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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保羅在勸勉， 

你們要追求愛、也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其中更要羨慕的、

是作先知講道。 

前面他告訴我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這裡說的是同一

個話題。那說方言的、原不是對人說、乃是對 神說．因

為沒有人聽出來．然而他在心靈裡、卻是講說各樣的奧

秘。(或是屬靈的秘密)(哥林多前書 14:1-2) 

這是值得留意的一節經文。你說方言的時候是在向神說，換

句話說，這個恩賜在一個人對神的敬拜，或是幫助他與神之

間的契合。因為借著方言，你不能理解，由此你饒過智力通

道。你有沒有經歷過一個感情的豐富超越了表達能力的地

步？我常有這樣的經歷。特別是在屬靈的氣紛當中。當我開

始思想神的恩慈，神的祝福，或是神的偉大，神的性格的時

候，我想到神愛的高深，他的能力，他的榮耀，我開始思想

他為我所成就的一切，我雖然卑微，我會忽然達到那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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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要對神感恩，語言反倒成了障礙。語言不能真正表達我

內心的感受，顯得不充分。 

因為我只能借著語言來表達，我的詞彙和其他的方面就受到

我窄小的智力通道限制。就好比一個小的漏斗，由於大量的

靈要通過這小小的漏斗，漏斗被阻塞了。我這智力的漏斗是

多麼的不流暢，多受限制。 神賜給我們一個恩賜，使我們

能夠饒過智力的通道，讓我們可以進入純粹敬拜祂的狀態。

現在，我的靈跟衪的靈相通，以至我所有的愛，我的感恩，

我對他的表達便不再受限制。我能夠讚美他的偉大，他的榮

耀。這樣我便能榮耀我所敬拜，所侍奉的神。 

在敬拜的時候能夠饒過智力的通道是非常美好的。沙羅拉 

Sabanarola 說過，“禱告到達了頂點的時候，使用話語是

不可能的。”沒有詞語能夠表達屬靈的事情。詞彙還沒有形

成，所以主幫助我表達這些屬靈的秘密。他幫助我的靈敬拜

讚美他。借著方言的恩賜，我在自己的敬拜和讚美中得到協

助，因為我說方言的時候，盡管我不理解，我是在向神說

的，神幫助我敬拜讚美天父，講述屬靈的事情。籍此榮耀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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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基督。 

方言的另外一個功能是按著神的旨意獻上禱告。因為我們的

軟弱有聖靈幫助，羅馬書 8章說， 

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

息、替我們禱告。聖靈幫助我們禱告，或是借著說不出來

的歎息，或是借著蒙聖靈啟示的話語，按著神的旨意就我

在代求的特別的情形作禱告。(羅馬書 8:26) 

這恩賜能夠建造我，對我有益，我蒙祝福。然而，如我求恩

賜的話，更好我要先求預言的恩賜。 

你們要追求愛、也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其中更要羨慕的、

是作先知講道。因為方言的恩賜只是於我個人有益。是聖

靈在我敬拜讚美神的時候協助我。(哥林多前書 14:1) 

而那作先知講道的、是對人說、要造就、安慰、勸勉人。

(哥林多前書 14:3) 

因此作先知講道的恩賜有更廣的益處。新約的先知更多是講

道，而不是說預言。向神的子民宣講他的真理。我們向神的

子民宣講他的真理的時候，他們在信心得到造就，他們與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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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基督的關係得到造就。他們在與主之間的關係中得到造

就。 

我們傳講神的真理，他們就在與主同行的過程中，在他們對

主的委身上得到勸勉，他們就能夠棄絕肉體情慾，順著聖靈

而行，我們也勸勉他們要仰賴主，委身於主，並要相信主。

我們傳講神的真理，他們就得到安慰，他們意識到一切都在

神的手中，神會照顧一切的。我只要耐心等候，神必會動工

的，我必要看到神的工作，並要榮耀神，讚美他的名，神的

話語給我帶來安慰。 

作先知講道的恩賜用途很廣，因為隨著人們對這個恩賜的操

練，教會便從中得益，得到造就，勸勉，安慰，和鼓勵。當

然，鼓勵也就是勸勉。那說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你自己得

到造就，這本身是蒙福的經歷，實在能夠造就你。但那作先

知講道的，乃是造就教會。我願意你們都說方言，我願意你

們個人的靈修生活能夠擁有這個福氣，然而我更願意你們作

先知講道。因為說方言的，若不翻出來，使教會被造就，那

作先知講道的，就比他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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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在這裡常常犯錯，他們以為方言若能翻出來，就可以等

同於作先知講道的恩賜。不是的。這個錯誤在五旬節教會很

流行，就是方言若能翻出來，就可以等同於作先知講道的恩

賜。就我個人的理解，就好像保羅這裡講到的，方言是對神

說的。 

你心裡回頭想一下，使徒行傳第二章，你記得這些人在耶路

撒冷聚集，因為這些男女在說著別國話的異常現象，人們聽

見門徒們用眾人的鄉談說話，就甚納悶;都驚訝希奇，門徒

在做什麼?他們在榮耀讚美神。他們在對神說話。他們沒有

在對人說話。 

門徒沒有用眾人的鄉談在傳道，只是聽到他們在榮耀神，在

讚美神。使徒保羅往下不多會兒將會指示我們，除非有人能

夠翻譯，使教會被造就，不能在聚集的時候說方言。 

不然、你用靈祝謝、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

的話、怎能在你感謝的時候說阿們呢。他因著什麼在說阿

門呢?你的感恩，是對神說的，(哥林多前書 14:16) 

保羅接著說，你感謝的固然是好、或者說那是很好的讚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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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只是要翻出來，能造就別人才好。 

因為方言翻出來了，就能使人們理解你對神的敬拜和讚美，

那樣他們就能夠得到造就。在你隨著聖靈傳講神的榮耀，他

的能力，神的偉大的時候，他們能夠理解你讚美，榮耀神，

以及你對他的崇拜，他們就因此得到造就。 

如果你到過五旬節教會的聚會，我肯定你是見過那些說方言

的場景，要是你對這些現像的觀察，你會發現其中的矛盾

性。多年來對五旬節教會的觀察過程中，我們發現有公開說

方言的，他們稱之為方言的信息，翻出來通常是這樣

的:“我的小孩啊，留心聽我的話，今日我呼召你來讚美

我，我的小孩啊，留心聽我的話。”很多時候，這翻譯，或

者這個時候我應該說，是所謂的翻譯是對人說的，似乎神是

在對他們說話，這些信息使用的常常是第一人稱。“我作為

神向你們宣告，我要祝福你們。”信息是神傳達給人的。 

我對這一類的五旬節聚會一再研究。是不是說那些方言是假

冒的呢? 不是的。而是那些翻譯是假冒的。我認為在發生這

類事情的聚會中，正表明有人在操練方言的恩賜，緊接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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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人在操練作先知講道的恩賜，而不是翻方言的恩賜。我

認為這是當今的五旬節教會中共同的現像，你在所有的這類

教會都能發現這種現象。先是說方言的恩賜，其次是作先知

講道的恩賜，而不是對無法理解的方言的翻譯。因此方言和

方言的翻譯，並不能等同於作先知講道的恩賜，不能把它們

當作是同一回事。作先知講道是神在造就，勸勉教會，而方

言是對神說的，方言講說的是各種的奧秘，隨著我在靈里的

敬拜，在訴說著讚美和榮耀。 

弟兄們、我到你們那裡去、若只說方言、不用啟示、或知

識、或預言、或教訓、給你們講解、我與你們有甚麼益處

呢。(哥林多前書 14:6) 

換句話說，我今晚在你們面前，是用啟示、或知識、或預

言、或教訓、給你們講解。如果我整個晚上站在這裡使用的

是無法理解的語言，你們所有的人白白浪費了一個晚上。 

但是我使用啟示，預言和知識，教訓的時候，我們一起學習

神的話語，在與神同行，跟神的關係上成長，你們就都能夠

蒙福，從中得益。若是講方言，這樣所說出來的方言只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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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些毫無意義的聲音罷了。 這些毫無意義的聲音是對你無

用的。 保羅說， 

就是那有聲無氣的物、或簫、或琴、若發出來的聲音、(哥

林多前書 14:7) 

假如我現在走過去，彈鋼琴給你們聽，對你們就不會有什麼

意義。我彈出來的不過是沒有意義的聲音， 

就是那有聲無氣的物、或簫、或琴、若發出來的聲音、除

非一個人真的有技能，(哥林多前書 14:7) 

好像你拿一把吉他，用你的手指在琴弦上胡亂地彈一通，你

聽不到任何旋律，除了那陣噪音，你什麼也聽不見。 

方言要是不翻出來，也不過是噪音一陣。假如一個人只是在

樂器上亂彈一通，你怎麼能夠辨別他彈的是什麼歌曲呢?你

不會明白他彈的是什麼。 

若吹無定的號聲、誰能預備打仗呢。(哥林多前書 14:8) 

在那些日子，就是現在，他們都有一種號角，在早上將人們

喚醒，叫人們吃早餐，叫人們來領郵件，叫他們聚集，衝鋒

現陣或是撤退等，所有這些號角都是信號。我們懂得這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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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但是假如拿起號角起來亂吹一通的話，我們該怎麼辦才

好呢？是撤退呢？還是衝鋒？還是吃早餐去呢？無定的號

聲，他只是在製造噪音，你不知如何回應才好。 

方言也可以變得毫無意義，你不知道任何回應。同樣的道

理，除非你使用人們能夠理解的話語，怎麼會有人聽得懂你

說的是什麼呢? 因此，起來向著大家說方言是毫無價值的，

人們不知怎麼作準備，不知道任何回應，除非你使用他們能

夠理解的話語，跟他們傳講簡單的真理。否則就是向空氣說

話了。 

世上的聲音、或者甚多、卻沒有一樣是無意思的。(哥林多

前書 14:10) 

或許你說的是意義重大，誰知道呢?又或許你在說些挺愚蠢

的事呢。 

所以，我若不明白那聲音的意思(哥林多前書 14:11) 

外國語言有時是很有趣的，因為你可能做出一些在人家的文

化看來很傻的事情，他們用他們的語言罵你，很多時候，我

聽不懂反而更高興。我不知道怎麼回應，但是我很高興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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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他們說的是什麼。 

我若不明白那聲音的意思、這說話的人必以我為化外之

人、我也以他為化外之人。你們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屬靈

的恩賜、就當求多得造就教會的恩賜。(哥林多前書 14: 

11-12) 

所以那說方言的、就當求著能翻出來。要有翻方言的恩

賜，才能操練說方言的恩賜，使整個教會因著翻出來的話

得到造就。我若用方言禱告、是我的靈禱告．但我的悟性

沒有果效。我不明白我所說的。這卻怎麼樣呢．我要用靈

禱告、也要用悟性禱告．我要用靈歌唱、也要用悟性歌

唱。(哥林多前書 14:13-15) 

保羅只是在說，他在靈修的時候，有時用方言禱告，有時用

希臘語或希伯來語或是他能夠明白的語言來禱告。“有時我

用靈歌唱，有時我用悟性禱告。” 

不然、你用靈祝謝、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

的話、怎能在你感謝的時候說阿們呢。你感謝的固然是

好、無奈不能造就別人。我感謝 神、我說方言比你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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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還多．(哥林多前書 14:16-18) 

保羅告訴我們他在教會的時候不使用方言。 

但在教會中、寧可用悟性說五句教導人的話、強如說萬句

方言。(哥林多前書 14:19) 

所以，若是他說方言比他們眾人還多的話，很明顯他是在個

人靈修的時候在他的內屋操練這種恩賜的。我認為一個人若

有方言的恩賜，他應該在個人靈修的時候使用，隨著聖靈的

帶領敬拜神，向神傾訴他的愛，講述神的榮耀，神的慈愛，

他的能力和他的偉大。 

我感謝 神、我說方言比你們眾人還多．但在教會中、寧

可用悟性說五句教導人的話、強如說萬句方言。弟兄們、

在心志上不要作小孩子．然而在惡事上要作嬰孩．在心志

上總要作大人。(哥林多前書 14:19-20) 

因此我們要作大人，不作小孩。只有在惡事上是要作嬰孩。

要尋求理解能力，能夠真正地理解。 

律法上記著、『主說、我要用外邦人的舌頭、和外邦人的

嘴唇、向這百姓說話．雖然如此、他們還是不聽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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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4:21) 

在申命記 28章，摩西在他侍奉生涯到了尾聲的時候警告以

色列人，要是他們離棄他們的神，他們將被仇敵擊敗。他們

將在街頭聽到人們使用別國的語言。神將因著自己遭到他們

棄絕而懲罰他們。這實在是神審判的印記，因為他們棄絕了

神。保羅似乎在引用申命記 28章，因為他說，“律法上記

著。”在以賽亞書 28章， 

先知說、不然、主要藉異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頭、

對這百姓說話．他們卻不肯聽。就是在這種場合，(以賽亞

書 28:11-12) 

譏誚先知的說、他要將知識指教誰呢、要使誰明白傳言

呢．是那剛斷奶離懷的麼。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

上加律、例上加例、這裡一點、那裡一點。(以賽亞書

28:9-10) 

他們在嘲笑這種講道的方法，然後以賽亞說， 

不然、主要藉異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頭、對這百姓

說話．他曾對他們說、你們要使疲乏人得安息．這樣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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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纔得舒暢．他們卻不肯聽。(以賽亞書 28: 11-12) 

保羅明顯是把這兩處的經文串聯了起來。 

我要用外邦人的舌頭、和外邦人的嘴唇、向這百姓說話．

(哥林多前書 14:21) 

好像申命記 28章記載的，以色列人被擄掠的時候，將聽到

別國的語言。 

主說，雖然如此、他們還是不聽從我。(哥林多前書 14:21) 

 這是從以賽亞書引用來的，換句話說，就算承受這樣的懲

罰，又回到申命記，他們仍舊沒有歸向神。 

這樣看來、說方言、不是為信的人作證據、乃是為不信的

人．作先知講道、不是為不信的人作證據、乃是為信的

人。(哥林多前書 14:22) 

這是值得留意的經文，方言是給不信的人作證據。接下來是

難度不小的經文，因為下一節看起來好像是完全的互相矛盾

的。在五旬節，我們的確看到方言對不信的人成了證據。因

為在五旬節的時候，那聲響吸引了這些虔誠的猶太人，他們

聽見門徒用眾人的鄉談說話。這些門徒都是加利利人，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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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各國的語言，在讚美榮耀主。彼得後來給人們解釋這個現

象，給他們提供聖經的根基，在彼得講完了他的信息的時

候，聖靈使眾人心裡知罪，他們說， 

“弟兄們、我們既然將榮耀之神釘死了，現在當怎樣行?”

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

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因為這應許是給你們、

和你們的兒女、並一切在遠方的人、就是主我們 神所召

來的。(使徒行傳 2:38-39) 

那天大約有 3000人信主，基督的肢體增大了，教會也由此

形成。他們被這個現像所吸引，他們因著這個說方言的現像

相信了，那方言成為不信的人的證據，他們觀察到這個現

像，結果就信了耶穌基督。 

作先知講道的恩賜乃是為信的人，作鼓勵，堅固，安慰和造

就的工作。接下來的一節，保羅似乎完全顛倒了過來。 

所以全教會聚在一處的時候、若都說方言、偶然有不通方

言的、或是不信的人進來、豈不說你們癲狂了麼。(哥林多

前書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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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是否完全顛倒過來了呢? 沒有，他使用的是虛構的例

子，在哥林多可能發生個這樣的事。教會聚在一處的時候。

他們站起來就在說方言。假如我進到一間教堂，所有的人站

起來就說起方言來的話，我會說，“你們都瘋了，我不明白

發生什麼事了。”如果教會要有方言的，就要按著保羅在這

裡給我們的教導。 

若有說方言的、只好兩個人、至多三個人、且要輪流著

說、也要一個人翻出來．(哥林多前書 14:27) 

在教會聚集的時候，要是有不信的人在場，整個教會的人操

練說方言的恩賜的話，人家得出來的結論就是他們都發瘋

了。這根本不能成為不信的人的證據。他們所接收到的證據

是你們都發瘋了。然而，要操練方言的話，看起來，保羅是

完全不提倡在教會裡這樣做的，他說，“我個人是不會在教

會裡說方言的，我在自己靈修的時候才操練這個恩賜。”在

教會里要說方言的話，只好兩個人，至多三個人，且要輪流

著說，也要一個人翻出來．另外還有一個規定， 

若沒有人翻、就當在會中閉口．只對自己和 神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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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哥林多前書 14:28) 

我完全不同意一個人站起來說方言，然後說，“神迫使我這

樣做的，我控制不住自己。” 

保羅這裡說，你是能夠控制的。如果沒有人翻，你就抑制這

種感動，這種恩膏，自己和神說就是了，有可能是你聽到神

的話，聖靈感動了你的心，祝福了你，很多人只知道用方言

回應神在他們內心的感動。如果是那種情形，你受到祝福，

你只想為著自己所領受的讚美神的話，就自己對神說就是

了。有時候，教會有些聚會，不是全體會眾，只是部分的

人，小型的禱告會，那樣，我認為有其他當遵守的規定。 

我認為在那些小組中，就可以更自由地使用說方言的恩賜，

但是當整個教會聚集，有不信的人在場的時候，就當照著規

定行事。在各各地山教會，由於教會在聚集時的人數多，一

個人站起來說方言會顯得混亂。因此我們在公開聚集的時候

為了避免出現混亂，我們不容許這種作法。首先，對於想站

起來的人，我們並不都認識。 

上一個禮拜天晚上，我們有几個好特別的人。我在等著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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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的一個站起來說方言呢，不幸的是他們使用的是我們能

夠理解的語言，有一些人在心理上有問題，他們被吸引到五

旬節類型的聚會當中，利用這裡的自由來滿足他們個人生活

中的心理需要。 

當我們操練作先知講道，知識的言語，智慧的言語這些恩賜

的時候，聖靈運用說方言和翻方言的恩賜來從中打斷是不一

致的。我剛才說了，我們有禱告會，細胞小組，這些聚會有

較多操練說方言和翻方言的恩賜的自由。說方言的恩賜是有

價值的，這點我們不加以否認，我們意識到這是有價值的工

作，是神的恩賜，然而在全體教會聚集，並有不信的人在場

的時候，我們就應該不使用這些恩賜。 

若都作先知講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進

來、就被眾人勸醒、被眾人審明．(哥林多前書 14:24) 

保羅說，盡管作先知講道的恩賜不是為不信的人，乃是為信

的人。但我發現很有趣的是，我們使用作先知講道的恩賜的

時候，很多時候，不信的人進來，盡管作先知講道的恩賜是

為勸勉，安慰，造就肢體的，不信的人進來，雖然道是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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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講的，然而很多時候，信息能刺透他們的心。我講到一

個主題，開始隨便舉一個例子，我們當中有帶朋友來的，這

些被帶來的朋友會變得特別生氣，因為他們擔心這是一個圈

套。以為帶他們來教會的朋友事前將他們的底細都跟我說

了，於是為著這個圈套而耿耿於懷。他們肯定我領受了有關

他們的資料，因為隨著信息的進展，聖靈開始嚴厲地對付他

們。 

很多時候，一個人聽到類似的信息，聖靈使他知罪，他意識

到神是真實的，有關神的事情都是真實的，盡管恩賜是朝著

教會的，那些聽到教導聖經的信息的人，在內心受到現實，

神的真理說服。作先知講道的恩賜在教會擔任很美好的角

色，能夠造就，安慰，不信的人聽到後不會走開，說，“你

們發瘋了。”相反的，他們說，“那些是實在的話。” 

他心裡的隱情顯露出來、就必將臉伏地、敬拜 神、說 

神真是在他們中間了。(哥林多前書 14:2) 弟兄們、這卻怎

麼樣呢．你們聚會的時候、各人或有詩歌、或有教訓、或

有啟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來的話．(哥林多前書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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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標點出了差錯，希臘原文是沒有標點符號的，是翻聖

經的人添進去的。我認為這裡在弟兄後面添加問號是個錯

誤，這個問號應該在“翻出來的話”的後面。因此，這裡的

問題是弟兄們、這卻怎麼樣呢．你們聚會的時候、各人或有

詩歌、或有教訓、或有啟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來的話?

換句話說，你們的聚會都混亂了，人人都想表現自己。 

各人或有詩歌，或有翻方言的恩賜，由於標點上的錯誤，有

些人說，“教會聚集一起的時候，聚會應該按著這個順

序。”你到教會的時候，你應該有詩歌，教訓，應該有翻出

來的話，應該是自由發揮，各人按著這個順序，做自己的

事。這好比我的兒子小 Chuck。還小的時候，做了錯事，我

拉他到一旁鞭打他。我想跟他解釋一下他違反規定的時候，

我為什麼一定要鞭打他。我說，“小 Chuck你知道，聖經

上說，不用杖管教孩子，寵壞他。”他說，“你為什麼不照

著做?”聖經指的是假如我不用杖管教的時候，我就寵壞了

你了。 

他卻將經文解釋成一個指令。不用杖管教，你應該寵壞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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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老爸。人們也同樣錯誤地解釋這一節經文，將它看成是

一個指令。這不是一個指令，而是一個指責，是對哥林多教

會里混亂的聚會方式。這是他定下第一個規定的原因，你們

聚會的時候，凡事都當造就人，凡事要為著建造整個基督的

肢體而行，讓凡事有益於肢體的建造，這是頭一個規定。 

若有說方言的、只好兩個人、至多三個人、且要輪流著

說、也要一個人翻出來．若沒有人翻、就當在會中閉口．

只對自己和 神說、就是了。至於作先知講道的、只好兩

個人、或是三個人、其餘的就當慎思明辨。(哥林多前書

14:27-29) 

若有人說“主如此說，”不要全盤接受，當慎思明辨。是不

是真的是神在說話，“主如此說，慶祝去吧，有一場車禍將

會發生，將你所有的東西都變賣了吧。”是不是真的神在說

話?當慎思明辨。很多人因為沒能明辨所謂的預言而惹了大

禍。發生過很多奇怪的事情。 

至於作先知講道的、只好兩個人、或是三個人、其餘的就

當慎思明辨。若旁邊坐著的得了啟示、那先說話的就當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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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不言。(哥林多前書 14: 29-30) 

讓別人有機會分享他心理的感動。 

因為你們都可以一個一個的作先知講道、叫眾人學道理．

叫眾人得勸勉。(哥林多前書 14:31) 

作先知講道的目的是要勸勉。 

先知的靈、原是順服先知的．(哥林多前書 14:32) 

換句話說，聖靈不會叫你做混亂的事情。聖靈不會迫使你站

起來，讓你在聚會的過程中大喊大叫的。 

你可以控制恩賜以及聖靈的恩賜在你生命中的使用。聖靈是

不會支配你的。 

因為 神不是叫人混亂、乃是叫人安靜。(哥林多前書

14:33) 

那些不應該做的，或是製造混亂的事情，假如結果是一片混

亂的話，那便不是從神而來的。好像那天晚上的那三個女人

到處喊叫說，神的教會要遭審判，那帶來的是混亂，不是從

神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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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神不是叫人混亂、乃是叫人安靜。(哥林多前書

14:33) 

婦女在會中要閉口不言、像在聖徒的眾教會一樣．因為不

准他們說話．他們總要順服、正如律法所說的。他們若要

學甚麼、可以在家裡問自己的丈夫．因為婦女在會中說話

原是可恥的。(哥林多前書 14:34-35) 

你記得我們在 11章保羅提到過婦女不蒙頭禱告或傳道的

事。 

婦女在會中要閉口不言，(哥林多前書 14:34) 

保羅這樣說，他指的是婦女不應該在教會禱告或傳道。他在

11章就已經對此容許。那麼， 

婦女在會中要閉口不言，保羅這樣說是什麼意思呢?他們若

要學甚麼、可以在家裡問自己的丈夫．因為婦女在會中說

話原是可恥的。(哥林多前書 14:34-35) 

神的道理、豈是從你們出來麼．豈是單臨到你們麼。(哥林

多前書 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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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是說，“你想神的道理、豈是從你們出來麼?你以為設

立標準的是你嗎？是你設立規定的嗎？神的道理是先臨到你

的嗎？” 

神的道理、豈是從你們出來麼．豈是單臨到你們麼。(哥林

多前書 14:36)  

保羅顯示出很多的智慧，他說， 

若有人以為自己是先知、或是屬靈的、就該知道、我所寫

給你們的是主的命令。(哥林多前書 14:37) 

很多人在屬靈的事情上很張狂，保羅在 13章說過，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

(哥林多前書 13:4) 

不張狂．”但是在哥林多就出現這種屬靈的驕傲。人們極力

要奪取屬靈的權柄，這就是哥林多的情形，大家都在尋求屬

靈的權柄。 

有趣的是，許多的人在屬靈的道路帶著傲氣，他們有啟示，

是別人沒有的，他們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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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有見解。 保羅說，“要是這些人是真正屬靈的，讓他

們認同我所說的是從主來的。” 

你若是真的屬靈的話，就得承認這一點。 

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罷。所以我弟兄們、你們要

切慕作先知講道、也不要禁止說方言。 

這是最後的一個規定。 

凡事都要規規矩矩的按著次序行 

這是哥林多教會的失敗。在神的家裡面的雜亂，給來訪的人

帶來混亂，人們說，“他們都發瘋了。”他們這麼說可能是

很有道理的， 

凡事都要規規矩矩的按著次序行 

願你與主同行，與他相交當中蒙他的祝福。讓你和他之間的

交通不斷增加，更加豐富，這個星期願主的恩手在你身上，

隨著他的帶領，使你蒙福，使你這個禮拜一切順利，願你經

歷和主之間的關係有一個新的深度，你們有一些人在自己的

靈修時間有過那些經歷的，繼續放鬆它們，願你將恩賜如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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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旺起來，願你開始使用神賜給你的每一個工具來敬拜，認

識，交通以及明白神。願你更加與他親近，在行事為人更加

堅定。奉耶穌的名，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