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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关属灵恩赐的事

哥林多前书: 12～14

大衛市基督教会主日学
2018 年 1 月 28 日

哥林多前12～14章大綱

A.属灵恩赐的介绍（12章）
1.属灵的事（12：1～3）
2.恩赐、职事、功用与目的（12：4～7）
3.恩赐的多样性（12：8～11）
4.恩赐的合一与功用（12：12～27）
5.恩赐的再述 -恩赐类别与职分（12：28～31）

B.更大恩赐的介绍（13章）
1.爱的重要（13：1～3）
2.爱的内容（13：4～7）
3.爱的永恒（13：8～13）

C.方言恩赐的介绍（14章）
1.说方言与先知讲道的比较（14：1～19）
2.说方言与先知讲道目的不同（14：20～25）
3.说方言与先知讲道的守则（14：26～40）

A.属灵恩赐的介绍（12章）

1.属灵的事（12：1～3）
a.保罗指出在未信主前（作外邦人），他们是拜偶像的，是
不懂分辨属灵真假的人（12：1～2）。

b. 保罗再指出一个真被圣灵感动者，是不会说耶稣是可咒
诅的，反会说耶稣是主. 咒诅耶稣，轻视基督，不承认耶稣
是神的，必定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12：3）。

2.恩赐、职事、功用与目的（12：4～7）
a.恩賜（Gift）是指從神來的才能。职事(Ministry, 
Service)就是那一个人的工作，而功用(Effect)就是那个人
工作的结果。
圣灵的恩赐、职事、功用虽有别，但都出自三位一体的神

b. 神透过圣灵的工作，在信徒心中运行一切的事（12：6）, 
但圣灵所赐的恩只有一个目的，乃是叫人得益处（12：7）。

A.属灵恩赐的介绍（12章）

3.恩赐的多样性（12：8～11）
圣灵凭自己的主权，将不同的恩赐分给不同的信徒(12:11）,
圣灵没有将任何一个人排除在祂的恩赐之外。
圣灵九恩赐:

a. 智慧的言语
b. 知识的言语
c. 信心
d. 医病
e. 行异能
f. 先知
g. 辨别诸灵
h. 说方言
i. 翻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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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属灵恩赐的介绍（12章）

4.恩赐的合一与功用（12：12～27）
保羅以身體來比喻教會，以肢體來比喻教會中每個人，信
徒有如肢體各有不同的恩賜（功用），但都連於身體（教
會），彼此配搭分工合作。共分四方面：

a. 身体一个，由许多肢体组成 （12：12～13）
基督的教会如身体般有众多肢体（12：12），身体因肢体
而完整，身体不能没有肢体，并且须由许多肢体组成。信

徒不论是谁都从同一圣灵受洗，饮于同一圣灵，成为基督
的身体（12：13）。

b. 教会如身子，却有很多肢体（12：14～20）
身体虽只一个，肢体众多却有不同之功用；如手、脚、眼、
耳，各自发挥其功能，全是神随己意所安排的（12：18）。

A.属灵恩赐的介绍（12章）

4.恩赐的合一与功用（12：12～27）

c. 肢体虽多，却互相倚赖（12：21～25）
肢体虽不同，却互相倚赖（12：21），连那些所谓软弱的、
不体面的（如内脏）更是不可少的（12：22）。神配搭身
子，有不俊美与俊美的（12：23～24），免得身上分门别
类，反要彼此相顾（12：25）。

d. 肢体共分苦荣（12：26～27）
顾念肢体的功用，以整体观来看教会的人事物。「各自作
肢体」表示各人均有用，并且各有特定的位置。

A.属灵恩赐的介绍（12章）

5.恩赐的再述 -恩赐类别与职分（12：28～31）

a. 恩赐的名单（12：28）
重要职事：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
特殊恩赐：行异能、医病
服事恩赐：帮助人, 治理事
最後恩赐：说方言

b. 恩赐的分用（12：29～30）
七次相似的反问“岂都是 …”说明神给教会的恩赐是多方
面，非单方面。

c. 更大的恩赐（12：31）
“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
你们。” 更大的恩赐是和以上恩赐比较，这是最超越的恩
赐。

B.更大恩赐的介绍（13章）

1.爱的重要（13：1～3）
保罗以自己为对象，并用了三种修辞上的假设：我若…

a.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 却没有爱、我
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

b.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彀移山， 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
甚么

c. 我若将所有的赒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
爱、仍然与我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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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更大恩赐的介绍（13章）

2.爱的内容（13：4～7）

a.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b. 爱的八不作

不嫉妒
不自誇
不张狂
不作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c. 爱的四凡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B.更大恩赐的介绍（13章）

3.爱的永恒（13：8～13）
保罗比较了恩赐和爱，所有的恩赐，到那日主再来，我们
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都会消失，然而爱是永恒。

a. 恩赐是暂时的（13：8）
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
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b. 恩赐是有限的（13：9～10）
知识、先知都是有限的。所有的知识，都受今生肉身的限
制，有一天都要成为无用。

c. 孩子的比喻（13：11）

作孩子的时候，说话，心思意念像孩子，即成了人，就把
孩子的事丢弃了。不是丢弃孩子的单纯，而是丢弃孩子的
幼稚。保罗喻恩赐时代有如孩童时代，然而既成了人便自
然把孩子的事丢弃，因为生命已进入另一个成长的阶段。

B.更大恩赐的介绍（13章）

3.爱的永恒（13：8～13）

d. 镜子的比喻（13：12）
看事物模糊不清，指我们受肉身的限制，对属灵的奥秘无
法窥全貌。到那时要面对面了（指看清事物，不再模糊不
清）、全知道了，充分而完全认识主，像祂认识我们那样。

e. 结论（13：13）
所有恩赐都会有结束的时候，惟有信、望、爱三事是常存
的，其中最大是爱。

爱超越信、望—信和望是对自己，爱是对别人（荣神益
人）。

爱超越信、望—信和望的价值在今生的期待，爱却能永存
不变。

C.方言恩赐的介绍（14章）

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
是作先知讲道（14：1）。

1.说方言与先知讲道的比较（14：2～19）

a.方言只造就自己，作先知讲道的造就教会（14：2～5）
1）说的对象不同：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
但作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

2）说的内容不同：说方言的，在他心灵里讲说各样的奥秘，
但作先知讲道的，说造就，安慰，劝勉人的话。

3）效果不同：说方言的造就自己，作先知讲道的造就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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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方言恩赐的介绍（14章）

b. 方言语意难明（14：6～12）
保罗若他在他们当中只讲方言，不讲其它的，那对他们毫
无用途（14：6），如那些无声的乐器、打仗号筒、或世上
的语言所发的声音若不能让人明白，那有何意义（14：7～
10）所以若自己发出无意义、无人明白的方言时，别人就
以为他是「化外人」了，故此他劝勉教会要追求那使全教
会得造就的恩赐（14：12）。

c. 方言不强调悟性（14：13～19）
保罗强调，方言必须有翻译，若他只在灵里用方言祷告，
他自己并不明意义（14：13～14）。若要在灵里用方言祷
告、歌唱、祝谢，也要用悟性作同样的事，否则无人明白，
无人说阿们（14：16 ）。因此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造就人
（14：17)。在讲方言的经历上，保罗经验不少（14：18），
但在教会中，他宁说五句能使人明白的话，胜于讲万句方
言（14：19）。

C.方言恩赐的介绍（14章）

2.方言与先知讲道目的不同（14：20～25）

a. 方言是为不信的人作证据（14：21～22）
当年以色列人不听从神藉先知说的话，神就用外邦的亚述
人来欺压他们，辱骂他们，显明以色列人悖逆的结果(赛28：
11～12)。方言的恩赐是向不信的犹太人作证据，证明他们
所不信的救主，已被外邦人接受了。

b.作先知讲道乃是为信的人（或作可能信的人）作证据
（14：22～25）

保罗以两个假设 —「若」说明在聚会时：

若全教会都说方言，又无人翻译，岂不是贻笑外人（14：
23）？对聚会的人全无造就可言。

但作先知讲道，就无此问题了，反有劝醒、审明、显露、
敬拜的功效，使人认定神真是与教会同在（14：24～25）。

C.方言恩赐的介绍（14章）
3.方言与先知讲道的守则（14：26～40）
在教会聚会时，无论用何方式崇拜，务以造就人为原则
（14：26）。

a. 说方言的守规（14：26～28）
1）数目的规定：两个人，至多三个人。秩序的规定：轮着
说，不可同时说。

2）要有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闭口不言。

b. 讲道的守规（14：29～33）
1）数目的规定：两个人或三个人。秩序的规定：一个一个
的说。
2）听的人要慎思明辨。
3）说话的人要控制自己，留给别人机会，让他把所得的的
启示说出来。保罗深信，先知的「灵」会使先知顺服这些
守则（14：32），因神不是叫聚会混乱，祂是叫人有秩序
的神（14：33）。

C.方言恩赐的介绍（14章）

3.方言与先知讲道的守则（14：26～40）

c. 有关妇女的守则（14：34～36）
关于妇女在聚会时的守则，保罗意见有三

⑴妇女在会中闭口不言（14：34 上）。「闭口不言」似
是与上文14：28 的闭口不言为平行句，前者是指男人
在会中不说方言，此处指女人不在会中说方言，原则
相同。
⑵妇女要顺服这守则（14：34 中）。吩咐妇女顺服在律
法中也有说明，保罗没指明出处，大概是指旧约整体
的原则。
⑶妇女勿在聚会中对说话者不恭（14：35～36）。若有
需要，可在家中问自己丈夫。「学什么」可指因不满
或不同意讲员的立场，而在会中，问长问短，高谈阔
论，诸多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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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方言恩赐的介绍（14章）

d. 有关大众的守则（14：37～40）

⑴主的命令（14：37～38）
他愿教会知道他所写的是主的命令。在教会中，有人若自
称有先知的恩赐或方言的恩赐，他就应服从上文所讲的守
则，因保罗深觉自己有代神发言的特权（14：37），若有
人不知道，就让教会不接纳他（14：38）。

⑵切慕作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14：39）
他愿教会勿禁止讲方言，却更愿教会追求作先知讲道（14：
39），因为先知讲道的造就范围更广、更全面。

⑶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14：40）

討論

你知道自己有甚麽恩赐吗？

若把「爱的凡事……」应用在我们与人的全
面接触中，是否不容易？为甚麽？

THE USE OF SPIRITUAL GIFTS - DCCC 
God gave spiritual gifts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to the Church for the purposes of exalting God, equipping the 
Church for the works of service and edifying the believers, and evangelism. (Romans 12:3-8; 1 Corinthians 
12:7, 11; Ephesians 4:7-12). The use of spiritual gifts must be consistent with, will be tested in accordance to, 
and must never supersede the authority of, the Word of God. (Romans 12:4-8; 1 Corinthians 12:1-31, 14:1-
40; Ephesians 4:16; 1 Timothy 4:14; 2 Timothy 1:5-16; Hebrews 2:4; 1 Peter 4:10-11). 
In establish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church and the authority of the New Testament, God gave some spiritual 
gifts, i.e. & e.g. apostles, prophecy, tongues, miracle workers. We thank God that we now have the Bible as 
the complete and final authority to know God’s will. All claims of gifts that reveal God’s will, i.e.& e.g. 
‘prophecy’, tongues, ‘Word of Wisdom’, ‘Visions’, etc.; need to be examined strictly against the Bible, lest they 
cause confusion or division in the church. 
In the interest of preserving the harmony and unity within the Body of Christ, we do not advocate the 
practice of certain gifts - speaking of tongues, prophecy, visions, “Words of Knowledge” and “Words of 
Wisdom”.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we dogmatically assert that these gifts don’t exist today. For example, the gift 
of tongues is the enabling by the Holy Spirit to speak a language or dialect that was previously not learned or 
spoken by the speaker. While Bible recorded several expressions of such gifts during the Apostolic age, 
speaking gibberish in church is sometime practiced today as the expression of gifts of tongue and it must be 
stopped. We reject (1) “positive confession,” (e.g., the Faith Movement, that views faith as a force that can 
create one’s own reality or that God can be commanded to heal or work miracles according to man’s will and 
faith); and (2) human prophecy, visions, “Words of Knowledge” and “Words of Wisdom” that supersede or 
are contrary to Scripture. These special gifts could be exploited and abused to cause a great amount of 
unnecessary division, confusion, and conflict within the church, thus distracting and inhibiting the Body of 
Christ from fulfilling its main mission of evangelism and discipleship. In order to avoid the potential dangers 
associated with the counterfeiting or misuse of these gifts, preserve the unity and harmony within the Body 
of Christ, and help us focus our attention undividedly upon fulfilling the Great Commission, we refrain from 
advocating and practicing of these particular gifts in the fellowship meetings and worship services at DCCC. 
Furthermore, to guard against the abuse of spiritual gifts, to not cause confusion and division within the body 
of Christ, and to prevent any demonic counterfeiting, we will test the use of spiritual gifts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s set in the Scriptures before they are publicly express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