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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书第 12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师 (各各他教会) 

“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哥林多前书 12:1) 

这是保罗的一个有趣的讲法，因为我想今日的教会里存在的

不清楚的领域之一就是属灵恩赐的领域，和它在教会中的运

作。这个不明白是存在于教会里争论的双方。 

在灵恩教会中有许多属恩赐的滥用，因为人们对他们在教会

里真实的运作不明白。另一方面，在真道的教会中，也存在

许多对属灵恩赐的不重视，认为他们只存在另一个时代，看

不到今日有任何的用处。所以保罗说，“我不愿你们不明

白。”这话可悲，确是真的，今日我们对属灵思赐是不明

白。 

“你们作外邦人的时候，随事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事那哑

吧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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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书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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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的，在保罗的年代有一个谣言：说某人讲方言，被一个

会解方言的人听到，却是囊渎圣灵的话，保罗说，“不可能

的，没有人借着圣灵说耶稣是可诅咒的。”这个谣言或许从

哥林多开始，但是它还没有消除。我今日还听到人们说，

“我的伯母认识一个女的，她参加了一个聚会…”谣言总没

有第一手的证据，它总是某人在某处认识某人。比如说有个

聚会，某人站起来说方言，某人从埃及那里来，他们说方言

在亵渎神。那个谣言持续到今日，然而你知道，但是没有人

籍着圣灵能说耶稣是可诅咒的，不可能。 

有一天当耶稣在谈论祷告的重要性和祷告的迫切。他说， 

“你们中间谁有朋友，半夜走到他那里去，说，朋友，借

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

么给他的。那人回答，不要打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也

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对你说，虽然他不因

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词迫切的直求，会起来照他所需

要的给他。我对你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

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



3 of 24 

哥林多前书第 12章 

 

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父

反给他石头？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

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何况

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路加福音

11:5-13) 

我很厌烦这些浪人的故事，就如同说“当你让自己对神敞开

时，你最好小心，因为你不知道什么灵可能会进来。”错

的，你天上的父比我们地上的父更亲切，如果我是一个真诚

爱神的孩子，寻求神的圣灵充满而且求衪的灵，衪的灵住于

我而且给我能力，却说神会允许一些错误的或邪恶的灵进入

而控制我的生命。这是亵渎神的说法，那是极端地亵渎神的

观念，我完全地拒绝。 

第二部份也是有趣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能说

耶稣是主。”如果我真的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能这么做

全在于圣灵在我的生命里面所做的善工结果。如果你认罪就

是因为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动工。除了圣灵的善工之外，你

不会如此做。你不能真正的承认耶稣基督是主，除非圣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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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生命里所动的善工。 

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哥林多前书 12:4) 

恩赐有许多样。这里只是部份的恩赐名箪。保罗在罗马书十

二章提到其它的恩赐，有一些是不在这里的。恩赐有许多不

同类型，但却只有一位圣灵。 

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哥林多前书 12:5) 

现在他说到关于掌管的，帮助的和这些事物的本质。 

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 神却是一

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哥林多前书 12:5) 

所以尽管恩赐不同，恩赐运行的也不同。 

我可能持有某种属灵的恩赐，你可能持有相同的属灵恩赐，

但是它运行在我的生命和于运行在你的生命中是不同的。 

神是不会让我们来界定衪，他不会遵照我们的规范和我们的

心意去做。他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和旨意来动工。而不是随我

的意愿。因此寻求接受其它人相同的经验是错误的。神可能

在你的生命中有不同的工作。一个我们时常犯的错误是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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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听到一个人为如何接受圣灵荣耀的洗礼作见证时，或他们

如何在生命中接受属灵的恩赐。许多人听到会想，“哦，那

就是圣灵动工的方式。” 

因此他们试着寻找相同形式的感觉，相同形式的感受。有些

人的描述是非常清楚的，活生生的，尤其能那么生动的描述

事物。说“我在钢琴之下，从我的头顶我开始感到温暖。好

象它从上而下穿过我，持续的，我整个身体就兴奋起来。”

听见这话的人也在等候神 。他就会说：“哦，主。我想要

接受更多你自己的圣灵。”我等待温暖的感觉从我的头顶开

始却什么事也没发生。我等候，再等候，我仍然没有得到这

种温暖。我想可能改天吧。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在寻求模

仿其它人相同的经验。 

现在我们都知道唯一进到神的道路是借着耶稣基督，但是我

们都有不同的个性，而且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认识耶稣为我们

的主，有不同的经验。因为我们全都有不同的个性，神以不

同的方式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 

神以衪自己的方式与我们连接。我们的经验可能非常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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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但是我们的确有相同的属灵恩赐。然而它在我里面运行

的方式可能不同于在你里面运行的方式。我感受的可能会不

同于你感受的。因此我们不该追求一些经验或者断定我有属

灵的经验，只因为我有温暖赤热的感觉，像一场热水浴或像

这般感觉。耶稣是我们的主，这信仰不该基于我所所领受或

有过的感觉，因为我可能有说不出来的领受，我所有的就只

是在神的应许里有的单纯的信心。有些人会说，“哦，这真

是可惜。”不是可惜，这是祝福，因为我有神的话语，而且

我站在神的话语之上，而不是我的感觉或经验上。 

得救也是这样，有些人描述当他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一

些令人惊奇的感觉。因此人们寻求特异的感觉而不只是寻求

神的话。神的话，要说神说神：「说过的，他应许过的。我

对神的话和神的应许有信心，而且扎跟在此」，而不是说，

“兄弟，让我告诉你，这发生在我身上的奇事。”我们的信

仰要扎跟在神的话中是很重要的，因为神的话不改变。而我

的感觉会改变。我的感觉能从今晚到明天早晨可能完全改

变，但是神的话永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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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的信心扎跟在神的话语之上，我就有一个坚固的关系，

恩赐确有多样，圣灵却只有一位主，一位神，当然在这里你

有圣父，圣子和圣灵。 

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哥林多前书 12:7)) 

如果神确实给了我属灵的恩赐，那恩赐不是为了我私人的享

乐，或我玩乐的把戏，而是为了基督整个身体的益处。只有

一种恩赐是为了个人灵修所使用，为自己的益处，那就是说

方言的恩肠。我们下星期日晚上会读到十四章关系方言，在

信徒的生命中适当的使用方言。 

恩赐被给予是为了基督的整个身体的益处，借着圣灵给

予，智能的言语；(哥林多前书 12:8) 

「智能」这个字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功用有分别。在早期教

会受希腊教育的犹太人和希伯来人之间发起一些争论。一些

犹太人受希腊文化的教导。另一些人跟随希伯来文化。 那

些跟随希腊文化的人感觉到他们在教会福利制度中得到第二

等间待遇。因此他们找使徒抱怨，说我们的寡妇在餐桌上受

到二等待遇。因此使徒聚集，使用智能的言语说，让我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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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七个有好名声，又受圣灵充满的人，让他们管理教会福

利，而我们能继续禁食和祷告，领受神的话语。我们不服事

神而去管理伙食是不合适的。这是智能的言语，更进一步的

智能或许表现在七个人中，他们当中五个有希腊人的名字，

或许他们是受希腊文化教导的人。 

当某位弟兄来安提亚教会看见外邦人和他们在基督里的自

由，他们说，“嗨，等一下，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

礼，就不能得救。 

所以保罗和巴拿巴聚集了这些人，和他们一起到耶路撒冷处

理这件事。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那里有很大的纷争辩和分

裂。彼得起来说，“神呼召我到外邦人那里，当我如此说时

圣灵就临到我。我不能反抗神的话？我们不应该把一个我们

不能负的轭放在外邦人。保罗和巴拿巴就对其他的人说神已

经籍我们在外邦人中行一切的神绩奇事。然后雅各以智能的

言语说，「我建议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止淫乱和祭偶像之

事，如果他们照箸做便能做得很好，我们只要把重点指示他

们，不必把所有的事情都要他们做。」智能的言语，让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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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很高兴。“好的，我们就这样做。” 

经常当意见不同，有争论时，人们之间发生对立。那智能的

言语及时的出现，某人会大声清楚地说，「我们应该这样

做。」其它的人会说，「嗨，好主意。你怎么想到的呢？」

其实只是智能的言语才能做得到了。是神给人这样的恩赐。

不是一个智能的水库，让我随时去领取,而是主在当情况发

生时会给我们令人满意智能的言语，给我们的需要。 

知识的言语，这是你对某些事的直觉里面，你不知道你如何

获知，你只知道那是圣灵的启示，你知道那个处境人们的遭

遇这些都从圣灵的启示，而让你明了。我有时看着这人，神

就借着启示，让我知道这人所遭遇的问题以及在他生活中所

发生的事。我不能告诉你我如何得知，但它就是在那里。彼

得曾经就使用过他知识的言语，当西门愿意花钱买那权柄，

就是叫他的接箸谁，谁就可以领受圣灵，彼得就说，“你的

钱与你一同灭亡吧！我感受在你心中的苦毒，妒嫉，猜

忌，”你最好祷告悔改。彼得读出那人的心，知识的言语是

奇异的，当知识的言语被使时，我不总是知道它使用。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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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在讲台时，知识的言语被使用了，我甚至没有发觉。 

每隔一阵子，我会收到福音传道者的消息。他们会在信中，

并出外拍照，说他们有大的聚会，希望你继续寄钱对神事工

的支持，但他们却什么也不做，只坐在那里打信，寄这些邮

件，而他们真的完全没有服事神。有一天我在说有关这类型

的人，说“你知道他们住在里度岛，他驾的车是白色的凯迪

拉克”等等，这些信息广播出去的，星期一早晨，我接到一

个愤怒的电话，那是一个住在里度岛的人打来的，他驾着一

辆白色的凯迪拉克，他正是作那种邮寄的事工，他说“你没

有权利说我的奉事，你不知道我为主做了些什幺？”我说，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谁？”你昨晚在谈论我，说到我在里

度的家和我的白色凯迪拉克。我说，“先生，我不知道关于

你的任何事。我一生中从未听说过你。我只是随意的举个例

子，因为里度岛是个奢侈的区域，名为里度，而白色的凯迪

拉克就像传染病一样，让那里的每个人着迷。但是我不认识

你。”我又说，“如果我是你，我会确实省查我自己。”知

识的言语，有时确实在非常奇特的状况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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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是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会发生。正如我在看一场玫

瑰杯比赛。南加州对抗俄亥俄州比赛。南加州在他们自己的

15码线上有球，和我一起在看那场比赛的朋友，我对他

说，“注意下一个球，戴维斯将在左边底线附近接到球，然

后他要一路到底达阵得分。”我的妻子对我说：“你的声音

都传到这边来了。”，她还说，“亲爱的，当你在餐厅的时

候，谈话要比较温和，每个人都能听到你了。”在我附近的

人们都听到我所说的话，接再下来的一球是给戴维斯的，他

在左边底线附近一路到底触地达阵得分。在附近五排内的每

个人都回过头看着我，说，“那么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

事？”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在我生命中我从未说过任

何事像这样。但我只是脱口而出，当它发生的时候我像其它

人一样的吃惊。知识的言语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它如何的

运行，连当事人的确也真的不知道。你知道我认为一件超自

然的事时常运行的如此自然以致于我们无法承认它是超自然

的，我们完全忘了有那幺多的恐怖的超自然现象发生在我们

周围，我们完全不注意是多么可怕。我们甚至连一点感觉都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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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发生那么自然，我期待若神向我说话，会有，哦，你

的头发正在全竖起来了，神正在向你说话，我以为你能分辨

他的声音，以及对他的震撼。我们正在寻求一些超自然的现

像为了要承认神动的工，或神的声音，但是时常是一种非常

微小的声音，一个内在的觉醒，突然的想法或默示，一个突

然的渴慕像神对我们的心说话，和将他的真理种在我们的心

里上。我必须学习不寻找火，不求地震，不寻找疾风，而是

学习听到微小的声音当神跟我们的心说话的时候，借着与知

识言语相同的灵。 

又有另一个人，信心，(哥林多前书 12:9) 

现在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能被测度的信心。我相信在耶稣基

督里的信心是神的一个礼物 

借着恩典我们透过信心得救，那不是我们自己的，它是神的

一个礼物。对耶稣基督的相信借着神给我。当彼得与约翰进

入圣殿之内，有个人寻求周济，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

有，如果我有我一定很高兴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

名，命你的脚站起来走路，”他扶那人站立起来。那是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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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方面的一个行动。让一个跛脚的人站起来。而且立刻他

领受到力量，开始跑和跳跃，而且赞美神。然后当他到达圣

殿，人们说，“那不是那个在门口有许多年之久的跛脚的人

吗？”是的，就是他。他在做什么跑来跑去呢？我不知道，

让我们来瞧瞧。当跛脚的人从外面回来到所罗门的门廊，彼

得仍站在那里，他就握住彼得，开始拥抱他，所有的人开始

联想神绩和彼得有关，因此彼得说，“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

把这事当作希奇呢？为什么定睛看外面？以为我们凭自己的

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叫你们知道藉由拿撒勒人耶稣基

督的名这人能全然站立在你们面前。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

他变成主要的房脚石了。” 

是藉由他的信心，这人在你们所有人的面前有完美的表现。

彼得并没有说是我的信心，我的大信心，我祷告好几年，神

最后把这给我。但是彼得说，“是借着他的信心，信心的礼

物，他的信心，这人在你们所有人的面前完全坚固。因此彼

得辨认出这不是我能让跛脚的人起来仅有的一些信心，但主

给他在这特殊的例子里有信心，而且他为这争取有信心的恩

赐，他看着这人，借着信心神医治了他。信心的恩赐那是在



14 or 24 

1哥林多前书 12 

 

特别的情况里而有的特别的信心，不是你在每个情况下都有

的信心。有信心的人，时常也会有大软弱的时候。 

亚伯拉罕，是称为信心之父。神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

亚伯拉罕。”撒拉已经停经，神又说，“我要给你一个儿

子，亚伯拉罕。” 撒拉说，“亚伯拉罕，我们别自己骗自

己了，神需要帮助。他想给你一个儿子，因此你与我的侍女

夏甲同房，当孩子出生的时候，我能从她那里得孩子，就像

是我的孩子和你的孩子，我们就能在这件事上帮助神，因为

现在这时候我们必须实际些。”因此以实玛利出生。有一天

以实玛利大约 13岁在外玩的时候，主说，“亚伯拉罕，我

要祝福你而且给你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笑着说，“但愿以

实玛利永远活在你面前。”主说，“不然。借着撒拉要给你

生个儿子。” 

这是个信心的人，但是他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不是每个情

况都有信心，他说，“嗨，撒拉你这么美貌，他们会杀我，

并将你从我身边带走，所当我们到达的时候只要说，‘你是

我的妹子’，别告诉他们你是我的妻子。这个有信心的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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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妻子为人质而称地为妹子。有时我们感到丧气，因为信

心不总是在那里。信心的人也经常有斩弱的时候。 

以利亚在刚和巴力的先知比赛，当他说你建立你的祭坛，我

建立我的祭坛，而且我们祷告神让神借着火响应，就知道他

是神。他们说，这样“够公平。” 

他们就建造他们的祭坛，整个早上祷告，没有什么事发生，

以利亚走近他们说，“我打赌你的神睡熟了，你曾经这样想

过吗？你或许必须大声呼求叫醒他，或许他休假不在，那真

是羞傀，或许是他去洗手间舒缓一下”，那是他说的，他是

这样粗鲁的。因此这些家伙开始上下跳跃，并且拿刀子砍他

们自己并且又割又刺种种，仍然没有什么事发生。然后以利

亚说，“好吧，拿些水来倒在我的祭物上，”他们就拿水

来，以利亚说，“倒更多，倒更多，最后整个满了水。”他

们在以利亚的祭物四围挖了一条沟，充满了水，以利亚说，

“现在神向这些家伙展现火来，而且烧尽这些祭物，烧掉岩

石上所筑的祭坛烧干所有的水。”以利亚，一个贝有信心中

的伟人。虽然他如此的角色，他拿住四百个先知在河边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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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到基顿河杀了他们所有的人，然后那个坏的皇后耶洗

别会来，听到以利亚所做的，她说，“，明日约在这时，我

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请神帮助我。”以利

亚听到耶洗别来追赶他便起来逃跑。有信心的伟人，跑了一

百哩，来到西乃的一个山洞躲藏起来。以利亚，有大信心的

伟人，躲在洞里躲避耶洗别。你看见有信心的人，都有信心

软弱的时候。你有信心的恩赐，并不意谓着他运行如一。有

些人把信心当阿拉丁的神灯使用，他们想什么，就能得到么

什么。你知道你不能只擦神灯说他就在这里。但是神会在某

种遭遇和环境中，给你这个特别的信心。而且当神给你信心

指示他要做某事的时候，真是荣耀，你只要有信心，信任

神，在神中安息就可以了。一种美好的经验。它不是在每个

情形中发生，但是当它确实发生时，的确是荣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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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书 12:9) 

这恩赐的运行很像信心的恩赐。 

另外一个是行异能，再一次，不使每个情况中，但是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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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神绩发生。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

叫一人能翻方言。(哥林多前书 12:10) 

约翰说有许多邪灵从外面进入世界内，但不全是神的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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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在下星期日

晚上进入第 14章。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人的。(哥林多

前书 12:11) 

圣灵的这些恩赐完全在神的主权中。我不能要求一个特别的

恩赐在我的生命中运行。圣灵有至高的权柄分给这些恩赐。 

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组成，肢体虽多，仍是一个

身子，基督也是如此，因此我们是基督的肢体。在你的身体

中有许多不同的部份。你有你的手指，你有你的手，你有你

的手臂，你有你的手腕，眼睛，鼻子，嘴，腿，脚，脚趾，

你的身体中各种不同的部份但是你还是一个身体。现在如果

你掉了一块铅管在你的脚趾上，你哪里受伤害？你全身都受

苦。一个肢体受苦全身都受苦。当我受伤害的时候，很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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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痛苦的区域。基督的身体，我们就是他的躯体中的组成部

份，是基督的整个身体。基督的身体有许多肢体包含长老

会，路德会，浸信会，我们都是基督身体的肢体，我们与彼

此有份，是一个身体。 

求神帮助我们有这个警醒和明白。总是有些人想要分开基督

的身体。认同他们自己排除其它人。或总是有那些认为他们

自己是基督的身体最重要的部份。但是每一部份彼此间都是

必要的。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到声音呢？因此神把肢体齐

全的联合在身上，将它们聚在一起，我们全是一个身体。如

果认同这点，身上一个肢体受苦，我们全部应该感受得到。 

若身上的一个肢体得荣耀，那么我们身上所有的肢体应该一

同快乐。因此保罗教导耶稣基督身体的单一性，这是多么美

好的学习，我祷告神借着他的圣灵帮助我们将这重要的学习

放进我们自己的心里及在我们自己的想法过程中，实际活出

来我们不要想自己或是寻求自己的益处，我们不犯这罪。或

是拒绝基督身体的其它肢体相合的这种罪，也不犯。 

我们尚未听到在 30频道是否会给我们临时执照，我们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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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在每天任何时候都能听到，但它是政府的业务，而且不总

是可靠的，借着它们先前的宣称，但无庸置疑他们是仔细考

虑过，无论他们作出什么决定，我们当然会遵守，但是我们

急想要这 30频道，若他们允许的话。我想立刻打电话给恰

克温道尔，雅各杜博生，在圣塔安娜的大卫，在各各他教会

的哈金。约翰迈克阿萨，聚集这些人说，“看瞧这里，这是

神摆在我们膝前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并且寻求主如何最好的

使用这些设施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从基督的肢体而来的不

同的代表。显露他们。在电视上显露他们的服事，而不只是

在电视上显露一小撮基督的肢体，我想看到基督所有的肢体

被显明出来，基督的真实肢体。虽然约翰和我在一些看法上

不同，但我们仍是在基督耶稣的弟兄和在他里面合一。而且

我们分享基督的合一，远比任何我们今晚谈论的议题还来得

重要。我们需要明白当我们回到天上，不会再有卫理公会信

徒的一区，长老会的一区，浸信会的一区，但是在基督里既

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希腊人，野蛮人，西古提人，束缚的或自

由的，浸信会信徒或卫理公会信徒，长老会信徒或撒勒人，

或神的教会，或基督的教会，但是所有人都在基督里面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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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罗在这里所教的是关于一个美好身体。 

都从一位灵受洗不拘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外邦人，浸信会

信徒，或长老会信徒，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饮于一位

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而是人。(哥林多前书 12:13-14) 

你能想象身子若只是一个肢体，会是多么奇怪的世界，如果

你的身体只是一个肢体，我们每一个只是不同的部份。 

假如脚说，因为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于身子，它不能因此

就不属于身子。(哥林多前书 12:15) 

现在如果你身体的任何部份有权利抱怨可能会是你的脚，它

大部份时间住在黑暗里头。僵硬，臭味的环境，却从不抱

怨，有时在晚上它会抱怨若你工作太认真，但是它就在那

里，它只是完成它的职责而已，它是你身体的一部份。它不

寻求高升自己，希望向上移动变成你膝的一部份，想成为不

同的东西，离开这个骯脏的臭地方。 

假若耳朵说，我不使眼，所以不属于身子，它也不能因此

就不属于身子。(哥林多前书 12:16) 

有些人说，我们是这，我们是那，我们不是整个身体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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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他们不是。 

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

现在神把每一个肢体，身体中的每一个，神随自己的意

思。(哥林多前书 12:17-18) 

再一次讨神的喜悦。在新约很重要的句子贯穿全部，就是讨

神的喜悦。神给我们一个身体为的是讨他喜悦，我们一个新

的身体。 

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

只有一个，眼不能对手说，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

我用不着你。(哥林多前书 12:19-23) 

不对。不是如此，身上有软弱的肢体，那更是不可少的：身

上的肢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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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这身子把加倍

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哥林多前书 12:24) 

那么神所创造基督的身体，其中的肢体我们有时有点瞧不

起，看低那部份。可是，你知道他们都是神所拣选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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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与加上荣耀给他们。 

身体不应该有分裂，但是肢体应该彼此有相同的照料。若

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

耀，所有的肢体一同得荣耀。现在你就是基督的身子，并

各自做肢体。你们都重要，你们在身体中全扮演重要的角

色，(哥林多前书 12:27) 

你们都是重要,每一部份来填满身子，成为一个完整的服事

身子，如果你不填满你的部份那么你身的那个部份就有欠

缺。因此你们每一部份都要摆在身体里面，在基督的身体里

面都有不同的服事。 

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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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的问题岂都是使徒吗？岂

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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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

示给你们，(哥林多前书 12: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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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这些神奇的恩赐更好的，或祷告医病，或无论什么在你的

生命中，神总是有更好的给你。我会为 28节的这部份作重

点提示。下个星期我们进入哥林多第 13章，是整本圣经最

好的章节之一。当保罗为我们界定有趣吸引人的希腊字，爱

agape，我们得到这类型爱的定义，都是由神出来的爱，他

想要透过我们的生活中涌流出来。在第 14章中，适当的使

用说方言的恩赐和翻方言的恩赐。 

神将你放在身体里，神选择将极大的荣耀给一些最重要的部

份或是不那幺的明显或是不太受注意的部份。在某种意义

上，我猜神使我成为一张嘴，若整个身体只是一张嘴，那会

乱七八糟。我们每一个在身体里都成为各尽功能的肢体，将

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圣灵在我们之间有个好的带领。那么

神使用我们为了他的荣耀，教会的问题之一是时常我们发现

教会是打摆子似，因为身体的每个部份只想到他们自己的

事。我们对圣灵在身体间带领的果效上没有真正的那幺敏

锐。教会没有强而有力的见证呈现在世人面前，因为身体本

身的许多肢体在彼此对抗。现在如果你的身体这样，如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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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臂对于你想做的事有不同的意见，或你的每一条腿对于

你想去的地方都有不同的欲望。由此你可想象基督的身体在

世人的面前是什么样子的呢？许多时候每一个人只想做自己

的事而不愿意降幅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多么需要靠着圣灵

的带领让基督的身体，就是所有的功能可以得到了长显。 

如此愿你对圣灵更加敏锐，向圣灵敞开，让圣灵使用，奉耶

稣的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