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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 繼續討論
 ❖ 從第 12 章開始的屬靈恩賜
 ❖ 教會中的說方言和說預言
 ❖ 婦女敬拜的問題

 ◆ 說方言
 ❖ 有人認為會加強對神的信心
 ❖ 有些人希望禁止人們說方言

 ◆ 先知講道 或 說預言
 ❖ 有些人說預言時 獨占講台
 ❖ 其他人沒有發言的機會
 ❖ 受到聖靈的啟示 不能停止

 ◆ 婦女敬拜
 ❖ 在敬拜時說預言
 ❖ 以一種似乎不合適的方式向其他
人 包括其他男人 提問

 ❖ 影響敬拜的秩序

 ◆ 保羅的回應
 ❖ 敬拜應該造就人和榮耀神
 ❖ 敬拜應該有愛心
 ❖ 敬拜應該有秩序

 ◆ 有秩序的敬拜 才能榮耀神 和造
就人和教會

會



2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

��

��

道
�� 教會

�� 道
��

會



3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1/2
��㈀␥⋲褕⨉㊤㊸⃫⃮茒⌻⻰⹊⸱褕䐗勭⨉㏂Ⅼ⃫茒⌻碂⹊褕⨉㊤㊸⃫褷茒⌻Ⰸ
↛珯

1. 弟兄們
1) 保羅開始另一個勸告和糾正哥林多信徒主題
2) 保羅以父親的語氣告誡他們
3) 我寫這話 好像我所親愛的兒女一樣 4 14

2. 幼稚的言行舉止
1) 對於邪惡的 惡事上 事來說是件好的 可喜的
2) 對於成熟的 心志上 事來說是不是一件好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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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孩子 嬰孩 大人
1) 要哥林多信徒調整他們的心態和價值觀
2) 要做出成熟的基督徒的言行舉止

(1) 停止像 小孩子 一樣的思考
(2) 停止他們現在的行為
(3) 要有成年人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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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上記著
1) 保羅引用以賽亞書第二十八章第11節的經文
2) 保羅將 先知書 總稱為 律法

(1) 支持 做大人 的勸勉 14 20
(2) 神用人未知的語言傳達 的旨意和信息
(3) 強調外邦人說的話語是人們不知道的語言
(4) 哥林多信徒在敬拜時使用奇怪也沒有人理解的語言
(5) 說未知的語言和說方言都從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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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用以賽亞的經文希望用以色列人被擄的經歷 提醒哥林多信徒
1) 外邦人的話語是亞述人的語言
2) 亞述人說的語言從神而來的
3) 神藉著亞述人對以色列人的審判

(1) 不信神的話語是以色列人的記號
(2) 外邦人的話語是不順服人的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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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希望哥林多信徒評估 說方言 和 先知講道 的效果和影響
2. 說方言 不信的人

1) 方言是不信的人的標誌
2) 方言是審判的記號 使不信的人閉口

3. 先知講道 和 信的人
1) 講道是信的人的標誌
2) 講道帶來的是順服
3) 神是信的人心中的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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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說方言
1) 是不信的人的記號
2) 在聚會時 不要用不信的人的標誌敬拜神

5. 先知講道
1) 講道 是信徒敬拜的特徵
2) 講道 可以培養 造就信徒
3) 講道 可以讓不信的人成為信徒
4) 沒有翻譯的 方言 成為信徒在敬拜中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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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哥林多信徒的觀念
1) 說方言是與神同在的標誌
2) 對不信的人更有意義和價值
3) 先知講道只有信徒才有的恩賜

7� 保羅反駁哥林多信徒 只有 講道
1) 才能把不信的人帶到神的面前
2) 才那讓不信的人看到與神同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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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用不同的例子說明 說方言 與 先知講道 的影響 14 23-25
2. 保羅假設哥林多信徒在聚會時 都說方言 

1) 這時 有不信的人進入會場
2) 這人的結論  在場聚會的人都是 瘋子
3) 這比 沒有益處 14 6 更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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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個例子說明 先知講道 對不信的人的影響
1) 不信的人不會像排斥 說方言 一樣排斥 講道
2) 講道 不僅僅教導神的話語 也包括傳福音

2. 勸醒 審明 他心裡的隱情
1) 不是會眾或講道的人知道不信者的秘密
2) 而是不信者在聽道時察覺自己得罪神 因而接受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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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先知講道 或 說預言
1) 造成人對自己內心的審察
2) 影響人對事物的洞察力
3) 可以改變不信者的觀念

(1) 不是認為 你們瘋了
(2) 而是宣稱 神真是在你們中間 以賽亞書 45 14

4. 保羅引用舊約的經文說明 講道 對不信的人更有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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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弟兄們
1) 保羅開始一個新的主題
2) 也是保羅在第十四章的主題 都是為了造就人 14 6 12 17 26

2. 這卻怎麼樣呢 那麼應該怎麼辦呢 新譯本
1) 制定使用恩賜的目的 14 26
2) 制定使用恩賜的準則 14 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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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聚會的時候 信徒聚集一起敬拜神
4. 各人

1) 每一位得到聖靈恩賜的信徒 12 7-11
2) 每一位教會肢體的信徒 12 18

5. 凡事都當造就人
1) 凡事包括 詩歌 教訓 啟示 方言
2) 使用這些恩賜都要能造就人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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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在確定凡事都必須造就人目的後 開始對方言和講道制定使用的準則
2. 說方言 和 先知講道 都需要控制

1) 說方言 必須要有人翻譯和解釋 14 27-28
2) 先知講道 必須有人評估 14 29-32
3) 都必須以有序的方式進行 才能造就所有的人 14 33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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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有說方言的
1) 在聚會時 突然受聖靈的感動 或預定的
2) 應該只安排兩個人 最多三個人說方言
3) 說的時後 要一次一個人說
4) 不要讓人認為聚會的人發瘋了 14 23 的情形
5) 這情形可能已經發生在哥林多信徒聚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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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沒有人翻
1) 如果無法翻譯說的方言

(1) 說方言的人在聚會時就要 閉口
(2) 那人只有安靜地坐在那裡
(3) 那人只有自己與神交通他領悟的奧秘 14 2

2) 只有讓人理解方言的意義才能造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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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提出聚會時 先知講道 的準則
1) 一次聚會最多三個人講道
2) 聽道的人都要仔細聽和評估講道的內容

2. 至於做先知講道的
1) 保羅沒有用 若有 假設的情形
2) 保羅確定 講道 在聚會時是不可缺少的
3) 這兩 三個講道的人都有 先知講道 的恩賜
4) 他們必須輪流的講

會



20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2/2

��哔㢝⌻䫆巼蓂䥥褕⛋盪⑊⋬↛㓷㤐⃪⋬↛褕蛼䥥⼒䡗㐯㋾㣯抉珯

3. 其餘的就當慎思明辨
1) 具有 先知講道 和有 瞭解智慧 恩賜的人可以評估講道的信息
2) 保羅也認為教會的成員都有資格權衡講道的信息

(1) 保羅在帖撒羅尼迦講道時 他們評估保羅的信息 使徒行傳 17 11
(2) 保羅也鼓勵教會信徒檢驗先知講道的信息 帖撒羅尼迦前書 5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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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確定防止任何人在聚會時
1) 霸佔敬拜的時間
2) 參與的人都有發言的機會

2. 旁邊坐著的
1) 聚會時 發言的人是站著的
2) 其他的人坐著聽

3. 如果有人得到啟示站起來發言 那先前發言的人要讓出發言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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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針對聖靈恩賜背後的目的
1) 通過所有的恩賜造就整個教會
2) 通過輪流發言講道每個人都得到教導

2. 眾人學道理 眾人得勸勉
1) 講道的人教導和勸勉所有的人
2) 講道的人同時也可以得到他人的勸勉和鼓勵

3.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風格 比任何單一的信息 更能滿足會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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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屬靈恩賜的人
1) 首先 自己在基督裡的靈命要成長 要成熟
2) 其次 要將愛心 自己的靈和悟性聯合
3) 最後 才能造就教會的弟兄姐妹的成長

2. 先知的靈
1) 基督徒先知的靈反應神賜與的新生命 具有屬靈恩賜的靈
2) 先知的靈屬與先知的 用屬靈的恩賜造就人

3. 哥林多信徒不能用靈的感動為藉口行事 而不遵行保羅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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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堅持要榮耀神 敬拜的方式要符合神的屬性
1) 神不是混亂的神
2) 神是和平的神

2. 一切敬拜的活動 應該以合宜的 有秩序的方式進行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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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兩節經文引起很多討論和爭議 問題的癥結
1) 禁止女性在教會發言 14 34-35
2) 女性可以講道和禱告 11 4-6

2. 學者有不同的解釋
1) 這兩節經文是後人加的 保羅從來沒有反對女性在教會發言
2) 這兩節經文是針對哥林多教會的問題而提出來的
3) 這是保羅寫的 什麼原因和動機 還沒有一個結論或定論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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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當時的 古希臘羅馬文化的社會背景
1) 已婚婦女與另外一位婦女的丈夫談話會被認為可恥的行為
2) 強烈反對婦女在公共場合講話或發言
3) 即使有些場合可以發言 但還是不鼓勵 也會被視為不恰當的
4) 如果妻子有疑問可以回家後訊問自己的丈夫 這是合宜的
5) 異教徒的先知用問答的方式說預言 就如 算命 卜卦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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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經文的上下文為背景 有四個解釋
5. 第一種解釋  強調敬拜神的程序

1) 凡事都當造就人 14 6
2) 凡事都要規規矩矩地按著次序行 14 40
3) 保羅呼籲三種人要保持沉默 要閉口不言

(1) 說方言 沒有翻譯 14 28
(2) 受到突發的聖靈感動說預言 14 29-30
(3) 作妻子的在聚會時有疑問 14 34-35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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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二種解釋  遵循順服的原則
1) 先知的靈原是順服先知的 14 32
2) 妻子要順服正如律法所說的 14 35
3) 敬拜要反映神有序的本性 11 3 14 33a

7� 第三種解釋  律法的教導
1) 神造男女的背景 創世紀 2 21-23 3 16
2) 男人和女人與基督的關係 11 3-4
3) 女人發言被認為是可恥的 14 21 34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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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四種解釋  妻子學習的渴望 14 35
1) 與說方言和說預言的限制相似 14 13-19
2) 為了讓每個人都可以學習 14 31

會



32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6/7
��瞿盠⨉㧤ℎ茒桪⛄⃮峡褕畘⨉翗㉳䥥䨟窔㧤⃡㴄褕⧁䎛⃮⒧盦⋲嶋嵒珯盦⋲褷
茒櫧㧮褕㹄盯㉬㾶㔡嶋䥥珯��盦⋲嗆茒↡袂褕⛐⇆⨉⺗寂⠰哋ヒ䥥⃩Ⰼ褕⧁䎛
瞿盠⨉㧤ℎ嶋嵒⚀㤐⛐禕䥥珯

9. 結論
1) 保羅寫了這兩節經文
2) 以當時的社會背景 保羅和書信的讀者

(1) 他們瞭解 閉口不言 和 說話 的意義
(2) 現在的讀者無法得知和瞭解當時的背景
(3) 保羅不是絕對禁止說方言和說預言
(4) 保羅對妻子也不是絕對的禁止 可以解釋為 不要問問題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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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結論
3) 敬拜時有秩序

(1) 說方言 說預言的信息要控制和審查
(2) 婦女在聚會時說話也要控制
(3) 如此才能造就人 和榮耀神

4) 以神學的角度
(1) 禁止不符合教義的言論
(2) 以教會的利益和榮耀神為出發點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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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對哥林多信徒的譴責
1) 他們按照自己的意思敬拜神
2) 他們可以說方言 說預言 婦女可以隨意問問題

2. 保羅的反問帶有諷刺的意思
1) 只有你們有說方言和說預言的恩賜 別人沒有
2) 只有你們才有能力執行神的事工 別人沒有

3. 從這封信的開頭 保羅就多次強調哥林多教會是許多其他教會中的一個
4. 神的話語並非源於他們 他們也不是福音的唯一受益者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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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有人以為 保羅在譴責哥林多信徒
1) 自認為有智慧 3 18
2) 自認為知識淵博 8 2
3) 自認為屬靈的 14 37  

2. 就該知道我所寫給你們的是主的命令
1) 凡有 先知講道 恩賜或 屬靈 的人都知道保羅教導的權威性
2) 如果不承認保羅教導的人 就不承認耶穌基督的權柄
3) 那 先知講道 的恩賜也就無效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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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有不知道
1) 關於屬靈恩賜的教導的結論
2) 弟兄們 論到屬靈的恩賜 我不願意你們不明白 12 1

2. 由他不知道
1) 保羅不承認這人是受到他的啟示成為基督徒的人
2) 保羅承認這人還是基督徒

(1) 含義是這人不會被神承認的
(2) 暗示這人會受到神的審判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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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節經文 論恩賜 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 的結論
1) 弟兄們 論到屬靈的恩賜 我不願意你們不明白 12 1
2) 你們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賜 12 31a
3) 你們要追求愛 也要切慕屬靈的恩賜 其中更要羨慕的是做先知講道

14 1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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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羅沒有拒絕說方言的恩賜
1) 希望他們專注與敬拜有關的事項

(1) 造就人
(2) 榮耀神

2) 糾正他們敬拜時使用錯誤的方式
3) 要他們追求能造就人講道的恩賜
4) 沒有要他們放棄他們已有的恩賜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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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凡事都要規規矩矩地按著次序行
1) 有關 教會敬拜 第十一章至第十四章 教導的總結論
2) 論聚會 14 20-39 的結論
3) 一切事務都要用有條不紊的方式進行

4. 有秩序的聚會和敬拜
1) 可以營造信徒一起敬拜神的氣氛
2) 以愛為基礎 所有的恩賜互相搭配一起建立教會和造就人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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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 聚會的型式 14 20-25
 ❖ 以成人的心志敬拜
 ❖ 以信徒的標誌敬拜

 ◆ 聚會的準則 14 26-33
 ❖ 凡事都當造就人
 ❖ 說方言要節制 要有翻譯
 ❖ 講道要輪流 要接受評估
 ❖ 敬拜要合宜 要符合神的屬性

 ◆ 聚會的秩序 14 34-40
 ❖ 敬拜有秩序能造就人和榮耀神
 ❖ 凡事都要規矩地按著次序進行

 ◆ 我們學到了什麼呢
 ❖ 凡事都要以造就人為宗旨
 ❖ 凡事都要按規矩秩序行事

 ◆ 我們應該如何做呢 思考
 ❖ 如果我們聚會敬拜沒有秩序會是
一個什麼現象

 ❖ 你願意參加敬拜的同工團隊嗎

���㓲萅⸱榷脠≁⋲䧙虘褕㊤♜脠≁⋲⛭
⨉褕屬≁⋲㊋屰愩䫊褕⋂⫛䩄䥥㊤⅀⫦
⧛褕㓲⼒箶⡽Ⅷ珯猺㸭剦屠㧙����猻



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11000 First Ave. Whittier, CA 90603

1 Corinthians


	簡介（14：20-40）
	聚會的型式（14：20-25）
	聚會的準則（14：26-33）
	聚會的秩序（14：34-40）
	結論（14：20-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