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林多前书

灵恩问题
第十三课…

我们来看林前十二－灵恩的问题，论到属灵的恩赐的一些教导。…
哥林多信徒聚会还有生活的思绪，就显出了他们问题的根源，
放在灵恩问题的事上也是 样 也就是说信仰的核
放在灵恩问题的事上也是一样，也就是说信仰的核心
必须以耶稣为主，否则就会有各样问题的产生。
十二1「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这是保罗的习惯用语：
十1「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
十一3「我愿意你们知道」，
十二1「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就让我们看到对属灵恩赐的原则，
应该有基本的认识，所以保罗说：「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灵恩问题
播映操作小技术：滑鼠click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号/总片数

暂停

请按

音
音量、全萤幕

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

前后换片、暂停

2 3 就讲到恩赐的目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2-3
就讲到恩赐的目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

开始播放

如果我们不明白2-3，在十二4 以后，还有十四方言的问题，
恩赐的教导，
，
很多关于恩赐的教导，我们就没有办法抓住它的重点，
所以 十二2-3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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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认为如果有人说「耶稣是主」就是亵渎神，因为主就是与耶和华一样的称号、
称谓 那么外邦人称许多的神 许多的主 不是真正的在敬拜真神
称谓。那么外邦人称许多的神、许多的主，不是真正的在敬拜真神。
所以凡是认耶稣是主的，那就是跟外邦称许多的神、许多的主，是有所分别。
「耶稣是主」是初代基督徒的信仰核心，涵盖着耶稣十架舍命、复活升天统管万有，
就好像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以及林前二10-13 只有圣灵感动人，人才可以真正的
来做这样的认信，也就是知道耶稣的十架舍命复活升天统管万有，
「耶稣是主」是初代也是现在基督徒信仰的核心。
「耶稣是主」是初代也是现在基督徒信仰的核心

恩赐的目的是为着来事奉、服事主耶稣，服事神，
还有呢 就是要来见证主 不光是事奉主 还要见证主
还有呢，就是要来见证主，不光是事奉主，还要见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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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的 」
当我们被圣灵感动，我们就称耶稣是主，
所以不但恩赐的目的是为着事奉，也是为着见证耶稣是主。
 当然恩赐的目的从
当然恩赐的 的 7 看到的，也是要叫人得益处；
看到的 也是要叫人得益处
 十二12-26 要让教会得益处，不单是让个人得益处，也是让教会得益处
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就是
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
就是
 敬拜外邦偶像事实上也会有邪灵所感而说话的，
所以不是「灵感说话」本身是圣灵的印证
 而是圣灵感动说出有意义的、而且是基督徒信仰核心的
「耶稣是主」，那才是圣灵居衷、圣灵在我们心中的一个证据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个分辨 非常重要的 个关键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辨、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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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知道所有的恩赐都是圣灵随己意给，
我们也知道要把 切荣耀归神，但是人其实常常是窃夺神的荣耀，
我们也知道要把一切荣耀归神，但是人其实常常是窃夺神的荣耀，
我们也常常是把这些外显的能力，当作是唯一来看神同在的证明，
这是有它的一个偏差，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的分辨。
在我们的信仰核心「耶稣是主」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此 十二1-3 特别是 2-3 讲到非常重要的恩赐的目的为着事奉主、为着见证主，
为着要使人 也使教会得益处
为着要使人、也使教会得益处。
基督徒信仰核心「耶稣是主」才是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一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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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恩赐的联结，我们看到三一真神密切的关联是缺一不可的；

7-11 恩赐的种类，前提是恩赐在个人身上是为叫人得益处。…

在这个恩赐的联结上我们清楚知道
在这个恩赐的联结上我们清楚知道，
这是合一又有分别的一个例子：
 三位一体的神是合一的神，位格不可混，尊荣不可分，
神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合一的肢体
 但合一不是都是一样的，因为身体上有不同的肢体，
需要彼此的配搭 这也就是分别
需要彼此的配搭，这也就是分别

 罗十二4-8 有七种：说预言也就是先知性的言语，

作执事的、作教导的、劝化的、施舍的、治理的、怜悯人的
 弗四11 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在罗马书十二章有七种，以弗所书四章有五种。
林前十二有九种，可以分成三个组，

4「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

 有教导类，就是智慧的言语还有知识的言语：
，

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
功用也有分别
神却是一位
位，在众人里面运行
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切的事。」
直译的话就是说：恩赐有多种，圣灵却是一位；
事工有多种，主却是一位；能力有多种，神却是一位。
这个「职事」就是指恩赐实际运用的方式，
也就是服事的这样的一个职份，
功用就是指恩赐的果效或者是能力
功用就是指恩赐的果效或者是能力。

智慧的言语强调神的启示，和福音信息以及圣经的真理有关；
知识的言语是偏重在人对神的道的一个领悟、了解，还有体会
 超然能力类，讲到信心、讲到医病、讲到行异能
超然能力类 讲到信
讲到医病 讲到行异能
 灵感说话类，有作先知、有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
所以在77-11
11 看到有恩赐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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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7 恩赐的运用，讲到了身体，讲到了肢体。…

14-27 要在爱里面来运用恩赐。…
因为恩赐各有不同，所以要互相的尊重，功用也各有不同，所以要互相的配搭，
因为恩赐各有不同
所以要互相的尊重 功用也各有不同 所以要互相的配搭
果效也各有强弱，所以我们要彼此相顾。讲到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都领受了
神给我们的礼物，也就是圣灵随己意所给我们的恩赐，我们需要彼此的配搭。
经文用比喻来说的是蛮贴切的：17 如果全身都是眼，那怎么样来听声音呢？
如果全身都是耳朵，那从哪里来闻味呢？
我们就会看到每一个肢体所领受的恩赐都是十分的宝贵的 没有什么强弱
我们就会看到每一个肢体所领受的恩赐都是十分的宝贵的，没有什么强弱，
也没有什么大小之分，我们如果明白彼此的恩赐，我们在配搭服事的时候，
就能够更多的来认识对方、包容对方。因为恩赐所显出的样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是互相的尊重，我们是彼此的配搭，我们是彼此的相顾。

12- 13 「
「一个身体」
个身体」，12 -27 有四次提到「
有四次提到「一个身子」
个身子」，身子的头就是基督；
身子的头就是基督；

基督也是教会的元首。我们看到有身体跟头跟元首的密切关系；
也看到身体跟许多不同的肢体的密切关系；也看到肢体，是从一位圣灵受洗。
新约提到「圣灵的洗」有七次：太三11、可一8、路三16、约一33、徒一5、
徒十一16、林前十二13。整个「圣灵的洗」可以分成三类：
1. 预言性的，四福音施洗约翰的预言，使徒行传是主耶稣升天以前
预言性的
福音施洗约翰的预言 使徒行传是主耶稣升天以前
对门徒的应许，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这属于预言性的。
2. 历史性的，在哥尼流家里
历史性的，在哥尼流家里一切听道的人，
切听道的人，
他们因相信而受圣灵的洗，而且是在水洗之前。
3. 教导性的，就是保罗将圣灵的洗的神学的意义来教导信徒，
因为受圣灵的洗就成为基督的身体，
13「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都从
位圣灵受洗，成了
成了一个身体
个身体，饮于
饮于一位圣灵
位圣灵。」
」
「都从」就是指所有的信徒在悔改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受了圣灵的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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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目的是什么呢？要让这个身体更荣美、元首得到荣耀，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益处，
教会也可以得到益处，这就是恩赐的配搭是非常宝贵的，
不是来显出哪一个人特别的能力强、厉害、高举自己，轻看别人，绝对不是这样。
所以教会里面我们的配搭圣工 在恩赐的发挥上彼此了解
所以教会里面我们的配搭圣工，在恩赐的发挥上彼此了解，
在服事上我们可以更融合，我们在配搭上就可以更顺利，这是非常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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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1 恩赐还有职事，在事奉的时候显明恩赐的职事，也是一种服事的职分。…
职事的种类，就是服事职分的种类还有次序，保罗在这里就举
职事的种类
就是服事职分的种类还有次序 保罗在这里就举一些不同的恩赐为例
些不同的恩赐为例，
一切都是为着建造教会，这边讲到神在教会所设立的，首先是使徒，
接着是先知，接着是教师，接着是行异能的，
还有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
当然他再次的说，不是每个人都是做使徒，每个人都做先知，
每个人都做教师 这个教导跟前面的经文就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做教师，这个教导跟前面的经文就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恩赐，可能是参与事奉太少，或者没有参与事奉；
传道人知不知道你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的恩赐呢？这个也是我们
需要好好的去观察，否则怎么样能够邀请他们做合于他们的服事项目呢？
每个人都要了解，我们都有上帝所给我们，圣灵随己意所给我们的礼物，
 如果不明白自己的恩赐，那是没有在服事当中去操练
 如果我们羡慕别人，也强求这样，
那就显不出真正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那就显不出真正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圣灵在我们身上所放下的美好的祝福
或者说有人他不知道他身上有恩赐的，那我们就要告诉他，
也许有弟兄姊妹以为只有牧者、传道人、同工才会有恩赐吧，
当然不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领受了这个宝贵的礼物，
 如果我们没有参与在服事中，那恩赐的显明就不太容易
 如果我们去仿效别人的恩赐，那自己的这一份也不容易显出来
 作牧者的更要能够清楚的看见弟兄姊妹，上帝所给的哪一份特别的礼物，
作牧者的更要能够清楚的看见弟兄姊妹 上帝所给的哪一份特别的礼物
以至于我们可以就着他们的恩赐，然后呢来邀请他们参与不同的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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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地方讲到先知跟使徒，不是旧约时代的先知或是耶稣、保罗时代的使徒，
因为这些所谓的先知跟使徒是直接领受神的话语，接受神的启示圣灵的默示。
对于使徒来说圣灵的默示，就是把神的话语能够记下，
或者说在圣灵的默示之下，成为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
新旧约的正典在第一世纪已经完成了，所以今天不再需要狭义性的先知和使徒。
不论是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直接领受神的话语然后写下了神的教导，
写下了圣灵默示 所写下的就是今天我们说新旧约的圣经
写下了圣灵默示，所写下的就是今天我们说新旧约的圣经，
那这个在第一世纪正典已经完成，这是所谓狭义性的先知和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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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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大的恩赐，是以复数的型态，就是
更大的恩赐
是以复数的型态 就是 28 所看到的：使徒、先知、教师这三种，
所看到的：使徒 先知 教师这三种
还有 十四1 要羡慕做先知讲道的，先知性功能的言语、讲说的这个恩赐，
追求这样的恩赐，整体来说就是那些可以造就全教会的，与悟性有关的恩赐。
造就全教会，意思就是话语，话语非常的重要，从神领受教导，从神领受话语，
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有了整本的圣经，从圣经当中来明白体会神的心意，
然后来忠心的传讲 就是造就全教会 这样的跟悟性有关的恩赐
然后来忠心的传讲，就是造就全教会，这样的跟悟性有关的恩赐。

今天所谓的先知和使徒不是正典式的功能性质的恩赐，
它是非正典性的功能性质的恩赐 当然还是可以存在到如今
它是非正典性的功能性质的恩赐，当然还是可以存在到如今，
 也就说所谓先知恩赐就是先知性功能的这个言语，
或者 讲论
或者说讲论的这样的一个恩赐
样
个恩赐
 也就是他可以有效的领悟并且传讲神的道
例如说牧者、传道人，
他有先知恩赐是先知性功能的这个言语 这样的恩赐
他有先知恩赐是先知性功能的这个言语，这样的恩赐。
那么使徒的恩赐也是一样，就是使徒性功能的这个恩赐，
那是神赐下能力往各处去传道，
那是神赐下能力往各处去传道
而且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当中然后能够来把福音传开。
今日的所谓先知跟使徒跟在旧约时代以及新约的耶稣、
保罗时代的使徒，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前者是狭义性的，
后者呢，我们是说他是有先知性、或者是使徒性功能
的这样的言语，这样讲说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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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却是要注意是要用全备的爱来运用，一切都是要以爱作为根基，
所有的恩赐都是要在爱中来运行、来运用。
爱基本上不是恩赐，如果你把爱当做恩赐也许就可以拿来当作借口，
「我没有爱，我没有这个恩赐，我爱不出来。」基本上爱不是恩赐，爱是生命，
所以这地方讲「最妙的道」事实上就是最好的一条路、最美好的一条路、
最宝贵的一个途径，那就是爱。
所以用全备的爱来运用恩赐 这是保罗在 第十二章最后
所以用全备的爱来运用恩赐，这是保罗在
最后一句话是非常重要
句话是非常重要，
以至于就引到 第十三章讲到了爱，我们再强调—爱不是恩赐，爱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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