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论属灵恩赐的经文

实用释经学

第六课…

书信作业范例

─ 解释、应用…

文意脉络：教会当中有属灵的道德问题，
保罗先解决合一问题，进而论述淫乱、道德性、纪律性，
，
，
之后谈论崇拜当中的次序问题。
林前十二

论 属灵恩赐，可做分段
论述
分 ─

01-30 有关恩赐的教导

播映操作小技术：滑鼠click各位置

04-60 恩赐的多样性：列出有那些恩赐
目前播映片号/总片数

07-11 神给圣徒的恩赐，多与一

音量、全萤幕

12-20 身上的众多肢体，很多、不一样的
暂停

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

前后换片 暂停
前后换片、暂停

课程纲要 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
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

21-27 健康的共依存，彼此间的关系
28-00 神在教会设立的恩赐
29-30 恩赐的多样性

请按

开始播放

31-00 有关恩赐的劝勉

当把段落标题做摘要，会出现扇形结构 ─ 首尾呼应…
A | 1-3有关恩赐的教导
B | 4-6恩赐的多样性
C | 7-11神给圣徒的恩赐
D | 12-20身上的众多肢体
D | 21-27健康的共依存
C | 28神在教会设立的恩赐

核心经文 ─
整段信息中，
整段信息中
作者所要强调的

B | 29-30恩赐的多样性
A | 31有关恩赐的劝勉

这样的方式，重要标记出教会合一的主题 ─
哥林多教会因着领袖而纷争的议题当下，
从教会众多肢体、众多恩赐的一与多，带来教导。
这是系统神学中，教会论非常重要的经文。

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说？
 一-四
四用比喻说明 ─ 福音的奥秘、属神仆人的特质
福音的奥秘 属神仆人的特质
 这段经文用比喻 ─ 不同恩赐的信徒，要有什么样的关系…
用身体做比喻，是自然的现象、不受文化的阻隔，
释经应用的当下，我们开始了解 ─
 肢体就是彼此需要，不能够自我隔绝、互相排斥
就是彼此
 彼此的关系是互相配搭，有苦同担、有乐同享
信徒之间互相为肢体，恩赐不同、就像肢体不一样，
 彼此之间配搭合作、身体才能够成长
 教会的增长也是如此，在建造教会这件事上 ─
 不同的恩赐、职份，各自有不同的重要性
 上帝按祂的主权订规分配
保罗教导属灵恩赐、面对高举自己智慧的哥林多信徒，
保罗教导属灵恩赐
面对高举自己智慧的哥林多信徒
在整个哥林多书信当中是首尾呼应的。

教导完整个恩赐的关系之后，
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
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是教会最有兴趣的议题 ─ 被圣灵充满，
从解经到释经应用 怎样处理是合宜 恰当的
从解经到释经应用，怎样处理是合宜、恰当的…

以弗所书第五章18-21

林前十二31

就是第十三章，关于爱的教导。
上帝将这些恩赐、不同的职份，
上帝将这些恩赐
不同的职份
 赐给人、赐给教会
 祂的原则、目的，在这段经文当中，
祂的原则 目的 在这段经文当中
让我们更丰富的领会 ─
自己跟神 跟教会 跟教会众肢体之间的关系
自己跟神、跟教会、跟教会众肢体之间的关系

书信解经先从历史背景开始，先了解受书人、著书人关系…
 受书人是以弗所城其中的教会，大部分都是外邦人
 以弗所在小亚细亚的西岸，
亚细亚省非常重要城市，
 商业、艺术、科学都相当丰富
 亚底米神庙，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保罗把福音带到以弗所 造成相当大的轰动
保罗把福音带到以弗所，造成相当大的轰动，
有许多行邪术的人跟保罗敌对 (徒十九)。

从这段经文，从解经到释经应用上，做为范例，
当能够准确解经的时候，
在释经上，能够准确的明白
，能够 确的明白 ─
怎样应用在自己的教会生活上。

监狱书信 ─ 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腓利门书，
 都是由推基古、阿尼西母所送达
都是由推基古 阿尼西母所送达(弗六2l-22；西四7-9；门12)
(弗六2l 22 西四7 9 门12)
 保罗被关在罗马，主后 61 年左右
保
保罗为什么要写作这个书卷？
什么要
这
卷
书信中并没有提到教会遇见什么问题
 使徒就是积极的教导基督纯净真理，
可能也是歌罗西书所提到的问题 ─
在希罗文化中，对耶稣基督教义有所扭曲的困惑


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需要的是在主里面成长，
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
需要的是在主里面成长
这书卷就提醒 ─
† 借着圣灵去加倍认识自己、与上帝的关系，
借着圣灵去加倍认识自己 与上帝的关系
信主之后，在教会中、上帝在他们身上的计划
† 准确的教导信徒在生活中，
准确的教导信徒在生活中
如何行在光明中、有智慧的活出上帝的荣美

主后第一世纪的末叶
主后第
世纪的末叶，
 使徒约翰成为亚细亚基督徒的属灵领袖
 以弗所教会承继叙利亚的安提阿，
以弗所教会承继叙利亚的安提阿
成为向世界传扬福音的总部（参启一4，二1）

文意脉络方面…
一至三章讲到教义的教导
至三章讲到教义的教导 ─
指示教会的蓝图是什么？
† 教会是神在基督里的计划
† 教会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的工作
† 教会更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的奥秘
把教会与三位一体真神之间的关系，
做了相当准确的描述
 四至六章 ─
在这个蓝图 上 我们 如何彼此建造
在这个蓝图之上，我们要如何彼此建造


在以弗所书综览当中，读出…
在以弗所书综览当中
读出
保罗从教义的教导来引导这个教会，
如何在准确真理的基础上 建造教会
如何在准确真理的基础上，建造教会。

从 第四章 开始，有非常整齐的五个段落出现，
每个段落都是延续前面的教导 会有「所以 + 行事」─
每个段落都是延续前面的教导，会有「
」
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如何如何…
1.
2.
3.
4
4.
5.

行事为人之重要，强调教会的合一
四17-32
四17
32 所以，行事不要像外邦人
五1-600 所以，我们要凭爱心行事
五7-140
五7
140 所以，行事像光明之子
五15-六9 所以，行事要像智慧人
四1-160

集中核心 ─圣灵如何教导属主的儿女，可以活出智慧？
在以弗所书中，圣灵的工作会不停的出现，
 圣灵做为属主儿女的印记 (一13-14)
 圣灵赐下智慧、能力，使人认识神 (一17)
 又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四3))
五18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圣经的工具当中有一个网路 http://bible.fhl.net/ ，
可以用原文编号 帮助我们查考经文
可以用原文编号，帮助我们查考经文…

在这么多行事的教导之后，
 六10-20 教导属灵争战的事情 ─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也让我们看 ─当要进入属灵争战之前，
要
属灵争战 前，
生活、行事为人，是相当的要紧

五18b

被圣灵充满

文法编号(5744)

现在式 ─ 不是一次充满就够了，
要继续不断的充满
被动的 ─ 圣灵主动、人被动，我们被圣灵充满
命令语态 ─ 第二人称复数的命令语气，
每一个人都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难免要立刻跳到释经应用上…
上
现在灵恩教会当中，圣灵充满的教导五花八门，
 的确，不同的弟兄姊妹、不同的成长背景，
的确 不同的弟兄姊妹、不同的成长背景
被圣灵充满都有不一样的外显型现象
 如果真理的认知不够清楚，
如果真理的认知不够清楚
很容易就用个人的经验，代替了圣经的教义
所以回头来看 ─ 到底经文提到被圣灵充满的人，
到底经文提到被圣灵充满的人
有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记号？

被圣灵充满的教导之后，五19 连续有几个动作出现…
19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
说
唱心和

说、唱、和 ─ 动词，文法说明 ((5723))
时态：现在
语态：主动
语气：分词

说 + ing、唱 + ing
被圣灵充满的第 个记号，
被圣灵充满的第一个记号
对神的敬拜方面 ─口唱心和的赞美神。

20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感谢 ─ 文法说明 (5723)，
(5723) 现在式的主动分词，
现在式的主动分词
被圣灵充满、属主儿女生活的态度 ─凡事谢恩。
21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5746) 现在式、被动语态、分词

被圣灵充满的三个记号 ─
† 对神的敬拜
† 凡事谢恩的生活态度
† 彼此顺服的人际关系

保罗举三个例子 ─
什么是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什么是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1.

五22-33

2.
3.

六1-4

夫妻之间，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属灵争战要怎么打呢？

父母与子女之间…
子女
六5-9 主人和仆人之间…

也可以用从解经到释经的方式，好好的处理这段经文，
让我们 要因为 同的人
让我们不要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属灵经历，
同的属灵经历
也想要如法泡制 ─只是效法外在的现象。

之后才进入 六10-20 属灵争战
从这个上下文看 ─
 我们不是去追求一些外在、外显型，
圣灵充满的现象
 而是被圣灵充满，
 活出对神敬拜、生活态度、人际关系中，
外显型的记号
 之后才是明显的属灵争战中，能力的彰显

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
感谢你

这就是从圣经我们怎么样看 ─
被圣灵充满的教导主要论述的经文，
的教导主要论述的经文
是在生活、在敬拜、在人际关系里，所彰显出来的。

祷告

你的话语是安定在天的。
求主引导我们，你知道我们的渴慕
我
─
我们渴望学的像你、活的像你；
但是我们不清楚真理的时候，
我们就只能去随从人的脚步。
† 感谢耶稣，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以你的话语为根基
† 帮助我们，
让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这些真理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当有准确的解经，应用在基督徒的教会生活、个人生活中，
我们不会有偏差、不会被外显不一样的现象给混乱了。
求神让我们在每一个动作存留、
每一个在教会生活当中
每
个在教会生活当中，
都是根据准确的圣经教导；
让我们学习从解经到释经应用，
应用
来建立基督徒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