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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的恩赐 — 专门看全本圣经中对圣灵的恩赐
讲得最完整的讲得最完整的 林前十二、十三、十四章…

圣灵的恩赐并不是在系统神学的比重特别高，

而是因为在这个时代的争议特别大 —
圣灵的恩赐，就是所谓灵恩，

 我们用安静的心仰望神的灵，

借着神的话、建立从主而来的共识着神 来 共

 用祷告的心来进行灵恩方面的讨论

弟兄们 论到属灵的恩赐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林前十二1-3 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从前作外邦人的时候，随事被牵引，

受迷惑 去服事那哑巴偶像受迷惑，去服事那哑巴偶像。
被神的灵感动，才能说「耶稣是主」。

能够认出「耶稣是主」，是圣灵最大的恩赐。

有一些花很多时间讲灵恩的人，

太多时间在讲相关的经历，却相对把救恩淡化了。

一开始就要讲圣灵的感动使我们能够认出耶稣是主，

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要注意这个现象 —
任何的聚会、特会，特别是布道会，

 焦点在圣灵的恩赐带来的的祝福，如医病等等

 却对「救恩」模模糊糊、轻描淡写就带过去了

那就是本末倒置…

有些聚会号称是「圣灵恩膏医治布道大会」，有些聚会号称是 灵 膏医治布道大会」，

却只有以医病、唱歌为主题，

耶稣是救主、救恩之道，轻描淡写、忽略过去，耶稣是救主、救恩之道，轻描淡写、忽略过去，

病医好了以后还会再病，而且一定会死

如果得到耶稣的救恩，是永远不死如果得到耶稣的救恩，是永远不死
两个不是二分法，而是把优先次序弄清楚就是了。

先告诉我们 — 不同的恩赐是由同一个来源…

十二4-6 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
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

头衔，不同的同工有不同的头衔，

执事、长老、司库、教师，

不同的职务、来自同一位主
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

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刚好告诉我们三一神 —刚好告诉我们三 神
4 来自同一位圣灵
5 主就是圣子5 主就是圣子
6 神却是一位，以圣父为代表，三位是一体的

简单的说：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执事、不同的功用简单的说：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执事、不同的功用，

都来自同一位神。



恩赐共同的目的…

十二7 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

动机搞清楚 追求恩赐最重要的动机搞清楚，追求恩赐最重要的

举例一连串的恩赐…
十二8 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

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

两个名词在现代有些误用 — 指着某人，讲一些奥秘的事情。

灵恩派领袖温约翰，有一次坐飞机，灵恩派领袖温约翰，有 次坐飞机，

灵里的眼睛看到旁边男人脸上有个字「奸淫」，

另一个字是女人的名字「玛莉」另 个字是女人的名字「玛莉」，

是这男人的外遇…
那一天他承认了他的罪 他信主了那 天他承认了他的罪、他信主了
温约翰真的很有恩赐，我们承认到如今还有这个恩赐

这个恩赐其实是类似使徒行传亚迦布的恩赐 —
指着将来要发生的饥荒就先预告徒十一28 指着将来要发生的饥荒就先预告

徒廿一10-11 指着保罗说预言，说保罗要被补
后来都应验了 他真的有恩赐 是先知后来都应验了，他真的有恩赐、是先知。

这样的先知是比较狭义的定义 —
指着某一个人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来说预言

广义的先知，从旧约到新约都一样，是在讲神的道

有人却把这个恩赐解释叫做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

智慧 sophia 新约出现51 次，智慧 sophia 新约出现51 次，

 从来不是讲「说一些个人奥秘的事情」

 通常讲神的道，或者人生、属灵的智慧 通常讲神的道，或者人生、属灵的智慧

知识 gnosis，英文 know 从这里来的，

 新约出现 29 次 在谈关于人生重要的知识 新约出现 29 次，在谈关于人生重要的知识

 不是在讲亚迦布、温约翰所讲的…

智慧跟知识，主要是在讲讲道的恩赐，放在最前面。

十二9-10 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
有人一信主就一直有很强的信心有人 信主就 直有很强的信心

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
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叫 人能行异能，又叫 人能作先知，

可能是像亚迦布这样的先知 — 指着保罗说预言

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 人能辨别诸灵，
约壹一切的灵不可都信，要分辨

又叫一人能说方言 又叫一人能翻方言又叫 人能说方言，又叫 人能翻方言。

不要以为这是所有的恩赐，

这只是举例说明而已这只是举例说明而已。

十二11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
随己意分给各人的。

12-27 不同的恩赐像身体上的不同的肢体、不同的器官，
不是要互相否认 而是要互相肯定 互相配搭不是要互相否认，而是要互相肯定、互相配搭。

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每 个 官 每 种 都是每一个肢体、器官、每一种恩赐都是需要的

如果小指头受伤，不会说那个指头受伤了，

会说我受伤了，表达全身是一体的

伊索寓言里一个故事很能够来做一个例证…伊索寓言里 个故事很能够来做 个例证
有一天狮子在睡觉，老鼠把狮子吵醒了，

老鼠请狮子饶命，说：我一定会报答你的。老鼠请狮子饶命，说：我 定会报答你的。

狮子觉得好笑，把小老鼠丢掉，

根本不相信小老鼠怎能报答他呢？根本不相信小老鼠怎能报答他呢？

过了不久狮子掉到陷阱网罗里面，

狮子惨叫、老鼠听见了 这下真的可以报答狮子了狮子惨叫、老鼠听见了，这下真的可以报答狮子了，

老鼠就把绳索咬断，狮子挣脱了网罗、逃走了。



这比喻告诉我们，不能小看老鼠，狮子也不应该骄傲，

这也可以用在教会的配搭 能小看某弟这也可以用在教会的配搭 — 不能小看某弟兄

小小的恩赐，在上帝的心目中都是很重要的。

12-27 告诉我们不可以骄傲…

十二21 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十二21 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
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

例如讲道 为自 多 体 光例如讲道，不要以为自己多么体面、风光，

不体面的、不俊美的，上帝还是很肯定他的。

教导的、讲道的、布道家，是很体面，

其实不是让你觉得骄傲或风光，

主耶稣告诉我们 — 不要喜欢人家叫你老师、
叫你师父，其实这是更危险的叫你师父，其实这是更危险的

很体面的服事，如果不好好做、罪更重了！

十二28 神在教会所设立的：
第 是使徒 第 是先知 第 是教师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

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
帮助人的 治理事的 说方言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

再一次举例说明 — 神为了教会的需要所设立的，再 次举例说明 神为了教会的需要所设立的，

为了让教会得到建造，他设立的各样的职份。

另外 个重点另外一个重点 —
上帝不是要让我们都去追求同一样恩赐…

十二29-30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
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

病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
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

教会有各样的恩赐，很丰富、多彩多姿，教会才会很健全。

十二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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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更大的恩赐是不是就等于最妙的道？不一定…妙
十三章开始讲另一个重点 —

爱比恩赐重要太多了，爱比恩赐重要太多了，

十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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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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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能够移山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

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甚么。
我若将所有的赒济穷人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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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表达最大的恩赐也比不上爱。动机

保罗提到这里的时候，就提一下爱是什么？

结论

十三8a爱是永不止息。

很多人就把 4-8 当做 十三章 的主题，其实错了，

爱的真谛虽然很美、意思也很丰富，爱 真
但不是主题曲，其实是插曲，还是在讲灵恩 —

最伟大的恩赐也比不上爱最伟大的恩赐也比不 爱
爱是更伟大、是更重要、更优先的



十三8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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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等那完全的来到 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
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另外一个比喻︰12 现在所知道、所夸、引以为荣的恩赐

如今彷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

古代的镜子是铜镜，只能看个大概，都还不完全，

等到跟主面对面就全知道了 该知道的都知道了等到跟主面对面就全知道了 — 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现在所知道的、所讲的很有限

到那时好像已经成人 以前所知道的很幼稚到那时好像已经成人，以前所知道的很幼稚

所以恩赐其实没什么好夸的，跟爱比起来是微不足道

十三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
其中 大的 爱其中最大的是爱。

信 望 爱 都是永远长存的信、望、爱，都是永远长存的，

而前面所举的各样的恩赐，包括 —
万人的方言 天使的话语 先知讲道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先知讲道、

移山填海的本事等等，其实都不是长存的…

跟主面对面、主再来的时刻，

这些已经都微不足道这些已经都微不足道

真正更珍贵的就是有信、有望、有爱，

 这是永远长存的 这是永远长存的

 而这三个长存的当中，

对人来讲最重要的是爱对人来讲最重要的是爱

十四章 继续讲恩赐，

提到最大的是爱 他又拉回来十三13 提到最大的是爱，他又拉回来 —
知道爱是最重要的，可是需不需要追求恩赐？

当然当然要！

十四1a 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

只有爱没有恩赐，中文叫做「爱莫能助」，

只能让人觉得你在同情 觉得有点安慰 只能让人觉得你在同情、觉得有点安慰

 如果有恩赐，不但安慰、也会得到实质的帮助

所以还是要羡慕 追求 还是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所以还是要羡慕、追求，还是要切慕属灵的恩赐。

这两个不是二分法 —
有爱不要恩赐、有恩赐不要爱，都不对，

要优先追求爱，但同时也要追求恩赐，要优先追求爱，但同时 要追求恩赐，

才能够让人家得到实质的帮助。

十四1b其中更要羡慕的，是作先知讲道。

十二31a 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

那更大的恩赐是什么？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爱那更大的恩赐是什么？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爱…
其实 十三章 都在讲恩赐，拿爱跟恩赐做比较，

没有说爱是一个恩赐 爱是必定要学习的功课没有说爱是 个恩赐，爱是必定要学习的功课，

是优先、最重要、长存的，每个基督徒都要优先学习

然后才讲恩赐 也就是「追求恩赐的动机是什么？」然后才讲恩赐，也就是「追求恩赐的动机是什么？」

 不是要有更多的恩赐来增加我的本事、法力

 让人家更推崇 尊敬 称赞 肯定我 让人家更推崇、尊敬、称赞、肯定我…

追求恩赐的本意、正确的动机 —本 动机
 十二7 让人得益处，十三章 所讲的爱，为了爱，

让我们不但爱他、而且有本事可以去帮助他我 不但爱 、 有本事可 去帮助
这就是 十二、十三章 主要的架构



「作先知 prophet 讲道」是什么意思呢？

希腊文原文重要的 是「事先知道」 希腊文原文重要的不是「事先知道」

 翻成中文产生望文生义…
圣经的先知含义比较广的圣经的先知含义比较广的 —

说神要他说的话、做神要他做的事情，
知 演 先知有时也用做的、用表演的都有

 最核心的概念是做神的出口、神的代言人

神不是自己不会讲话而，是他太威严、太神圣了，

人直接面对神是会死掉的，神常常用人替他说话 —人直接面对神是会死掉的，神常常用人替他说话
 圣经偶尔也有神直接跟人讲话的例子

 多数的时候，神透过人说出他的心意， 多数的时候，神透过人说出他的心意，

这个就是作先知讲道
讲神的道就是作先知讲道 而不要窄化了讲神的道就是作先知讲道，而不要窄化了，

这是最需要羡慕的一个恩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