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歌林多前書系列⼀

內卷與盼望
⼀⽣受⽤的禮物

哥林多前書12章4-6節



什麼樣的禮物是你想要的︖



什麼樣的禮物是你想要的︖

• 常常都有平安有喜樂

• 能夠安慰⼈的說話能⼒

• 能夠醫治⼈的能⼒

• ⼀⽣都有充實⽬標，

• 知道什麼是好什麼是不好的判斷⼒



哥林多⼈前書 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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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裏⾯運⾏⼀切的事。



哥林多⼈前書 12:4-6 

4 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卻是⼀位。

5 職事也有分別，主卻是⼀位。

6 功⽤也有分別，神卻是⼀位，在眾⼈裏⾯運⾏⼀切的事。



哥林多教會在的驕傲 （⼗⼆章）

• 得到聖靈的恩賜卻因此驕傲

• 覺得果效是⾃⼰的能⼒

• 服事過程中不合⼀



聖靈恩賜
Charismata 

不過各⼈稟受靈之表顯、
是要有益於⼈的。

哥林多⼈前書 12:7 



恩賜的分類
8  這⼈蒙聖靈賜他智慧的⾔語，

那⼈也蒙這位聖靈賜他知識的⾔語，

9  ⼜有⼀⼈蒙這位聖靈賜他信⼼，

還有⼀⼈蒙這位聖靈賜他醫病的恩賜，

10 ⼜叫⼀⼈能⾏異能,⼜叫⼀⼈能作先知，

⼜叫⼀⼈能辨別諸靈，

⼜叫⼀⼈能說⽅⾔，⼜叫⼀⼈能翻⽅⾔。

哥林多前書 12:8-10 和合本



恩賜的分類
8  這⼈蒙聖靈賜他智慧的⾔語，

那⼈也蒙這位聖靈賜他知識的⾔語，

9  ⼜有⼀⼈蒙這位聖靈賜他信⼼，

還有⼀⼈蒙這位聖靈賜他醫病的恩賜，

10 ⼜叫⼀⼈能⾏異能,⼜叫⼀⼈能作先知，

⼜叫⼀⼈能辨別諸靈，

⼜叫⼀⼈能說⽅⾔，⼜叫⼀⼈能翻⽅⾔。

哥林多前書 12:8-10 和合本

“hos“⼀個，

“heteros”代表“另⼀個” ，

“Allos”代表“其它”



恩賜的分類
8  這⼈蒙聖靈賜他智慧的⾔語，

那⼈也蒙這位聖靈賜他知識的⾔語，

9  ⼜有⼀⼈蒙這位聖靈賜他信⼼，

還有⼀⼈蒙這位聖靈賜他醫病的恩賜，

10 ⼜叫⼀⼈能⾏異能,⼜叫⼀⼈能作先知，

⼜叫⼀⼈能辨別諸靈，

⼜叫⼀⼈能說⽅⾔，⼜叫⼀⼈能翻⽅⾔。

哥林多前書 12:8-10和合本

智慧⾔語和知識⾔語

信⼼，⾏醫，異能，先知，辨別諸靈

說⽅⾔，解⽅⾔



恩賜的分類
8  這⼈蒙聖靈賜他智慧的⾔語，

那⼈也蒙這位聖靈賜他知識的⾔語，

9  ⼜有⼀⼈蒙這位聖靈賜他信⼼，

還有⼀⼈蒙這位聖靈賜他醫病的恩賜，

10 ⼜叫⼀⼈能⾏異能,⼜叫⼀⼈能作先知，

⼜叫⼀⼈能辨別諸靈，

⼜叫⼀⼈能說⽅⾔，⼜叫⼀⼈能翻⽅⾔。

哥林多前書 12:8-10和合本

智慧⾔語和知識⾔語

與教導有關的，教導有關神的事、
神的屬性和神怎樣看顧我們。



恩賜的分類
8  這⼈蒙聖靈賜他智慧的⾔語，

那⼈也蒙這位聖靈賜他知識的⾔語，

9  ⼜有⼀⼈蒙這位聖靈賜他信⼼，

還有⼀⼈蒙這位聖靈賜他醫病的恩賜，

10 ⼜叫⼀⼈能⾏異能,⼜叫⼀⼈能作先知，

⼜叫⼀⼈能辨別諸靈，

⼜叫⼀⼈能說⽅⾔，⼜叫⼀⼈能翻⽅⾔。

哥林多前書 12:8-11 和合本

信⼼，⾏醫，異能，先知，辨別諸靈

與基督的⾝⼦有關，是彼此服侍
和傳福⾳、服侍世⼈有關。



迷思1: 信⼼是恩賜︖我好沒信⼼喔

⾺太福⾳ 14:29-31
耶穌說︓「你來吧。」彼得就從船上下去，在⽔⾯
上⾛，要到耶穌那裏去︔只因⾒⾵甚⼤，就害怕，
將要沉下去，便喊着說︓「主啊，救我︕」耶穌趕
緊伸⼿拉住他，說︓「你這⼩信的⼈哪，為甚麼疑
惑呢︖」



迷思1: 信⼼是恩賜︖我好沒信⼼喔

約翰福⾳ 20:27

就對多⾺說︓「伸過你的指頭來，摸（原⽂是看）
我的⼿︔伸出你的⼿來，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
，總要信︕」



迷思1: 信⼼是恩賜︖我好沒信⼼喔

⾺太福⾳ 17:20

耶穌說︓「是因你們的信⼼⼩。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若有信⼼，像⼀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說︓
『你從這邊挪到那邊』，它也必挪去︔並且你們沒
有⼀件不能做的事了。



迷思1: 信⼼是恩賜︖我好沒信⼼喔

是沒信⼼恩賜，還是不太願意求︖

⾺太福⾳ 17:20

耶穌說︓「是因你們的信⼼⼩。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若有信⼼，像⼀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說︓
『你從這邊挪到那邊』，它也必挪去︔並且你們沒
有⼀件不能做的事了。



迷思2: ⾏醫，異能，先知，辨別諸靈 現在還有麼︖

1.信⼼的問題

2.我們有服侍嗎︖

3.為服侍對象求

⾺太福⾳ 17:21
⾄於這⼀類的⻤，若不禱告、禁⾷，他就不出來 。」



1996 電影︓古惑仔



⾦像獎2018
楊容蓮（Pauline）︓我要將榮耀歸與神



說⽅⾔，解⽅⾔︓禱告與讚美

哥林多前書14:14-15,24 和合本
14 我若⽤⽅⾔禱告，是我的靈禱告，但我的悟性沒有果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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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思3:恩賜會被誤⽤嗎︖

哥林多前書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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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不⽤也是⼀種誤⽤

2.不⽤作建⽴教會或對⼈有益處



迷思4: 天賦和恩賜是否⼀回事︖

5千 = 5 他蘭得 （talents）

⾺太福⾳ 25:15
按着各⼈的才幹給他們銀⼦︓⼀個給了五千
，⼀個給了⼆千，⼀個給了⼀千，就往外國
去了。



迷思4: 天賦和恩賜是否⼀回事︖

相同之處︓
1. 同樣是神賜的
2. 同樣要⽤來榮耀神
3. 同樣可以叫⼈得益處

不同之處︓
1. 恩賜是來⾃聖靈的超⾃然

⼒量
2. 恩賜更是⽤來服侍教會



迷思5: 愛是恩賜嗎︖

哥林多前書 13:2
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各樣的奧祕，各樣的知識，⽽且
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甚麼。

約翰⼀書 4:16b
神就是愛︔住在愛裏⾯的，就是住在神裏⾯，神也住在他裏⾯。



迷思6: 我不知道我有什麼恩賜︖

更重要的問題是你打算怎麼樣找到⾃⼰的恩賜︖



基督的⾝體和
職事 deaconia

哥林多⼈前書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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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是基督的肢體互相扶持

哥林多前書 12:26
若⼀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
同受苦︔若⼀個肢體得榮耀，所有
的肢體就⼀同快樂。

哥林多前書 12:20-21
但如今肢體是多的，⾝⼦卻是⼀個。
眼不能對⼿說︓「我⽤不着你。」
頭也不能對腳說︓「我⽤不着你。」



教會是基督的肢體互相扶持

哥林多前書 12:26
若⼀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
同受苦︔若⼀個肢體得榮耀，所有
的肢體就⼀同快樂。

哥林多前書 12:20-21
但如今肢體是多的，⾝⼦卻是⼀個。
眼不能對⼿說︓「我⽤不着你。」
頭也不能對腳說︓「我⽤不着你。」

• 教會⼀定是分⼯合作的

• 不會⼀個⼈做幾⼈份

• 不會有⼯沒⼈做

• 不會互相指責

• 應該⼀同快樂



教會是基督的肢體互相扶持 – 但點解好難︖

加拉太書 5:22-23 
聖靈所結的果⼦，就是仁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這
樣的事沒有律法禁⽌。

• 內在⽣命的成⻑

• 品格成熟度

• 清晰對⾃⾝呼召

• ⽤愛互相包容
以弗所書 4:2-3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愛⼼互相寬容，
⽤和平彼此聯絡，竭⼒保守聖靈所賜合⽽為
⼀的⼼。



功⽤
Enaginma

哥林多⼈前書 12:6

功⽤也有分別，神卻是⼀位，在眾⼈裏⾯運
⾏⼀切的事。

彼得和保羅同樣有傳福⾳和建⽴教會的恩賜

但功⽤卻完全不同，神卻是⼀位。



神在教會中五重執事

哥林多前書 12:28 

神在教會所設⽴的︓第⼀是使徒，第⼆是先知，第三是教師，
其次是⾏異能的，再次是得恩賜醫病的，幫助⼈的，治理事
的，說⽅⾔的。

以弗所書 4: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的，有牧師和教師



⾹港教會的狀況

2019年︓
20% 基督徒 4%去教會

⽬前︓
⼤量教會⾯對⼈員流失
同時也有教會⼈數在增⻑
• Flow Church
• 播道會 雅⽄堂
• Saddleback Church



彼得前書 4:7-10
7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守，警醒禱告。
8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9 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
10 各⼈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
家。

• 我們各⼈的職分和恩賜是什麼︖（召命）

• 在CMC這個家中我們應該如何互相扶持︖



⼀⽣受⽤的禮物包

神賜給我們每⼈有職份有功效

與耶穌肢體連結有⼈分⼯有⼈同⾏

聖靈讓給我們恩賜也讓⽣命結果⼦



思考問題︓

1. 神給你的職分和恩賜是什麼︖ 怎樣可以找到︖
2. 有什麼是阻礙著你得到這份禮物︖
3. 給⾃⼰⼀個⽬標，未來3個⽉內有什麼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