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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中造就他人与维持秩序的重要性（十四）

开始播放

‧恩赐的本质与功用 ‧爱的原动力

‧恩赐的本质与功用 ‧爱的原动力

恩赐虽多，但出自同一位圣灵；
肢体虽多 但隶属同 个身体
肢体虽多，但隶属同一个身体。
请自行阅读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经文后
左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十二1 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弟兄们 论到属灵的恩赐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2

你们作外邦人的时候，随事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事那哑
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3 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
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真假的灵（1-3）：
提醒有异教背景的第一代信徒 超自然能力的彰显
提醒有异教背景的第一代信徒，超自然能力的彰显
所以我告诉你们，
所以我告诉你们，
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
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十二3
十二3
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超自然的能力不一定皆出自圣灵，也可能来自邪灵，
超自然的能力不
定皆出自圣灵 也可能来自邪灵
哥林多信徒先要分辨「恩赐」的来源。
真、假的灵，主要的分别在于对耶稣的态度

‧恩赐的本质与功用 ‧爱的原动力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恩赐的本质与功用 ‧爱的原动力
继续课程

十二4 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5 职事也有分别，
主却是一位。6 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
运行一切的事。7 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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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
的言语，
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 还有一人蒙这
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10 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
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
又叫一人能翻方言。11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
己意分给各人的。

恩赐的不同类别、职分、工作方式

十二4-7

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
恩赐原有分别
圣灵却是一位。
位。
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
功用也有分别 神却是一位
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
位，
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圣灵显在各人身上 是叫人得益处
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
恩赐都出自三位一体的神。
圣灵给予各信徒不同的恩赐，
圣灵给予各信徒不同的恩赐
是叫整体教会得益处，
认耶稣为主以敬拜基督为中心

‧恩赐的本质与功用 ‧爱的原动力
恩赐的列举

十二8-10

保罗列出属灵恩赐的清单，
是当代教会所显出来的，
对照罗马书、
以弗所书恩赐清单。

在教会中有何样的需要
在教会中有何样的需要，
上帝就会给何样的恩赐，
给我们属灵的能力 能够彼此
给我们属灵的能力，能够彼此
彼此服事
服事

‧恩赐的本质与功用 ‧爱的原动力
身体的比喻：
保罗用人的身体作比喻，
说明拥有不同恩赐的信徒彼此的关系。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十二12 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
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13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
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
圣灵。14 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

‧恩赐的本质与功用 ‧爱的原动力
身体的比喻：
我们虽然多，仍然是 个身子。
我们虽然多，仍然是一个身子。
身体是由许多肢体构成的，肢体之间关系密切。
个别信徒藉圣灵的洗连于基督 与主联合
个别信徒藉圣灵的洗连于基督，与主联合，
有份于耶稣的身体、即教会，彼此互为肢体。
十二13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
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
是为奴的，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
身体

‧恩赐的本质与功用 ‧爱的原动力
身体的比喻：
有脚说、手说、眼说，
有脚说、手说、眼说
不同的肢体开口说话。
不要分门结党，
不要分门结党
不可能全身都是手、都是脚。
肢体彼此需要同在一个身体当中，
不能自我隔绝，或互相排斥，
乃要彼此配搭，
互相照顾，
有苦同当，有乐同享

‧恩赐的本质与功用 ‧爱的原动力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十二15 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它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
子。16 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
身子。17 若全身是眼，从那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那里闻味呢？18
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19 若都是一个肢体，
身子在那里呢？20 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
但如今肢体是多的 身子却是一个
个。21 眼不能对手说：
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22 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
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23 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
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24 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
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25 免得身
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26
6若
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
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
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恩赐的本质与功用 ‧爱的原动力
身体的比喻：
比较俊美的肢体要帮助 些不俊美的，
比较俊美的肢体要帮助一些不俊美的
使它越发体面、越发俊美。

如果有一些肢体恩赐不够明显、不够能干，
上帝要我们学着去服事他，我们就得着恩赐。
有人需要服事，所以上帝给恩赐，
我们因为服事人，就领受了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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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赐的本质与功用 ‧爱的原动力

身体的比喻：
如果你我就是那比较不俊美、
软弱的肢体，
上帝必须把恩赐给其他的肢体，
好叫他们来服事我们。
我们因接受别人的服事，
一同经历圣灵所赐的恩赐。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十二27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体。28 神在教会所

设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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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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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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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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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赐使得身体被建造、教会能够成长，耶稣得着荣耀。
保罗帮助我们看见：不是看自己、乃是看整体，
因着彼此配搭、需要、照顾，身体逐渐增长

‧恩赐的本质与功用 ‧爱的原动力
身体的比喻：
在耶稣基督的身体当中，
我们彼此都做肢体、
上帝安排我们成为不同的肢体。
认清自己是何样的肢体、
上帝给我何样的恩赐。
给我恩赐是为要去服事造就有需要的肢体
给我恩赐是为要去服事造就有需要的肢体，
让我们没有孤零零一个人做基督徒，
经历在身体里彼此服事所彰显的恩赐与爱。
经历在身体里彼此服事所彰显的恩赐与爱

‧恩赐的本质与功用 ‧爱的原动力
有时我们会太谦卑而近乎自卑，
推托什么都不能做 什么都不会做！
推托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会做！

在耶稣基督的身体当中，上帝一定给我们恩赐。
求上帝显明我们的恩赐：
 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 –如使徒、先知、教师
 现在有何样的需求，就求怎样的恩赐来造就教会

‧恩赐的本质与功用 ‧爱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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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妙的道
十二31
「最妙的道」就是爱
爱就是运用恩赐的方式和目的。
爱就是运用恩赐的方式和目的
恩赐是重要的，它们都是神给教会的供应，
如孩子所需要的帮助 教导 才能长大成熟
正如孩子所需要的帮助、教导，才能长大成熟。

‧恩赐的本质与功用

‧爱的原动力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十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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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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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甚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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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爱就像一个成年人健全的心智，
知道如用正确的方法去做正确的事。
有这样的成熟程度，是因为得着圣灵的恩赐。
用爱的方式服事、运用恩赐，爱是重要的原动力！

‧恩赐的本质与功用

‧爱的原动力

爱的重要性十三1-3：
若没有爱，则没有 样 赐是有益的。
若没有爱，则没有一样恩赐是有益的。
 说万人的方言、先知讲道之能
 有全备的信、能够移山
「却没有爱」
 赒济穷人、舍己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非常有能力的恩赐，如果没有爱，是算不得什么的

‧恩赐的本质与功用

‧爱的原动力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十三4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

是不自夸，不张狂，5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
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6 不喜欢
不义，只喜欢真理；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
事盼望 凡事忍耐 8 爱是永不止息。
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恩赐的本质与功用

‧爱的原动力

爱的特点十三4-8：
是非常平衡的

‧恩赐的本质与功用

‧爱的原动力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十三8 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

爱绝不姑息罪恶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使人永不失去信心和盼望
且在任何处境下皆能坚定不移

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9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
讲的也有限，10 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
了。11 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
念像孩子 既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12 我们如
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今彷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原文作：如同猜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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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主知道我一样。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
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求圣灵提醒我们，愿意、渴望活在爱中、活出爱

‧恩赐的本质与功用

‧爱的原动力

爱的超越性 十三8-13：
各种恩赐都有消失的时候，
爱是没有止境、永不止息的。
「等那完全的来到 」十三10
指基督第二次再来，世界终了之时，
教会建造完成、不再需要恩赐，
与神面对面、仿佛孩子长成了！
教会在未达成熟的阶段，
教会在未达成熟的阶段
需要一些特别的恩赐
帮助认识神 经历神的能力
帮助认识神、经历神的能力，
帮助如孩子般的教会成长

‧恩赐的本质与功用

‧爱的原动力
爱的超越性 十三8-13：
对主的认识像是
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
表明对属灵的奥秘了解很有限

等到基督再来，
等到
督再来，
「那时就要面对面」，
对神的事完全知道了，
自然也就不再需要这些恩赐了。

‧恩赐的本质与功用

‧爱的原动力

爱的超越性十三8-13：
恩赐对比于爱，爱是永不止息的。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
其中最大的是爱 十三13
其中最大的是爱。
十
当主再来时
当主再来时，
 信的对象已经与我们面对面
 所有的盼望也实现了
 但爱仍大放异彩、带进永恒的
爱从现在就开始，不断的付出、领受，比任何恩赐更重要

祷告
谢谢耶稣降下圣灵、赐下各样的恩赐，
谢谢耶稣降下圣灵
赐下各样的恩赐
使得这个世代从我们身上可以
认识你的荣美 恩赐 救赎计画
认识你的荣美、恩赐、救赎计画。

‧恩赐的本质与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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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生命的特征
 是努力追求属灵的恩赐
努
求属灵
 在爱中应用恩赐、彼此建立
使基督徒生命和教会生活和谐有序。
使基督徒生命和教会生活和谐有序

在每天运用恩赐的时候，
所求的不是为了自己的满足、
别人被建立而已，
，
而是更思想与爱的源头连结，
从 命不断的流露出爱，
从生命不断的流露出爱，
爱的本身成为我们的饱足。

问题思想

Click 左下角

可以阅读解答

 在林前十二章，保罗以什么为比喻，
说明拥有不同恩赐的信徒彼此的关系？

你建立教会的计画从来没有停止过，
你的爱激励我们，
我
我们也愿意在爱中不断的彼此服事。
愿意在爱中不断的彼 服事。
常常给我们愿做的心，常被你提醒，
用你的方式、你的爱来彼此建立，愿你得着荣耀。

 和「爱」比较，
圣灵所赐的恩赐是暂时或是永存的？

问题思想
 在林前十二章，保罗以什么为比喻，
说明拥有不同恩赐的信徒彼此的关系？
 身体的比喻
 和「爱」比较，
圣灵所赐的恩赐是暂时或是永存的？
 爱是永不止息，恩赐是暂时、会停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