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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克 史密思 牧师 (各各他教会) 

保罗在劝勉， 

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

是作先知讲道。 

前面他告诉我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这里说的是同一

个话题。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 神说．因

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

秘。(或是属灵的秘密)(哥林多前书 14:1-2) 

这是值得留意的一节经文。你说方言的时候是在向神说，换

句话说，这个恩赐在一个人对神的敬拜，或是帮助他与神之

间的契合。因为借着方言，你不能理解，由此你饶过智力信

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个感情的丰富超越了表达能力的地

步？我常有这样的经历。特别是在属灵的气纷当中。当我开

始思想神的恩慈，神的祝福，或是神的伟大，神的性格的时

候，我想到神爱的高深，他的能力，他的荣耀，我开始思想

他为我所成就的一切，我虽然卑微，我会忽然达到那个地



2 of 25 

1哥林多前书 14  

步，要对神感恩，语言反倒成了障碍。语言不能真正表达我

内心的感受，显得不充分。 

因为我只能借着语言来表达，我的词汇和其它的方面就受到

我窄小的智力信道限制。就好比一个小的漏斗，由于大量的

灵要通过这小小的漏斗，漏斗被阻塞了。我这智力的漏斗是

多么的不流畅，多受限制。 神赐给我们一个恩赐，使我们

能够饶过智力的信道，让我们可以进入纯粹敬拜祂的状态。

现在，我的灵跟衪的灵相通，以至我所有的爱，我的感恩，

我对他的表达便不再受限制。我能够赞美他的伟大，他的荣

耀。这样我便能荣耀我所敬拜，所侍奉的神。 

在敬拜的时候能够饶过智力的信道是非常美好的。沙罗拉 

Sabanarola 说过，“祷告到达了顶点的时候，使用话语是

不可能的。”没有词语能够表达属灵的事情。词汇还没有形

成，所以主帮助我表达这些属灵的秘密。他帮助我的灵敬拜

赞美他。借着方言的恩赐，我在自己的敬拜和赞美中得到协

助，因为我说方言的时候，尽管我不理解，我是在向神说

的，神帮助我敬拜赞美天父，讲述属灵的事情。籍此荣耀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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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基督。 

方言的另外一个功能是按着神的旨意献上祷告。因为我们的

软弱有圣灵帮助，罗马书 8章说，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

息、替我们祷告。圣灵帮助我们祷告，或是借着说不出来

的叹息，或是借着蒙圣灵启示的话语，按着神的旨意就我

在代求的特别的情形作祷告。(罗马书 8:26) 

这恩赐能够建造我，对我有益，我蒙祝福。然而，如我求恩

赐的话，更好我要先求预言的恩赐。 

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

是作先知讲道。因为方言的恩赐只是于我个人有益。是圣

灵在我敬拜赞美神的时候协助我。(哥林多前书 14:1) 

而那作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

(哥林多前书 14:3) 

因此作先知讲道的恩赐有更广的益处。新约的先知更多是讲

道，而不是说预言。向神的子民宣讲他的真理。我们向神的

子民宣讲他的真理的时候，他们在信心得到造就，他们与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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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基督的关系得到造就。他们在与主之间的关系中得到造

就。 

我们传讲神的真理，他们就在与主同行的过程中，在他们对

主的委身上得到劝勉，他们就能够弃绝肉体情欲，顺着圣灵

而行，我们也劝勉他们要仰赖主，委身于主，并要相信主。

我们传讲神的真理，他们就得到安慰，他们意识到一切都在

神的手中，神会照顾一切的。我只要耐心等候，神必会动工

的，我必要看到神的工作，并要荣耀神，赞美他的名，神的

话语给我带来安慰。 

作先知讲道的恩赐用途很广，因为随着人们对这个恩赐的操

练，教会便从中得益，得到造就，劝勉，安慰，和鼓励。当

然，鼓励也就是劝勉。那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你自己得

到造就，这本身是蒙福的经历，实在能够造就你。但那作先

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我愿意你

们个人的灵修生活能够拥有这个福气，然而我更愿意你们作

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

作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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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这里常常犯错，他们以为方言若能翻出来，就可以等

同于作先知讲道的恩赐。不是的。这个错误在五旬节教会很

流行，就是方言若能翻出来，就可以等同于作先知讲道的恩

赐。就我个人的理解，就好象保罗这里讲到的，方言是对神

说的。 

你心里回头想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你记得这些人在耶路

撒冷聚集，因为这些男女在说着别国话的异常现象，人们听

见门徒们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希奇，门徒

在做什么?他们在荣耀赞美神。他们在对神说话。他们没有

在对人说话。 

门徒没有用众人的乡谈在传道，只是听到他们在荣耀神，在

赞美神。使徒保罗往下不多会儿将会指示我们，除非有人能

够翻译，使教会被造就，不能在聚集的时候说方言。 

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

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他因着什么在说阿

门呢?你的感恩，是对神说的，(哥林多前书 14:16) 

保罗接着说，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或者说那是很好的赞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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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只是要翻出来，能造就别人才好。 

因为方言翻出来了，就能使人们理解你对神的敬拜和赞美，

那样他们就能够得到造就。在你随着圣灵传讲神的荣耀，他

的能力，神的伟大的时候，他们能够理解你赞美，荣耀神，

以及你对他的崇拜，他们就因此得到造就。 

如果你到过五旬节教会的聚会，我肯定你是见过那些说方言

的场景，要是你对这些现像的观察，你会发现其中的矛盾

性。多年来对五旬节教会的观察过程中，我们发现有公开说

方言的，他们称之为方言的信息，翻出来通常是这样

的:“我的小孩啊，留心听我的话，今日我呼召你来赞美

我，我的小孩啊，留心听我的话。”很多时候，这翻译，或

者这个时候我应该说，是所谓的翻译是对人说的，似乎神是

在对他们说话，这些信息使用的常常是第一人称。“我作为

神向你们宣告，我要祝福你们。”信息是神传达给人的。 

我对这一类的五旬节聚会一再研究。是不是说那些方言是假

冒的呢? 不是的。而是那些翻译是假冒的。我认为在发生这

类事情的聚会中，正表明有人在操练方言的恩赐，紧接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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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人在操练作先知讲道的恩赐，而不是翻方言的恩赐。我

认为这是当今的五旬节教会中共同的现像，你在所有的这类

教会都能发现这种现象。先是说方言的恩赐，其次是作先知

讲道的恩赐，而不是对无法理解的方言的翻译。因此方言和

方言的翻译，并不能等同于作先知讲道的恩赐，不能把它们

当作是同一回事。作先知讲道是神在造就，劝勉教会，而方

言是对神说的，方言讲说的是各种的奥秘，随着我在灵里的

敬拜，在诉说着赞美和荣耀。 

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

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甚么益处

呢。(哥林多前书 14:6) 

换句话说，我今晚在你们面前，是用启示、或知识、或预

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如果我整个晚上站在这里使用的

是无法理解的语言，你们所有的人白白浪费了一个晚上。 

但是我使用启示，预言和知识，教训的时候，我们一起学习

神的话语，在与神同行，跟神的关系上成长，你们就都能够

蒙福，从中得益。若是讲方言，这样所说出来的方言只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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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些毫无意义的声音罢了。 这些毫无意义的声音是对你无

用的。 保罗说， 

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哥

林多前书 14:7) 

假如我现在走过去，弹钢琴给你们听，对你们就不会有什么

意义。我弹出来的不过是没有意义的声音， 

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除

非一个人真的有技能，(哥林多前书 14:7) 

好象你拿一把吉他，用你的手指在琴弦上胡乱地弹一通，你

听不到任何旋律，除了那阵噪音，你什么也听不见。 

方言要是不翻出来，也不过是噪音一阵。假如一个人只是在

乐器上乱弹一通，你怎么能够辨别他弹的是什么歌曲呢?你

不会明白他弹的是什么。 

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哥林多前书 14:8) 

在那些日子，就是现在，他们都有一种号角，在早上将人们

唤醒，叫人们吃早餐，叫人们来领邮件，叫他们聚集，冲锋

现阵或是撤退等，所有这些号角都是信号。我们懂得这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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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但是假如拿起号角起来乱吹一通的话，我们该怎么办才

好呢？是撤退呢？还是冲锋？还是吃早餐去呢？无定的号

声，他只是在制造噪音，你不知如何响应才好。 

方言也可以变得毫无意义，你不知道任何响应。同样的道

理，除非你使用人们能够理解的话语，怎么会有人听得懂你

说的是什么呢? 因此，起来向着大家说方言是毫无价值的，

人们不知怎么作准备，不知道任何响应，除非你使用他们能

够理解的话语，跟他们传讲简单的真理。否则就是向空气说

话了。 

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哥林多

前书 14:10) 

或许你说的是意义重大，谁知道呢?又或许你在说些挺愚蠢

的事呢。 

所以，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哥林多前书 14:11) 

外国语言有时是很有趣的，因为你可能做出一些在人家的文

化看来很傻的事情，他们用他们的语言骂你，很多时候，我

听不懂反而更高兴。我不知道怎么响应，但是我很高兴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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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 

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化外之

人、我也以他为化外之人。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

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哥林多前书 14: 

11-12) 

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要有翻方言的恩

赐，才能操练说方言的恩赐，使整个教会因着翻出来的话

得到造就。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

没有果效。我不明白我所说的。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

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

唱。(哥林多前书 14:13-15) 

保罗只是在说，他在灵修的时候，有时用方言祷告，有时用

希腊语或希伯来语或是他能够明白的语言来祷告。“有时我

用灵歌唱，有时我用悟性祷告。” 

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

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感谢的固然是

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我感谢 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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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还多．(哥林多前书 14:16-18) 

保罗告诉我们他在教会的时候不使用方言。 

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

方言。(哥林多前书 14:19) 

所以，若是他说方言比他们众人还多的话，很明显他是在个

人灵修的时候在他的内屋操练这种恩赐的。我认为一个人若

有方言的恩赐，他应该在个人灵修的时候使用，随着圣灵的

带领敬拜神，向神倾诉他的爱，讲述神的荣耀，神的慈爱，

他的能力和他的伟大。 

我感谢 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

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弟兄们、

在心志上不要作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作婴孩．在心志

上总要作大人。(哥林多前书 14:19-20) 

因此我们要作大人，不作小孩。只有在恶事上是要作婴孩。

要寻求理解能力，能够真正地理解。 

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

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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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书 14:21) 

在申命记 28章，摩西在他侍奉生涯到了尾声的时候警告以

色列人，要是他们离弃他们的神，他们将被仇敌击败。他们

将在街头听到人们使用别国的语言。神将因着自己遭到他们

弃绝而惩罚他们。这实在是神审判的印记，因为他们弃绝了

神。保罗似乎在引用申命记 28章，因为他说，“律法上记

着。”在以赛亚书 28章， 

先知说、不然、主要藉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

对这百姓说话．他们却不肯听。就是在这种场合，(以赛亚

书 28:11-12) 

讥诮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

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么。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

上加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赛亚书

28:9-10) 

他们在嘲笑这种讲道的方法，然后以赛亚说， 

不然、主要藉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

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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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纔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以赛亚书 28: 11-12) 

保罗明显是把这两处的经文串联了起来。 

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

话．(哥林多前书 14:21) 

好象申命记 28章记载的，以色列人被掳掠的时候，将听到

别国的语言。 

主说，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哥林多前书 14:21) 

 这是从以赛亚书引用来的，换句话说，就算承受这样的惩

罚，又回到申命记，他们仍旧没有归向神。 

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作证据、乃是为不信的

人．作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作证据、乃是为信的

人。(哥林多前书 14:22) 

这是值得留意的经文，方言是给不信的人作证据。接下来是

难度不小的经文，因为下一节看起来好象是完全的互相矛盾

的。在五旬节，我们的确看到方言对不信的人成了证据。因

为在五旬节的时候，那声响吸引了这些虔诚的犹太人，他们

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这些门徒都是加利利人，却说



14 of 25 

1哥林多前书 14  

着各国的语言，在赞美荣耀主。彼得后来给人们解释这个现

象，给他们提供圣经的根基，在彼得讲完了他的信息的时

候，圣灵使众人心里知罪，他们说， 

“弟兄们、我们既然将荣耀之神钉死了，现在当怎样行?”

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

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

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 神所召

来的。(使徒行传 2:38-39) 

那天大约有 3000人信主，基督的肢体增大了，教会也由此

形成。他们被这个现像所吸引，他们因着这个说方言的现像

相信了，那方言成为不信的人的证据，他们观察到这个现

像，结果就信了耶稣基督。 

作先知讲道的恩赐乃是为信的人，作鼓励，坚固，安慰和造

就的工作。接下来的一节，保罗似乎完全颠倒了过来。 

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

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么。(哥林多

前书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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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是否完全颠倒过来了呢? 没有，他使用的是虚构的例

子，在哥林多可能发生个这样的事。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

他们站起来就在说方言。假如我进到一间教堂，所有的人站

起来就说起方言来的话，我会说，“你们都疯了，我不明白

发生什么事了。”如果教会要有方言的，就要按着保罗在这

里给我们的教导。 

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

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哥林多前书 14:27) 

在教会聚集的时候，要是有不信的人在场，整个教会的人操

练说方言的恩赐的话，人家得出来的结论就是他们都发疯

了。这根本不能成为不信的人的证据。他们所接收到的证据

是你们都发疯了。然而，要操练方言的话，看起来，保罗是

完全不提倡在教会里这样做的，他说，“我个人是不会在教

会里说方言的，我在自己灵修的时候才操练这个恩赐。”在

教会里要说方言的话，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

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另外还有一个规定， 

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 神说、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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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哥林多前书 14:28) 

我完全不同意一个人站起来说方言，然后说，“神迫使我这

样做的，我控制不住自己。” 

保罗这里说，你是能够控制的。如果没有人翻，你就抑制这

种感动，这种恩膏，自己和神说就是了，有可能是你听到神

的话，圣灵感动了你的心，祝福了你，很多人只知道用方言

响应神在他们内心的感动。如果是那种情形，你受到祝福，

你只想为着自己所领受的赞美神的话，就自己对神说就是

了。有时候，教会有些聚会，不是全体会众，只是部分的

人，小型的祷告会，那样，我认为有其它当遵守的规定。 

我认为在那些小组中，就可以更自由地使用说方言的恩赐，

但是当整个教会聚集，有不信的人在场的时候，就当照着规

定行事。在各各地山教会，由于教会在聚集时的人数多，一

个人站起来说方言会显得混乱。因此我们在公开聚集的时候

为了避免出现混乱，我们不容许这种作法。首先，对于想站

起来的人，我们并不都认识。 

上一个礼拜天晚上，我们有几个好特别的人。我在等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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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的一个站起来说方言呢，不幸的是他们使用的是我们能

够理解的语言，有一些人在心理上有问题，他们被吸引到五

旬节类型的聚会当中，利用这里的自由来满足他们个人生活

中的心理需要。 

当我们操练作先知讲道，知识的言语，智能的言语这些恩赐

的时候，圣灵运用说方言和翻方言的恩赐来从中打断是不一

致的。我刚才说了，我们有祷告会，细胞小组，这些聚会有

较多操练说方言和翻方言的恩赐的自由。说方言的恩赐是有

价值的，这点我们不加以否认，我们意识到这是有价值的工

作，是神的恩赐，然而在全体教会聚集，并有不信的人在场

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不使用这些恩赐。 

若都作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

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哥林多前书 14:24) 

保罗说，尽管作先知讲道的恩赐不是为不信的人，乃是为信

的人。但我发现很有趣的是，我们使用作先知讲道的恩赐的

时候，很多时候，不信的人进来，尽管作先知讲道的恩赐是

为劝勉，安慰，造就肢体的，不信的人进来，虽然道是讲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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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体讲的，然而很多时候，信息能刺透他们的心。我讲到一

个主题，开始随便举一个例子，我们当中有带朋友来的，这

些被带来的朋友会变得特别生气，因为他们担心这是一个圈

套。以为带他们来教会的朋友事前将他们的底细都跟我说

了，于是为着这个圈套而耿耿于怀。他们肯定我领受了有关

他们的资料，因为随着信息的进展，圣灵开始严厉地对付他

们。 

很多时候，一个人听到类似的信息，圣灵使他知罪，他意识

到神是真实的，有关神的事情都是真实的，尽管恩赐是朝着

教会的，那些听到教导圣经的信息的人，在内心受到现实，

神的真理说服。作先知讲道的恩赐在教会担任很美好的角

色，能够造就，安慰，不信的人听到后不会走开，说，“你

们发疯了。”相反的，他们说，“那些是实在的话。” 

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 神、说 

神真是在他们中间了。(哥林多前书 14:2) 弟兄们、这却怎

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各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

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哥林多前书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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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标点出了差错，希腊原文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是翻圣

经的人添进去的。我认为这里在弟兄后面添加问号是个错

误，这个问号应该在“翻出来的话”的后面。因此，这里的

问题是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各人或有

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

换句话说，你们的聚会都混乱了，人人都想表现自己。 

各人或有诗歌，或有翻方言的恩赐，由于标点上的错误，有

些人说，“教会聚集一起的时候，聚会应该按着这个顺

序。”你到教会的时候，你应该有诗歌，教训，应该有翻出

来的话，应该是自由发挥，各人按着这个顺序，做自己的

事。这好比我的儿子小 Chuck。还小的时候，做了错事，我

拉他到一旁鞭打他。我想跟他解释一下他违反规定的时候，

我为什么一定要鞭打他。我说，“小 Chuck你知道，圣经

上说，不用杖管教孩子，宠坏他。”他说，“你为什么不照

着做?”圣经指的是假如我不用杖管教的时候，我就宠坏了

你了。 

他却将经文解释成一个指令。不用杖管教，你应该宠坏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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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老爸。人们也同样错误地解释这一节经文，将它看成是

一个指令。这不是一个指令，而是一个指责，是对哥林多教

会里混乱的聚会方式。这是他定下第一个规定的原因，你们

聚会的时候，凡事都当造就人，凡事要为着建造整个基督的

肢体而行，让凡事有益于肢体的建造，这是头一个规定。 

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

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

口．只对自己和 神说、就是了。至于作先知讲道的、只

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哥林多前

书 14:27-29) 

若有人说“主如此说，”不要全盘接受，当慎思明辨。是不

是真的是神在说话，“主如此说，庆祝去吧，有一场车祸将

会发生，将你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吧。”是不是真的神在说

话?当慎思明辨。很多人因为没能明辨所谓的预言而惹了大

祸。发生过很多奇怪的事情。 

至于作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

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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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不言。(哥林多前书 14: 29-30) 

让别人有机会分享他心理的感动。 

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作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

理．叫众人得劝勉。(哥林多前书 14:31) 

作先知讲道的目的是要劝勉。 

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哥林多前书 14:32) 

换句话说，圣灵不会叫你做混乱的事情。圣灵不会迫使你站

起来，让你在聚会的过程中大喊大叫的。 

你可以控制恩赐以及圣灵的恩赐在你生命中的使用。圣灵是

不会支配你的。 

因为 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哥林多前书

14:33) 

那些不应该做的，或是制造混乱的事情，假如结果是一片混

乱的话，那便不是从神而来的。好象那天晚上的那三个女人

到处喊叫说，神的教会要遭审判，那带来的是混乱，不是从

神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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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哥林多前书

14:33)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

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

学甚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

原是可耻的。(哥林多前书 14:34-35) 

你记得我们在 11章保罗提到过妇女不蒙头祷告或传道的

事。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哥林多前书 14:34) 

保罗这样说，他指的是妇女不应该在教会祷告或传道。他在

11章就已经对此容许。那么，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保罗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若

要学甚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

话原是可耻的。(哥林多前书 14:34-35) 

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么．岂是单临到你们么。(哥林

多前书 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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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是说，“你想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么?你以为设

立标准的是你吗？是你设立规定的吗？神的道理是先临到你

的吗？” 

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么．岂是单临到你们么。(哥林

多前书 14:36)  

保罗显示出很多的智能，他说， 

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

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哥林多前书 14:37) 

很多人在属灵的事情上很张狂，保罗在 13章说过，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

夸．(哥林多前书 13:4) 

不张狂．”但是在哥林多就出现这种属灵的骄傲。人们极力

要夺取属灵的权柄，这就是哥林多的情形，大家都在寻求属

灵的权柄。 

有趣的是，许多的人在属灵的道路带着傲气，他们有启示，

是别人没有的，他们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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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见解。 保罗说，“要是这些人是真正属灵的，让他

们认同我所说的是从主来的。” 

你若是真的属灵的话，就得承认这一点。 

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罢。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

切慕作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 

这是最后的一个规定。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这是哥林多教会的失败。在神的家里面的杂乱，给来访的人

带来混乱，人们说，“他们都发疯了。”他们这么说可能是

很有道理的，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愿你与主同行，与他相交当中蒙他的祝福。让你和他之间的

交通不断增加，更加丰富，这个星期愿主的恩手在你身上，

随着他的带领，使你蒙福，使你这个礼拜一切顺利，愿你经

历和主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新的深度，你们有一些人在自己的

灵修时间有过那些经历的，继续放松它们，愿你将恩赐如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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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旺起来，愿你开始使用神赐给你的每一个工具来敬拜，认

识，交通以及明白神。愿你更加与他亲近，在行事为人更加

坚定。奉耶稣的名，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