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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權限 Attribution 本教會網站所提供的教育事⼯內容主
要是主⽇學，主⽇講道，特別聚會，和 查經材料，包括講
義和⾳像。歡迎本會弟兄姐妹及各地基督徒免費使⽤。使
⽤時請提及出處（本教會及其作者）。

本讀經班教材乃根據王⽂堂牧師的原著編修



讀經者的信念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
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
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3:16-17）



屬靈的恩賜 Spiritual Gifts，12章

 出了甚麼問題？

 哥林多人在恩賜上分門別類，引起教會內部的不合與混亂。

 設若腳說：「我不是手，所以不屬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設若耳說：
「我不是眼，所以不屬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若全身是眼，從那裡
聽聲呢？若全身是耳，從那裡聞味呢？（林前12:15-17）

 豈都是使徒嗎？豈都是先知嗎？豈都是教師嗎？豈都是行異能的嗎？豈都是得恩賜醫
病的嗎？豈都是說方言的嗎？豈都是繙方言的嗎？（林前12:29-30）



恩賜 Gifts 天賦 Talents

從神而來
From God

從神而來
From God

為神
For God

為自己
For Self

領人歸主
Lead people to the Lord

不領人歸主
Do not lead people to the Lord

造就教會
Edify the church

不造就教會
Do not edify the church



屬靈的恩賜
Spiritual Gifts

聖靈的果子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關乎事奉
Concerning Ministry

關乎生命
Concerning Life

外在的表現
Outer Performance

內在的實際
Inner reality

配合果子，表裡如一
Outer gifts supported by inner life 

配合恩賜，內外兼修 Inner life 

manifested through outer gifts

造就教會
Edify the church

造就教會
Edify the church



 出問題的原因

1. 沒有真正信主：一講到恩賜，保羅不說別的，先說信主。教會出了問題，主要原
因是教會中有假基督徒。一個人未曾真心信主，生命未曾重生，內心不順服主的
道，卻在教會中發揮影響力，教會就會出問題。真基督徒是以耶穌為主的人，不
但以耶穌為救主，更是以耶穌為主（kurios，掌握你生命主權的人）。這樣的人，
可以和他談恩賜的真理：

 所以我告訴你們，被神的靈感動的，沒有說「耶穌是可咒詛」的；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
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林前12:3）

 一個不信主的人也可以說一百遍「耶穌是主」，但那不能使他得救。「口裡認耶穌為主」
是得救的條件（羅10:9），不是口頭的表面文章，而是發自信心的承認，乃是聖靈的作為。



 出問題的原因

2. 沒有整體的觀念：一講到恩賜，保羅先講「一位」和「一個身子」。在講恩賜之
前，要先認識三位一體的真神。在講個別信徒之前，要先認識整體的教會。哥林
多教會出了問題，因為他們只看到人，沒看到神；只看到個體的信徒，沒看到整
體的教會；只知道許多肢體都有恩賜，不知道這些恩賜是為了一個身體：

 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卻是一位。職事也有分別，主卻是一位。功⽤也有分別，神卻是一位，
在眾人裡面運行一切的事。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林前12:4-7）

 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林前
12:12）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林前12:27）



 出問題的原因

3. 自我中心：說到底，出問題的原因很簡單，就是「自己」：自私，自高自大，自
我中心。沒有想到⽤恩賜來榮耀神，來建造教會，來服事弟兄姊妹，反倒以恩賜
自誇，⽤來炫耀自己和分門別類。



For the Common Good 叫眾人得益處

 恩賜的目的：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林前12:7)

 「益處」的原文是 sum-phero，意思是「一同領受」。聖靈顯在各人身上，不是
為了私人，而是為了眾人。不是只要那個當事人得益處，而是要眾人一同得益處。
和合本聖經少翻譯了一個「眾」字，有人就誤以為恩賜是為了自己的好處。英語
聖經的各主要版本，都有將「共同」的意義達出來。



 解決之道

1. 真心信主：教會種種問題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沒有信主的閒雜人，冒充神的子民，
混在教會之中。這些閒雜人，有人信教而不信主，他們皈依了一個叫做「基督教」
的宗教，但卻從未跟從耶穌基督。有人信神而不信主，他們相信有神的存在，喜悅
他的靈驗，但卻從未為罪悔改，歸信為他釘十字架的耶穌基督。

 事情是這樣的：教會的大門是敞開的，組成分子卻是嚴密的。教會的使命是屬世的，
走向世上萬民；本質卻是聖潔的，專歸耶穌基督。教會的大門向世上萬民敞開，無論
何人都歡迎來到教會。但是教會的組成卻是純而不雜，唯有真心信主、重生得救的人，
才可以成為教會的成員。

 要解決哥林多人的問題，必須回到最基本的層面：教會的會員，必須是真心信主的人，
沒有例外。



 解決之道

2. 一個身子：這其實是一個最淺顯的道理，淺顯到不能再淺顯。保羅以身子做比喻，
身子雖然有五官四肢（許多肢體），但卻協調合一，乃是一個「多而一」的整體。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雖有許多肢體，卻是一個身子」。

 一個成熟一點的信徒，必定具有整體的概念。他知道自己是一個肢體（member），
雖然非常重要，如同眼睛或耳朵非常重要一樣，但卻只是整體的一部分。自己的存在，
是為了整個身子。哥林多人在最淺顯的道理上跌倒了，他們居然強調自己的重要性，
忘了自己是整體的一部份。

 要解決哥林多人的問題，必須強調 “教會” 的真理：教會是基督的身體，身體只有一
個，聖靈只有一個，眾人同有一個盼望，一主、一信、一浸、一神。（弗4:4-6）。



E Pluribus Unum Out of Many, One

 在美國的 Great Seal，以及硬幣上，有一句拉丁文

 e pluribus unum, out of many, one 多而一

 這句話若反過來說，就是

 e unum pluribus, out of one, many 一而多

 ⽤ “一而多，多而一” 來描述基督的身體，貼切合式：

 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
（林前12:12）



 解決之道

3. 使用恩賜：聖靈「隨己意分給各人」不同的恩賜，為的是要我們拿出來使⽤，造就
基督的身體。有恩賜而不使⽤，就是「將銀子埋在地裡」，在管家職分上怠職，將
要被主責罰。如同眼、目、耳、口、手、足的完美配合，發揮身子的功能，信徒也
當以恩賜彼此配合，發揮基督身體的功能。



愛 Love，13章

 出了甚麼問題？

 哥林多人追求屬靈的恩賜，極力表現自己，對人卻沒有愛心。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我
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
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什麼。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
有愛，仍然與我無益。（林前13:1-3）



 出問題的原因

1. 自私：哥林多人很自私，他們炫耀自己的恩賜，表現自己，為了要得人的稱讚。他
們只想到自己，沒想到全體教會，對人也沒有愛心。保羅說，愛才是最美好的生活
之道。一切恩賜若無愛心相伴，就毫無益處。若沒有愛，你就不算甚麼。若沒有愛，
無論你有多大的恩賜，做了多大的犧牲，仍然與你無益。

 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什麼。

 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林前13:2-3）



 出問題的原因

2. 幼稚：哥林多人很幼稚，他們是屬靈的嬰兒，思想和行為都不成熟。保羅說，我不
能把你們當作屬靈的，只得把你們當作屬肉體的，在基督裡為嬰孩的。在你們中間
有嫉妒紛爭，這豈不是屬乎肉體，照著世人的樣子行麼？（林前3:1,3）保羅盼望他
們長大成人，將孩子的事丟棄了：

 我作孩子的時候，話語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
了。（林前13:11）



 出問題的原因

3. 無知：哥林多人很無知，他們以為恩賜最重要，卻不知愛才是最妙的道。他們以為
恩賜最有價值，卻不知恩賜只是暫時的，唯有愛才是常存的。

 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如今常存的有
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林前13:8,13）



 解決之道

 將愛活出來：神是愛的源頭，基督是愛的榜樣。我們是神的兒女，也是基督的門徒，
我們的心中有愛。保羅講解愛的真義，鼓勵哥林多人將愛活出來：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
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林前13:4-8）



做先知講道勝於說方言，14章
The Superiority of Prophecy over Tongues

 出了甚麼問題？

 哥林多人高舉說方言的恩賜，只知造就自己，不知造就教會，造成教會的混亂與
不合。

 說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作先知講道的，乃是造就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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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會中，寧可⽤悟性說五句教導人的話，強如說萬句方言。（林前14:4,12,19）



 出問題的原因

1. 自私：哥林多人很自私，只知造就自己，不知造就教會。

 說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作先知講道的，乃是造就教會。（林前14:4）

2. 幼稚：哥林多人很幼稚，自以為是大人，其實只是嬰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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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前14:20）

3. 無知：哥林多人很無知，自以為甚麼都知道，其實甚麼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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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不知
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林前14:37-38）



 解決之道

▪ 在心志上作大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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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4:20）



大人的道理

 大人所明白的道理：一切是為了造就教會

1. 其中更要羨慕的，是做先知講道。（林前14:1）

2. 但作先知講道的，是對人說，要造就、安慰、勸勉人。（林前14:3）

3. 說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作先知講道的，乃是造就教會。（林前14:4）

4. 既是切慕屬靈的恩賜，就當求多得造就教會的恩賜。（林前14:1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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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14:2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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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不說你們癲狂了嗎？ （林前14:23）



大人的道理

 大人所作的選擇：寧可教導，不說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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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14:18-19）



團體生活的素質

 保羅所說的話，就算不信主的人也聽得懂。⽤一般的話說，就是你要有團體生活
的素質。在團體之中你不能只顧自己，不顧別人。在圖書館大聲說話，這是甚麼
素質？排隊的時候插隊，這是甚麼素質？在教會裡說方言（沒有人翻譯），這是
甚麼素質？



團體生活的素質

 從團體生活的角度來看，人的心志有三個階級：

1. 高階：行善。為了眾人的益處而甘願克制自己，甚至犧牲自己。

2. 中階：不善不惡。將自己管好就行，雖不犧牲自己，但也不危害他人。

3. 低階：行惡。只顧自己，不顧別人，就算對整體不利，我也不在乎。



死人復活 Resurrection，15章

 出了甚麼問題？

 有人在哥林多教會傳說沒有死人復活，而他們居然有人相信！

 既傳基督是從死裡復活了，怎麼在你們中間有人說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呢？若沒有死人
復活的事，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
的也是枉然。（林前15:12-14）



 出問題的原因

 有人在拆毀基本真理：基督復活是福⾳的中心信息，最基本的真理，也是教會的根基。

 教會是建造在「被釘十字架又從死裡復活的耶穌基督」之上，有人在教會傳說沒有死
人復活這件事，這是要拆毀教會的根基，乃是最惡毒的攻擊。

 有人說「基督沒有復活」不是問題，因為一直都有人在攻擊教會。問題是，哥林多的
教會中居然有人相信！

 因為死人若不復活，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
們仍在罪裡。（林前15:16-17）



 解決之道

1. 傳講純正的福音：對付謊言最好的方法，就是傳講真理。對付異端邪說最好的方法，
就是傳講純正的福⾳。

 福⾳的內容，就是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三⽇後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明他是神的
兒子：

 弟兄們，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告訴你們知道；這福⾳你們也領受了，又靠著站
立得住，並且你們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傳給你們的，就必因這福⾳得救。我當
⽇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
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林前15:1-4）



 解決之道

2. 教導復活的真理：林前十五章是有關復活真理最重要的篇章，應當仔細研讀，時常
教導。

A. 復活的必然：但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來，
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復活。
（林前15:20-22）

B. 復活的身體：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種的是必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所種的是羞
辱的，復活的是榮耀的；所種的是軟弱的，復活的是強壯的；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復
活的是靈性的身體。若有血氣的身體，也必有靈性的身體。（林前15:42-44）



 解決之道

2. 教導復活的真理：林前十五章是有關復活真理最重要的篇章，應當仔細研讀，時常
教導。

C. 復活的時間：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
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林前15:52）

D. 復活的凱歌：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那裡？死啊！你的毒鉤在那裡？死的毒鉤就是罪，
罪的權勢就是律法。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林前15:55-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