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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查經材料】        新移民手冊 5 (第五週) 
 

“僕人的生活-在聖靈裡的裝備以能服事” 

2008 年四月 11、12 日 

第一時段：歡迎你來 
請準備簡單、輕鬆、活潑的遊戲，讓身心疲憊的組員，能打開心門，

預備心來敬拜讚美主。約 15 分鐘。 
 

第二時段：敬拜讚美 
以事先預備好的詩歌，把人帶到主的寶座前，帶下神的同在。約

20 分鐘 
小組長在此時段裡，帶領、鼓勵大家順從聖靈的感動說出勸勉、安

慰、造就的話。每次有人分享完後，都需要由小組長來回應，可以

為神的應許來感謝讚美主，為有需要的一起同聲開口禱告，或其他

方式。 
 

第三時段：禱告服事 

接下來這時段可以就地分幾個 3 人小組，為(一)小組認領的宣教單

位禱告。(二)為教會的事工，可參閱主日週報。(三)為個人需要，

新來賓，病痛者等祝福禱告。最後請小組長做結束禱告。約 20 分

鐘。 
 

第四時段：話語分享 
以分享討論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裡，約 35 分鐘。 
(請上教會網站 www.rolcc.net / 細胞小組 /查經資料中閱讀或下
載材料，在聚會時分享心得，並回答問題。) 

 
教會近期事工與活動： 
 
1. 4/20 (日) 敬拜讚美更新聚會，小組聚會照常舉行。 
2. 5/16 (五) 神的殿我們的家，小組聚會暫停一次。 
3. 5/24-26 恩愛夫婦營，已開始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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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意的提醒： 
 親愛的弟兄姐妹： 

新移民手冊的課程內容十分的豐富、實用，請您務必每

天從週一到週五先熟讀，而不是在小組聚會時一天一天的查

考。您可在小組中作簡單的心得分享，然後小組一起複習劉

牧師提供的『問題與答案』(在最後一頁 P15)，來幫助弟兄

姐妹回顧所讀的內容，並提供答案。 

請帶領話語的弟兄姐妹複習前兩週的問題與討論。我們

將會在本課程結束之後的一次聚會中把這 11 週的問題從新

再回顧一次。 

願神祝福各位靈命活潑、愛主更多！ 

           黃光賢 傳道 

第五週：第一天               4/05-4/11/2008 
本  課︰僕人的生活 
本  週︰在聖靈裡的裝備以能服事 
今  天︰被聖靈充滿（一） 

讀     加拉太書 5︰16-23；約翰福音 7︰37-39 
 

你在基督徒生活裡是否經歷了無數的「起伏」呢？當你發覺自己仍

然受困於許多舊的思想和習慣時，你會感到異常驚訝嗎？你會因為生命

的混亂而覺得厭倦嗎？  
 

也許你聽到有一個聲音對你說︰「這個國度的標準對你來說太高

了，你永遠都不能達到他們的要求，這標準太不適合你了！」若真是如

此，那就是撒但的聲音。撒但最開心見到你對新生命感到心灰意冷。 
 

你也會聽見另一個聲音對你說︰「你沒有必要像坐雲霄飛車一般起

起伏伏的過一生。你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讀加拉太書5︰16-23。其中有那一項「情慾的事」是你 
本身所面臨的問題呢？(不必寫下答案，只需在心裡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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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這些行為所帶給你的一些感受。你是否想從中得到釋放呢？你是

否希望你的生命會結出更多聖靈的果子呢？(參加拉太書5︰22-23﹚ 
 
在你禱告接受主耶穌基督做你的主與生命主之時，神就讓聖靈時刻居住

在你生命裡。聖經說我們對內住的聖靈有四種反應。讓我們看看︰  
 
1. 抗拒聖靈：使徒行傳 7︰51指出人們雖然遵行了許多的宗教儀式，

卻麻木於聖靈的引導。每當我們清楚地聽見了聖靈的聲音卻不予理

會時，我們便是在抗拒聖靈。 
2. 叫聖靈擔憂：以弗所書 4︰30-32說如果我們帶著一切苦毒、惱恨、

忿怒、嚷鬧、毀謗、並一切的惡毒，便會令聖靈擔憂。 
3. 消滅聖靈的感動：帖撒羅尼迦前書5︰19說我們會「把靈火撲滅」。

一但聖靈停止在我們的心裡燃燒，那將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 
4. 被聖靈充滿：以弗所書5︰18裡『被聖靈充滿』是屬於一句連續、被

動性的動詞。保羅的意思是說︰「你現在要被充滿 — 將來也要被

充滿 — 並且要繼續不斷地被聖靈充滿。」 
 

劃線把我們對聖靈的反應方式和行為連接起來︰ 
      充滿   拒絕跟隨衪的帶領 
      擔憂   在例行敬拜儀式時，心裡明白自己沒有跟隨聖靈的引導 
      抗拒   渴望基督的生命完全充滿著你 
      消滅   對一位家庭成員懷恨在心 
 
如何被聖靈充滿： 

首先你必須知道，雖然被聖靈充滿是讓聖靈將神的能力不斷地注入

你生命裡的一個過程。但是你也能經歷一種強烈的感覺，使你與神之間

的關係頓時煥然一新。人們對這種經歷各有不同的描述，他們所用的不

同詞彙也許讓你覺得混淆。然而不論用什麼字眼來形容都好，這都是真

實性而無從辯駁的。雖然神所要賜給我們的一切豐盛資源都已經在十字

架上給我們了，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已經完全領受了。 
 

在我們的生命裡，我們總有時會這樣想︰「主耶穌啊！我已經把我

所知道的自己完全獻給了我所認識的你。願你以完全的大能來掌管我的

一切！」這種情形有時會在一個人對失敗的基督徒生活感到萬念俱灰的

時候產生。有時他會禁食禱告，但這並不是一個必備的條件，這只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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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心一種絕望與渴望的心境表現。 
 

創世記32︰26裡的雅各就有過如此的遭遇。他一生詐騙過許多人。

有一天晚上，他對自己感到絕望，於是與神的天使摔起跤來，他對天使

說︰『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他在與神接觸之後生命完全改

變了，神也因此給了他一個新的名字叫「以色列」。 
 

你認為基督徒生活總是充滿了失敗的嗎？若是你靠自己的力量生

活，那當然就注定要失敗了。你現在是否願意讓聖靈來管治你的生命呢？

若要不再犯罪，就別再靠自己去努力。是聖靈把基督的個性注入在我們

的生命裡，各種屬基督的樣式都是由聖靈所塑造的；這些就是聖靈的果

子（加拉太書5：22-23），是從聖靈而生的。注意，經文裡並不是指聖

靈的許多果子，而是果子（單數）。所有的特性都由聖靈而生，沒有所

謂這些或那些，是全部。全部的特性都會在被聖靈完全管治的人的生命

裡流露出來。 
 

約翰福音4：14裡耶穌說：『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

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 
根據約翰福音7：37-39所說，約翰福音4：14「水」是代表什麼？ 
 
                                                               
 
 
讓聖靈管治我生命的三個步驟： 
 
    來 
 『人若渴了，讓他到我這裡來。』（約翰福音7：37）若這正是你

的景況，便要向聖靈認罪！被聖靈充滿開始於承認自己沒有被充滿，並

且誠心渴望被充滿。 
 
 求 
 神應許只要你祈求，不論是什麼，衪都會給你。衪說：『你們祈求，

就給你們！』（馬太福音7：7） 
 

領受 
只要你誠懇的向神求，神就會以聖靈來充滿你。那也許是一陣的能

力和喜樂，也許只是個很寧靜的感覺。不論是什麼方式，都帶著神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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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第二天 
本  課：僕人的生活 
本  週：在聖靈裡的裝備以能服事 
今  天：被聖靈充滿（二） 

讀    路加福音 11：11－13；使徒行傳 9：17 
 
例證：上科學課時，老師叫一個小孩把水注滿一個八盎司的量杯，然後

老師再倒入四盎司重的砂粒。當然，杯裡有一半的水馬上就溢出了量杯

外。小孩因此學會了「取代的原理」（THE LAW OF REPLACEMEN
T)。那就是，兩種物質不能同時佔據相同的空間。 
 
人心需要留空間給神：我們在要求神以聖靈來充滿我們的同時，必須先

自我反省。如果我們的思想與心靈充滿了不順服與不信，那就只剩下一

點點的空間能讓聖靈管理了。因此，被充滿也就是要倒空的意思。若我

們帶著嘲諷的靈，就沒有信心可言；若我們的靈含苦毒，就沒有喜樂可

言。而若我們的「內心」倒空了，就有很多空間讓聖靈住在裡面。 
 
不倒空是因為滿足現狀：成千上萬的信徒住在神國度裡卻沒有被聖靈充

滿。（你是否也是其中之一呢？）人們之所以這樣，理由很簡單，就是

因為他們已經深深愛上了自己的屬靈景況，他們因此說：「我目前在神

的國度裡覺得很舒適；我不好高騖遠，我懂得如何自制！」他們通常都

以神學的立場來維護自己，不願意完全倒空的隱情，他們從未深入地去

體會神的事情！ 
 
神掌權、人被動：被神的聖靈充滿時，你可能會變得完全不能自主，甚

至作出一些令自己覺得很愚蠢的事。我曾見過一個堅強的大男人在被神

的靈充滿時，竟然在眾人面前哭泣起來。若你是那種擔心失態，拼命要

保持「尊嚴」的人，被聖靈充滿的這件事可能會把你嚇一大跳！ 
 
由聖靈引領：約爾迪安羅拔爾(Yaye Dion Robert) 是非洲象牙海岸一所

大型細胞小組教會的牧師。一天晚上他在讀聖經【以西結書】第四十七

章，內容記載先知被領到水深至踝子骨處，然後前進到水深至膝處，後

又至水深至腰處，最後水蓋過了頭頂，成為「不可走過的河」(以西結書

47：5)。迪安牧師說，就在那個晚上主問他：「迪安，你是否肯讓我領

你到河裡，深入至腳踏不到底之處呢？你是否願意跟隨我深入神的國度

裡，做我的僕人，讓我完全使用你呢? 」他與神掙扎著，哭了起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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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是的！是的！」從那一夜開始，神牽著他的手走過非洲西部、

歐洲、甚至美國等地，千千萬萬的人因著他而歸入神的國度。 
 
動機純正：你為什麼要被聖靈充滿呢？若你的動機不正確，神便不會充

滿你。你若只是想藉著得到這種超然的能力，來跨耀或滿足自我的虛榮

心，你便需要即刻求神潔淨你靈裡的污點，承認你的罪。然而，如果你

心裡的願望是想要做神更有果效的PAIS，成為一個更有用的器皿，能夠

活出基督的靈，那你便能肯定神必會應允你的祈求。一但被聖靈充滿，

你的生命便會完全改觀！你目前看為重要的許多事也會因而不感興趣。 
 
進入更深之處：然而最重要的，是你將能進入神國度裡的更深之處，發

掘許多你從不知道的寶藏。我本身也曾經在生命裡有過如此經驗；神在

我的生命裡帶來一陣非常真實與強烈的震撼力，使我幾乎窒息！ 
 
    讀路加福音11：11-13。當你向父神祈求聖靈充滿時，祂的反

應是什麼呢？（寫下你在思想這節經文後所得到的啟示） 
                                                         
                                                         
                                                               
                                                               
 
環境—在小組中：進入神的國度時，如果你的包袱裡帶著深深的傷害，

你可能會因此而孤立自己。通常在這種情況下，悲痛的經歷會使我們不

敢再相信任何一個人！然而我們的內心卻在吶喊，我們需要得醫治。聖

靈如何醫治你呢？你的細胞小組會為你解答這問題！可能就在你向其中

一位成員或整個小組分享時得著了醫治。神知道你需要別人的鼓勵與支

持。因此被聖靈充滿也是屬於小組的事工。 
 
    讀使徒行傳9：17亞拿尼亞做了什麼使掃羅能看見又被聖靈充滿呢？ 
 
   他把            按在                     身上。 
 
亞拿尼亞說：『就是耶穌，打發我來，叫你能看見，又被聖靈充滿。』

亞拿尼亞把手按在掃羅身上，神的靈便充滿了這位瞎眼的人身上。 
 
方式—藉著肢體按手：聖經有許多地方都記載神藉著第三者把聖靈傳給

人。這也是你必須加入一個小組（基本基督徒社群）的原因。我們每個

人都可以成為神愛與恩典的管道，把神的愛與恩典傳送給國度裡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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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掃羅需要亞拿尼亞的幫助，因為那是神的計劃。聖靈差遣腓利去

向太監傳道，又差派彼得往哥尼流家去，這也是神的安排。事實上，使

徒行傳裡充滿著許多類似的例子，都說明神如何藉著一個人來滿足另一

個人的需求。 
 
小組—恩典管道：因此，你可以分享自己願意被聖靈充滿的心願，並請

小組裡的其中一人或全部的人為你禱告。要別人為你按手禱告，必須確

定他是位充滿了真理之靈的人。沒有人能夠藉著按手而把所謂的「特別

能力」傳給你。我們每一位都是神的「恩典代理人」。 
 
複習：配對以下各名詞與它們的定義。以劃線來將之連接。 
 
 
  PASI    意即「建立」、「造就」 
   OIKOS    意即「孩子」或「僕人」  
  OIKONOMOS    意即「家裡的人」 
  OIKODOMEO    意即「執事」或「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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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第三天 
本  課：僕人的生活 
本  週：在聖靈裡的裝備以能服事 
今  天：聖靈的能力(一） 

讀     哥林多前書12：1-11 
 
字義：我們應當追求聖靈充滿，因為我們需要靠神的超然能力來服事，

這種超然的能力稱之謂「恩賜」。聖經原文裡用了幾個不同的字眼來形

容聖靈的作為：第一節裡將之描述為「超然的作為」；第四節裡則稱為

「恩賜」；第五節以及別處改稱為「能力」。 
 
聖靈作主：這些屬靈的能力來自聖靈，沒有聖靈就沒有屬靈的能力。因

此未信者絕對沒有這種能力。即使是基督徒，也不能自己決定要在什麼

時候使用聖靈的恩賜。不是我們運用聖靈的恩賜，而是聖靈充滿我們，

並且按著祂的旨意、時間和地點，在我們的生命裡流露出來。 
 
聖靈能力的目的：哥林多前書12：7告訴我們：『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

叫人得益處。』聖靈的作為不只是局限於我們的生命裡，祂也會透過我

們流露出來。運用屬靈的恩賜是為了使基督的肢體得到益處以及幫助他

們成長，這就是細胞小組強調人人都要學習「彼此建立」(Oikodomeo)
的原因，因為這麼做，便使恩賜得以顯現。 
 
你要如何領受恩賜呢？請再讀第七節。保羅說明恩賜是給「各人」的！

這在希臘原文裡說得非常清楚：包括你在內喔！聖靈不是只選擇「特別

的人」。若你已經被聖靈充滿，神便要藉著你去把屬靈的恩賜傳給別人。 
 
分與領：因此，更適切的說法是我們都是恩賜的分配者，而不只是領受

者。第十一節說：『這一切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隨己意分給各人的。』 
 
跟隨聖靈與操練：因此，你不必著急聖靈是否會把某一個恩賜給你；你

沒有必要為著醫病的恩賜或智慧的言語一直不斷祈求。放鬆吧！只要你

與神有密切的交通，又有一顆願意被使用的心，聖靈的恩賜就能透過你

流露出來。慢慢的，你會發覺神使用我們的方式是很奇妙的，以很自然

的方式來配合我們每個人的不同個性。 
 
一個見證：我記得一位叫伊麗的中年婦女。她是一位安靜不受人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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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看起來也不像所謂的「非常屬靈」的人。她只是靜靜的愛著主，

忠心地跟隨聖靈的引導。作為牧師，每當會友中有人過世，我便會在接

到通知後到喪家去。而通常在我抵達時，伊麗就已經趕到那裡了。當我

在慰藉死者的家屬時，她便會在廚房裡清洗盤子和沖泡咖啡，又悄悄的

換了所有床舖，洗淨髒衣物，做好準備讓來弔喪的親屬們過夜。 
 
她所做的一切遠遠超出了一位「好鄰舍」所能做的。我可以感覺到聖靈

充滿著她的生命，使她滿有能力，運用「幫助人」的恩賜（林前12：28）。 
 
後來，我不再當牧師了。有一天我接到一個緊急熱線電話說：「李博士，

我們剛接到從你家附近打來的電話。有一位太太患了流行性感冒，而她

的丈夫又不幸地在她的床邊把腦袋撞破了，她和孩子們都陷入歇斯底里

狀態。請你馬上過去幫幫他們吧 ! 」 
 
屍體被抬走後，我們把那位太太和她的孩子們安頓在隔鄰。我看見地上、

地毯上以及床舖上的斑斑血跡，心裡暗想：絕對不能讓家人看見這些痕

跡！可是這時有誰能幫助我清除這一切呢？對了！是伊麗。於是我馬上

打電話給她。她幾乎是隨傳隨到，而且還帶來了幾瓶清潔劑和一些破布

條。於是我們一起合力把這悲劇所留下的痕跡擦淨。就如多加（使徒行

傳9：36-41）一樣，伊麗充分流露了幫助痛苦中的人的恩賜。她的恩賜

雖然沒有使她顯得更加「屬靈」，然而卻造就了別人。 
 
在逐漸發掘聖靈如何賜你能力來服事的同時，讀一讀聖經裡有關別人如

何運用恩賜來服事的例子。想一想神如何使用你去祝福別人，並感謝神

讓你有此福份作為祂的PAIS。 
 
仔細讀哥林多前書12：1-11。找出帶有以下各句意思的經文索引，

填在左欄裡： 
ˍˍˍ  聖靈感動我們說：「耶穌是主」 
ˍˍˍ  智慧的言語和知識的言語是恩賜 
ˍˍˍ  信心與醫病的恩賜是恩賜 
ˍˍˍ  神給我們恩賜是要叫人得益處 
ˍˍˍ  聖靈隨己意分給各人不同的恩賜 
ˍˍˍ  恩賜包括說方言和翻方言 
ˍˍˍ  說到神與神的運作 
ˍˍˍ  說到主與職事 
ˍˍˍ  說到聖靈與恩賜 
ˍˍˍ  別對屬靈的恩賜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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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第四天 
本  課：僕人的生活 
本  週：在聖靈裡的裝備以能服事 
今  天：聖靈的能力(二） 

讀     哥林多前書 12：31-14:1  
 
溝渠與擋泥板：我在新加坡所住的樓宇外有一條溝渠。在乾燥的季節裡，
它幾乎乾得一滴水也沒有。我經常由四樓的窗戶望下去，可以清楚見到
這溝渠有非常細膩的結構。溝底與兩邊用堅固的擋泥板舖成，兩旁則有
小洞孔讓雨水從地面流入溝裡。我正在寫這段文字的時候，外面下著暴
風雨，溝渠裡也灌滿了洶湧的流水！在艷陽普照的炎熱天氣裡，溝渠似
乎毫無用武之地。只有在雨季時，住在附近的居民才會感激它的存在。
因為假若沒有這溝渠，整個地區都將泥濘不堪！ 
 
你要像溝渠：聖靈的恩賜好比「屬靈的擋泥板」，讓神的愛像水流一般，
從神流過我們的生命，像溝渠一樣，再灌注到別人生命裡去。保羅在這
篇經文裡說，恩賜若失去其服事的目的，就沒有意義了。因此，恩賜的
功用才是最重要的。單單擁有它算不了什麼。 
 
愛是運作恩賜的動機：哥林多前書 14:1 告訴我們：『你們要追求愛，也
要切慕屬靈的恩賜…』這個真理給了我們一個有力的根據，來評估恩賜
的來源。有時在某種情況裡，恩賜的運用方式會使在場的人感覺畏懼，
而那位運用恩賜者則被視為「超級基督徒」。評估恩賜的一個方法便是鑒
別其使用的動機。若是以愛作出發點，我們便能確定這是來自神，否則
便值得懷疑。事實上，哥林多前書 14:29 也教導我們要『慎思明辨』。保
羅在第十三章的教導非常明確，他說恩賜必須以愛為起點，若沒有愛，
便是出了某種問題。 
 
三種愛：這篇經文裡的「愛」字在原文裡是 Agape 的意思。你熟悉這個
字眼嗎？新約聖經裡共有三個字眼都譯成「愛」。第一個字 Phileo 是「弟
兄之愛」; 其次，Eros 是「自我的愛」；第三個字 Agape 則完全不同了。
Agap 所說的愛，是發自那位愛的主動者的本質，而不是因為被愛者的可
愛所致。 
 
羅馬書 5:8 說明了 Agape的愛：『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
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當我們還作罪人時，根本不值得被愛！
然而神的愛卻遠遠地遮蓋了我們醜惡的罪，以致基督願意為我們捨命。 
 
Agape 使你對人的問題有興趣：你的細胞小組裡也許有一些充滿問題的
人讓你感覺束手無策。你對他們的直接反應可能是：「我想我應該把他暫
時擱在一旁吧！」若是如此，那你的小組就有了兩個待以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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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你本身便是那第二個問題！假如沒有愛，你就不需運用任何恩賜。要
成為神恩典的管道的先決條件，便是要有 Agape 的愛。 
 
你會如何處理下述的各個情況呢？ 
以下所描述的，是實際發生在細胞小組中的個案： 

 
1.  蘇珊用信用卡花了一大筆錢去買了衣物和手飾。由於過度透支，

她只好逃債到另一個城市去。她在細胞小組裡說出了她的秘密。
你有什麼反應呢？(沒有絕對的答案) 

□  自願借錢給她還債 
□  提議她兼任兩份工作以償還債務 
□  保持沉默。她所造成的殘局應該讓她來收拾 
□  ？                                                        

 
2. 你的細胞小組裡一對夫婦的十七歲女兒整個晚上與男朋友在一起

沒有回家，又把父母親的勸告當作耳邊風！這對夫婦要求你勸導
他們。你會怎麼做呢？ 

□  禱告求神幫助他們而本身不出面介入 
□  代表他們單獨與這位女兒交談 
□  ？                                                           

 
 3.   一位細胞小組成員的孩子被發現臉上有瘀傷。這件事顯然要作父

親的負責任。然而這位父親在小組中自認為有「作先知」的恩賜，
態度又很傲慢。你會如何處理這件事呢？ 

  □  嚴厲的指責他為偽君子 
  □  試著去了解他之所以會在屬靈上誇耀的原因 
  □  ？                                                          
 
錯誤價值體系的囚犯需 Agape 幫助：這些不同個案裡的人物顯然都有一
個內在的屬靈問題，需要人們的幫助才能得以解決。他們都無法單獨「突
破網羅」來到神面前。他們都是被囚在錯誤的價值系統中的囚犯。 
 
聖靈使用有 Agape 的器皿來滿足需要：你知道如何在這些情況裡應用
Agape 的愛嗎？你非常需要聖靈的恩賜；諸如智慧的言語、幫助人的恩
賜、辨別諸靈的恩賜，以及其他的屬靈恩賜等。聖靈是他們的解決之道。
然而聖靈也使用我們去幫助那些本身無法單獨解決問題的人。 
 
陪伴他們走過混亂：要以 Agape 的愛去愛一位不可愛的人並非易事。因
為對方的情況不如我們，也許「混亂」兩個字是形容他們生命的最好字
眼！有時候，屬靈的恩賜固然能引導和支持他們，然而他們也需要我們
這代理人走入他們混亂的生命，陪他們渡過一段時期，不只是在細胞小
組裡見見面而已。你的心倘若充滿了神的愛，自然就會有聖靈的恩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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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第五天 
本  課：僕人的生活 
本  週：在聖靈裡的裝備以能服事 
今  天：聖靈的能力(三） 

讀     哥林多前書 14：1，3，5，12，24-26 
 
聖靈恩賜運作不當的借鏡與提醒： 
這章經文裡，保羅的目的在於糾正教會早期生活的一個問題。那時候，

信徒們在家庭小組裡聚集，卻沒有以 Agape 的愛彼此相愛。保羅在 11：

20-30 裡指責他們缺乏彼此關懷，以致好些人在屬靈上軟弱患病。他指出

恩賜若不是被用來彼此建立和造就 (Oikodomeo)，就是濫用恩賜。 
 
如果你讀完今日的教材之後仍然有點時間，請讀完第十四章全文。你在

讀的時候只要記著這點：這些基督徒並沒有帶著 Agape 的愛來運用屬靈

的恩賜！這就是全章的主題。 
 
恩賜與 Agape 的彼此服事分不開：想想看我們所談過的各樣恩賜。其中

有多少能夠不用來服事而單獨使用呢？是醫病的恩賜呢？還是幫助別人

的恩賜？或是辨別諸靈的恩賜？其實不論是那一種，恩賜與 Agape 的服

事都是分不開的。我們必須了解，所有屬靈的恩賜都必須在信徒服事的

時候才能使用！可是當時的教會顯然不了解這點。他們在一起聚集卻不

彼此相顧，濫用了恩賜。其中最被誤用的一項便是說方言的恩賜。 
 
說方言的恩賜：保羅不禁止說方言(見第十八節)。他深表關心的是人們

運用這種恩賜時不是用來造就基督肢體的，因而感到非常的痛心。其他

恩賜能夠直接用來服事，唯說方言的恩賜卻必須經過翻譯。因此，在沒

有翻譯的情況下使用說方言的恩賜實在是醜陋的行為，因為藐視了我們

作為神恩典管道的服事。 
 
恩賜服事使肢體連結：從另一方面來說，方言要是能被翻譯過來，對於

基督的肢體則是一件非常美妙的經歷。聖靈不直接臨到我身上，而是透

過第三者說出方言，再藉著翻譯臨到我。這樣就有三個人同時經歷到這

個經驗而不只是兩位。這樣的經歷使我們能感覺到聖靈緊緊的把我們連

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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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 1，5，12 和 24-26 所說， 那一種恩賜最為有用？ 
□    醫病的恩賜 
□    作先知的恩賜 
□    說方言的恩賜 

                                                               
Allan Harkness 在(A Guide To Growth)一書中說：「神透過聖靈賜給我們一種充滿能力的特

別禱告言語」。這種言語不是我們所能學會的，乃來自聖靈而非我們的思想。若有人在公

開的聚會裡說方言，神也會同時使另一個人有能力，把信息翻譯過來，使聚會中人人都能

受益。不過個人私下使用則不需要翻譯，人有了這個恩賜，在禱告上比他以往用有限的悟

性來讚美神，將能經歷到更大的自由；甚至能夠因此而為一位素不相識，原本不曉得如何

為其代禱的陌生人禱告。然而，正如其他的恩賜一樣，有了說方言的恩賜的人並不會因此

就比那些沒有這個恩賜的人來得更加屬靈。當神把恩賜賜給你時，你必須運用它，這是很

重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你必須在每天的生活中順服神的引導。 

  
切求作先知的恩賜：若你選擇「作先知的恩賜」，就對了。這個恩賜是什

麼？如何使用呢？舊約聖經的希伯來原文裡，「先知」即「代言人」的意

思。神的靈臨到先知身上，他便說出神所賜給他的話語，而通常都是對

將來所會發生的事情的預言。聖經便是透過先知預言而寫給我們的 (彼
得後書 1：21) 。今日，預言仍然可能預知未來的事，不過卻有更廣的用

途。仔細讀哥林多前書 14：3『但作先知講道的，是對人說，要造就、

安慰、勸勉人。』第二十六節也告訴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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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作先知的恩賜」有兩

方面的目的；其一就如其他恩賜一樣，是用來建立、鼓勵和安慰；此外、

它是一種特別的恩賜，與別的恩賜完全不同。 
 
保羅在這章經文裡似乎包括了這兩個意思在內。有一個可以肯定的事實

就是：沒有 Agape 的愛而私自使用任何屬靈的恩賜，就是濫用和誤用。 
 
人人都當在小組中運作聖靈恩賜： 
根據哥林多前書 14：26 所記，信徒聚集在一處的時候，有多少人

能運用屬靈的恩賜呢？ 
 
  □    少數那些與主有「交通」的信徒 
  □    那些禱告多時的信徒 
  □    每一個人 — 每一位在場者 
  □    不大肯定 
 
你必須清楚知道以上問題的答案！在思想這個問題時，首先必須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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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因素是：這聚會到底有多少人呢？保羅是指一百二十人、一千人、

或一個更大型的聚會呢？你若仔細讀這章經文，就會發覺他顯然是在指

家庭式的小組聚會，也就是細胞小組，而不是一個大型聚會。 
 
第二個必須了解的事實是：原文裡的「各人」是一個很特殊的名詞。它

的意思是指每一個人，一個都不例外；也就是說，人人都當運用屬靈的

恩賜來造就別人。保羅認為我們作為神的 PAIS，必須以 Agape 的愛彼此

相愛，並且成為細胞小組中神恩典的管道。 
 
屬靈恩賜運作的公開見證： 
根據哥林多前書 14：24-25 所說，若有不信或是不通方言的人來

到聚會裡，見到你們以屬靈的恩賜彼此服事，會有什麼反應呢？

(在空格中填入答案) 
 
他『就被___________________， 被__________________審明， 他心裡

的________________顯露出來，就必將臉伏地，敬拜神說：「神真是在他

們中間了。」』 
 
你注意到嗎？『眾人』這個詞在這段經文裡又再出現了兩次！『眾人… 眾

人… 』明明白白的說明了，神的旨意是要使用我們每一個人去祝福別

人。我們會用許多時間詳細研讀這個問題，因為這是些基本真理，能夠

幫助你在屬靈的生命裡往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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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答案： 
 
1. 我們對於內住的聖靈的工作有哪四種反應？ 
答：抗拒聖靈、叫聖靈擔憂、消滅聖靈的感動、被聖靈充滿。 
 
2. 什麼是被聖靈充滿？ 
答：順從聖靈的帶領，將主權交給聖靈。 
 
3. 如何被聖靈充滿？ 
答：來(歡迎聖靈)、求(渴慕聖靈充滿)、領受(謙卑、順服聖

靈的帶領)。 
 
4. 為什麼要被聖靈充滿？ 
答：得著生命改變的能力及事奉的能力。 
 
5. 聖靈與恩賜的關係是如何？ 
答：聖靈如水、恩賜如同導管。聖靈透過恩賜的運用而將聖

靈的恩典降下。 
 
6. 恩賜與愛的關係是如何？ 
答：恩賜要在愛裡面運行。 
 

 請複習第三週和第四週的問題與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