻出來
28 若沒有人翻，就當在會中閉口，
只對自己和神說就是了。
如果超過三個講方言、
另外有三個幫他們翻譯，
整個時間就拖很長了

那時候聚會是很活潑的 —
 使徒或其他講員做主要講員，有時是輪流的…
 聚會的內容很顯然不是只有一個講員，
但無論一個講員、或幾個弟兄姊妹來分享，
都要造就人，並不是隨便說說

32 先知的靈原是順服先知的。

講神的道、講方言、得到神的啟示，理論上是出於聖靈，
 應該更節制 — 同時講就很吵鬧、很亂，聽不清楚
 需要彼此等待，前面的講完了、後面再講
在講
有 神來 感
正在講的人發現別人有從神來的感動，
也可以停止、講短一點
有聖靈管理 我們應該成為更會管理自己的人
有聖靈管理，我們應該成為更會管理自己的人。
最近二十年來，很多人可以起來唱詩、帶詩歌敬拜、分享，
 有人矯枉過正 — 拿著麥克風就不放
 要注意適可而止，也要注意
另外有 如果也有神的感動要分享
另外有人如果也有神的感動要分享，
大家都控制時間，就可以讓聚會多采多姿、很豐富
33 因為神不是叫人混亂，乃是叫人安靜。

29 至於作先知講道的，只好兩個人或是三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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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作先知講道，
叫眾人學道理 叫眾人得勸勉
叫眾人學道理，叫眾人得勸勉。
 不要同時一起用方言禱告、或一起講道，就亂掉了
 一個一個來，才聽的清楚、才可以學到神的道，
個 個來 才聽的清楚 才可以學到神的道
才可以得到勸勉

34-36 是一個聖經難題…
34-35 婦女在會中要閉口不言，不准她們說話，

她們總要順服，…婦女在會中說話原是可恥的。
是不是所有的容許婦女講道的都錯了？
其實沒有，有兩方面要注意 —
1. 女人都不能在教會分享，保羅就跟自己衝突…
林前十一5 女人講道的時候要矇頭。
講道
要矇頭

可不可以講道？只要矇頭就可以，那個時代
不矇頭會被當做是不正經、不守婦道的
 為了尊重當時的習俗是要矇頭的，但可以講


徒廿一8-9 保羅路過傳福音的腓利，他有四個女兒，

這 個 兒都是說預言的 —
這四個女兒都是說預言的
保羅就住在他們家，也沒有說女生不能講道，沒有！

2. 不是絕對的禁止，而是尊重當時文化的態度 —
 當時女人絕大多數是沒有受教育，
當時
多數是 有受教育
如果在教會講太多話，還真的是沒見識
 風氣問題，兩千多年前女人
氣
在公共場所是不能大聲嚷嚷的，
 第一世紀哲學家普魯塔克曾經在他的書裡面說：
婦女要說話跟丈夫講就好了，
或者透過丈夫去講就好了。
Plutach
當時對女人、特別快要結婚的人，給她們的定律

如果有一些姊妹，認為信耶穌已經得到自由，
就大聲嚷嚷、公開教訓男人，
就會讓社會覺得信耶穌變成不正經了，
所以這是古代的問題。
現在姊妹如果有對神的話
很有領受、很有感動、很有見識，
用適當的態度 適當的機會 適當的講
用適當的態度、適當的機會、適當的講，
並沒有讓人覺得可恥或丟臉，不會！
徒廿一9 傳福音的腓利四個女兒，



比普魯塔克早四百年，另外一個文學家
蘇福克里斯，作品《伊底帕斯王》，
也是說「女人應該以緘默為美德」

可以知道當時的社會風氣是這樣子。

Sopho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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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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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所以我弟兄們，你們要切慕作先知講道，
也不要禁止說方言。
 十二章前面 追求恩賜的目的，是為了讓人得益處、造就人
追求恩賜的目的 是為了讓人得益處 造就人
最後 要求那更大的恩賜，就是比較能夠造就人的恩賜



是聖靈給她們特別的恩賜，不是普通的女子
 當時普通女子真的是見識比較少
那個時代女人要出來講，是因為神給她有
特別的智慧、聰明、恩賜、口才跟感動


追求恩賜之前，要先弄清楚是為了愛，
追求恩賜之前
要先弄清楚是為了愛
愛是優先的 — 為了讓人的益處、造就別人，
有這個動機再去追求恩賜 這才是正確的
有這個動機再去追求恩賜，這才是正確的
 十三章 講完愛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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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 十四章 就是拿講道跟講方言來做比較

積極性的
39 要切慕作先知講道，也不要禁止說方言。

消極性的
 說方言是好的，可以造就自己
 如果翻譯出來，可以造就別人
所以不要禁止
都是出於神的，不要互相排斥，
但真的有優先次序、很明確的
真 有
序
確 —
重要性的高下是差很多的。
40 凡事都要規規矩矩地按著次序行。
事都要
地按著次序

無論講道、講方言、詩歌、其他的表達，
都要照次序來。

「方言」總歸納…
一、新約聖經提到兩種方言
1. 徒二4 說起別國的話，這是人間的話，是對人說的
2. 人聽不懂的，林前十四2 奧秘的話，
 不是人間的話、是對神說的
 有翻方言的恩賜，可以翻出來造就人
方言的目的
二、方言的目的
1. 佈道：使徒講起外國話，為了讓各地回來的猶太人，
可 聽見使徒用自己的方言講道 聽到福音
可以聽見使徒用自己的方言講道、聽到福音
2. 第二種方言，在心裡講說各樣的奧秘，可以造就自己
3. 歌頌神
歌頌神：人的話不夠用了，人的言語對於神的偉大，
人的話不夠用了 人的言語對於神的偉大
已經沒有辦法用我們有限的言語來形容，
聖靈讓人可以用方言繼續來讚美神
聖靈讓人可以用方言繼續來讚美神，
不受有限的話語、人間的話、口才的限制

三、對方言的態度 — 不要禁止，也不可高舉。
1 方言並不是每個基督徒必有的，
1.
方言並不是每個基督徒必有的
林前十二30 豈都說方言的嗎？不是。
偉大的佈道家葛理翰，一個靈恩派的牧師問他︰
「你有沒有被聖靈充滿？」
其他的同工就說：有，他們怎麼知道有 —
葛理翰講簡單的福音，可是卻有莫大的能力…
這一定是聖靈的充滿，要不然沒有這麼大的能力。
靈恩派的牧師再問：「你有沒有講方言？」他說 — 沒有，
他就問第三句：「那你怎麼敢說你被聖靈充滿呢？」
葛理翰說 — 我沒有說我被聖靈充滿，是他們講的。
自己講比較重要、還是人家講？
跟他幾十年的同工，認出、確定葛理翰是被聖靈充滿。
所以不可以高舉，有人有、有人沒有，不是必有的。

4. 林前十四14 方言的禱告這是靈禱，
 第二種方言
可以讓我們超越悟性的範圍
 禱告無論是用悟性、用靈禱告，
果是 著神 仰望聖靈的引導 感動
如果是向著神、仰望聖靈的引導跟感動，
都是在聖靈裡禱告
5. 林前十四22 方言的禱告
可以給不信的人做證據 —
有一些人不信，
可是看見方言就信了
6. 林前十四26-27 方言造就自己，
翻譯出來也可以造就別人

2 方言的重要性比不上愛 —
2.
林前十三1 講萬能的方言，
沒有愛，那也沒有用。
有愛
有
3. 方言的重要性比不上講道 —
整個 十四章 所講

4. 十二章 兩度提到聖靈各樣的恩賜
兩度提到聖靈各樣的恩賜，
方言的恩賜總是排在後面的，
所以不可以太高舉 —
不能禁止，但也不要高舉

四、講方言的規矩
1. 最好兩個人講就好，最多三個，
而且是要一個一個輪流講
2. 如果在聚會裡面要有翻譯，
如果沒有翻譯就在聚會中閉口
如果沒有翻譯就在聚會中閉口，
自己跟上帝講就好，因為不造就人
3. 林前十二10 分辨諸靈的恩賜，
這個恩賜放在方言的恩賜之前。
約壹四1 一切的靈不可都信，是要分辨的。
 方言，不要馬上就認定這是出於聖靈
 異教也有舌音、也有方言
要分辨 — 出於聖靈的、會有聖靈的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