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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找 真 理 

Search for Truth 

 

关于说方言的事怎么样﹖ 

现今基督徒应该说方言吗﹖ 

 

第十课 

Lesson 10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 

  

        作法            

1. 请仔细阅读经节.     

2. 填写或圈选正确答案. 

3. 讨论问题用粗体字.    

4. 复习经节用[  ]括号.  

5. 附带的经节用缩小的粗体字.               

 

复习前课 

 

A.  天父、子、圣灵组成圣经里唯一的真 神. [SFT 1]               是  非 

B.  圣经是 神所默示的话语. [SFT 2]                                   是  非 

C.  现今非犹太人必须遵守十诫. [SFT 3]                是  非 

D.  罪是人类最大的问题. [SFT 4]                   是  非 

E.  为了你可以叫你的罪得赦、耶稣在十字架上死. [SFT 5]         是  非 

F.  遵守福音、相信、悔改、承认、及受浸是必要的.[SFT 6]        是  非 

G.  你可以随意参入主的教会. [SFT 7]                        是  非 

H.  基督建立很多教会、使人有选择的余地. [SFT 8]               是  非 

I.   真正的门徒毫无保留地献身于耶稣及祂的教训. [SFT 9]         是  非 

  

神迹的目的 

 

1. 约翰福音 5:36; 10:24,25,34-42 

耶稣所行的事 (神迹) 是祂的见证祂是由 神所派的.           是  非 

耶稣所行的事 (神迹) 证明祂是基督.                 是  非 

施洗的约翰有没有行过神迹呢﹖                    有  无 

 你如何知道耶稣是 神的儿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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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约翰福音 14:26; 16:13; 20:26-31 

因为圣灵的原因、使徒们可以记住耶稣向他们所说的话.         是  非 

    圣灵有没有引导使徒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呢﹖                 有  无 

    神迹被记载下来、为了叫你相信耶稣是 神.                 是  非 

 假如现今神迹仍然运行的话、为什么这些神迹会被记载 (记录) 在新约的呢﹖ 

 

3. 西伯来书 2:1-4; 使徒行传 2:43; 15:12 

神迹(奇事)证实使徒的教训.                    是  非 

    使徒们有没有行过神迹呢﹖                      有  无 

 圣灵引导使徒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及神迹是这事实可见的证据.       是  非 

 假如没有记录的神迹、我们有什么证据证明耶稣是 神及圣经是由圣灵所默示的呢﹖ 

 

4. 使徒行传 6:5,6; 8:4-13 

使徒们有没有在一个名叫腓利的男子身上按手.              有  无 

 借着使徒的按手、腓利领受圣灵的能力能够行神迹.               是  非 

    撒马利亚城住了一位行邪术的西门、腓利有没有在这城里传道呢﹖   有  无 

 

5. 使徒行传 8:14-24   提摩太后书 1:6 

为了按手在撒玛利亚基督徒的身上、使徒千里迢迢远从耶路撒冷城来吗﹖ 是  非 

 西门有没有察觉到只是借着使徒按手的会领受圣灵的能力呢﹖        有  无 

    西门有没有向使徒彼得和约翰尝试买这权力 (能力) 呢﹖          有  无 

 西门有没有向腓利尝试买这权力 (能力) 呢﹖             有  无 

 假如只是借着使徒按手、便有圣灵下能力、他们死了之后这能力及神迹会怎么样呢﹖ 

 

6. 马太福音 28:18,19; 使徒行传 1:6-11; 2:5-11 

    耶稣吩咐使徒去使 __________ 作我的门徒. 

    有没有从各国来的犹太人用各不同的语言 (方言) 说话呢﹖          有  无 

    各人听见使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              是  非 

 使徒们有能力说方言、所以这些人能够用他们自己的乡谈听福音.      是  非 

    方言及语言有没有一样呢﹖                有  无 

    使徒说出无人能懂的语言 (方言) 吗﹖              有  无 

 使徒们有能力用不同的语言讲话、目的是什么呢﹖ 

 

7. 使徒行传 2:1-11; 10:44-47; 11:15-18 

    因为使徒们会用很多不同的语言讲话、犹太人得以用自己的语言听 

福音及相信.               是  非 

    哥尼流 (非犹太人) 及他的家人会讲各种语言 (方言) 为了帮助 

犹太人相信神也接纳非犹太人.                是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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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尼流的全家受圣灵的浸 (像在五旬节时使徒一样) 及说出语言.         是  非 

 哥尼流说出语言及五旬节的目的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8. 使徒行传 2:1-4; 19:1-6    使徒行传 8:14-24 

使徒们直接从天上接受圣灵及说出别国语言的恩赐.            是  非 

 在以弗所的基督徒借着保罗的按手接受说出别国语言及圣灵的恩赐.      是  非 

 

9. 使徒行传 18:7-11; 哥林多前书 12:4-11 

    借着保罗所传的福音在哥林多城哥林多的教会开始了.           是  非 

    圣灵有没有把一样的恩赐给每一个基督徒呢﹖            有  无 

    在哥林多的教会有没有每一个基督徒都会讲不同的语言呢﹖         有  无 

 为什么不同的基督徒有不同的恩赐呢﹖ 

 

10. 哥林多前书 12:12-31 

    唯一的身体(教会)有没有很多肢体呢﹖              有  无 

    因为身体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也受苦.      是  非 

 所有的教友都行异能马﹖                 有  无 

    所有的教友都说方言马﹖                 有  无 

    不会说方言的基督徒有没有比会说的阶级低呢﹖            有  无 

    在 31 节使徒要告诉他们的「最妙的道」是什么呢﹖ 

 

   11. 哥林多前书 13:1-7; 14:1-12 

    说语言 (方言) 比彼此相爱重要.                是  非 

    吹号角走音好象说出一种听无法理解的语言一样.            是  非 

    说出人无法理解的语言好象向空气说话一样.             是  非 

    学习彼此相爱与最妙的道有什么关系呢﹖ 

 

   12. 哥林多前书 14:16-19,26-28 

    万句听众难以理解的话语胜过五句明白易懂的话语.      是  非 

    在教会的聚会中所作的都应该造就所有参加的吗﹖           有  无 

    教会聚会时、说方言 (语言) 有两个或最多三个的限制.           是  非 

    假如没有翻译者在场的话、可以说出一个听众不能明白的语言吗﹖       有  无 

 

   13. 哥林多前书 14:20-23; 以赛亚书 28:11 

    语言是为  信的人 ～ 不信的人 作证据. 

    说出外国的 (别的) 语言是应验旧约的预言.              是  非 

    在母语听福音会马上使不信的人的专心.               是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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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哥林多前书 14:31-38 提摩太前书 2:8-15 

    神愿意他的子民是混乱的.                 是  非 

    妇女有没有许可在教会中说出预言或说方言 (语言) 呢﹖          有  无 

    现今在公开的聚会、有的教会准许妇女讲道及担任领导地位吗﹖为什么呢﹖ 

 

   15. 哥林多前书 13:8-13; 14:18-20 

    使徒保罗有没有说先知讲道之能、说方言之能、及知识都会停止呢﹖     有  无 

    圣灵的恩赐是要帮助刚开始的教会成长、所以是暂时的.          是  非 

    使徒们及凡被他们按手的都死了、奇迹的恩赐也结束了. [SFT 10:4,5]      是  非 

    信耶稣、有永生的盼望及成熟地 (完美无瑕地) 爱神且彼此相爱会促   

成一个成熟的教会诞生.                是  非 

    孩子、成人、方言及爱心跟早期的教会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呢﹖ 

 

复习和摘要 

 

    正如下面的经节所提示、神迹已达成它们的目且已停止了: 

    a. 奇迹的恩赐会停止或结束. [哥林多前书 13:8]         是  非 

    b. 使徒保罗的苦难没有医治好. [哥林多后书 12:7-9]        是  非 

    c. 因为特罗非摩病了、保罗就留他在米利都. [提摩太后书 4:20]      是  非 

    d. 所记录的神迹是我们现今信心的证据. [约翰福音 20:30,31]       是  非 

    e. 新约圣经是完全及神所默示的. [提摩太后书 3:15-16]        是  非 

    f. 任何人更改福音是会被咒诅的. [加拉太书 1:6-10]         是  非 

 

下一将课讨论这个问题: 

 

我如何在基督里长大及得以完全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一起研究圣经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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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URES FOR LESSON TEN 

 

   JOHN 约翰福音 5:36; 10:24,25,34-42 

 

『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作的事， 

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约翰福音 5:36). 

 

『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 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 

告诉我们. 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 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 

可以为我作见证』(约翰福音 10:24,25). 

 

『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 神」吗. 经上的话是不能 

废的. 若那些承受 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 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 

他自称是 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僭妄的话」吗. 我若不行我父的事， 

你们就不必信我. 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 

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 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  

耶稣又往约但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 有许多人来到 

他那里. 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 

真的. 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约翰福音 10:34-42). 

 

   JOHN 约翰福音 14:26; 16:13; 20:26-31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翰福音 14:26).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 

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约翰福音 16:13). 

 

     『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 

说，愿你们平安. 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总要信. 多马说，我的主. 我的 神. 耶酥对他说，你 

因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 

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 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 20:26-31). 

 

   HEBREWS 希伯来书 2:1-4  ACTS 使徒行传 2:43; 15:12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那借着天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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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 

救恩，怎能逃罪呢. 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 

证』(希伯来书 2:1-4). 

 

『众人都惧怕. 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 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使 

徒行传 2:43). 

 

『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 神藉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 

奇事』(使徒行传 15:12). 

 

   ACTS 使徒行传 6:5,6; 8:4-13 

 

『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 

腓利，伯罗哥罗，尼迦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 

他们站在使徒面前. 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使徒行传 6:5,6).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腓利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 众人听见了， 

又看见腓利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 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 

  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 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 在 

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 

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 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 神的大能 

者. 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 及至他们信了腓利所传 神国的 

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 西门自己也信了. 既受了洗，就常 

与腓利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使徒行传 8:4-13). 

 

   ACTS 使徒行传 8:14-24  2 TIMOTHY 提摩太后书 1:6 

 

『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 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 

里去. 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 

  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 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的头上，他们 

就受了圣灵. 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 

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 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罢.  

因你想 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 你在这道上无分无关. 因为在 神面前，你的 

  心不正. 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 我看出你正 

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 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 

  临到我身上』(使徒行传 8: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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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 神藉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提摩 

太后书 1:6). 

 

   MATTHEW 马太福音 28:18,19  ACTS 使徒行传 1:6-11; 2:5-11 

 

『耶稣进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马太福音 28:18,19).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阿，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 

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 

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 

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 

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 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 

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哪，你们为甚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使徒 

行传 1:6-11). 

 

『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 这声音一响，众人 

都来聚集，各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 都惊讶希奇说，看 

那. 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么. 我们各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 

谈呢. 我们帕提亚人，玛代人，以拦人，和住在米所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家， 

本都，亚西亚，弗吕家，旁非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彼亚一带 

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革哩底和 

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 神的大作为』(使徒行传 2:5-11). 

 

   ACTS 使徒行传 2:1-11; 10:44-47; 11:15-18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象一阵大风 

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 

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那时， 

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 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 

各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 都惊讶希奇说，看那. 这说话的 

不都是加利利人么. 我们各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 我们 

帕提亚人，玛代人，以拦人，和住在米所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家，本都， 

亚西亚，弗吕家，旁非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彼亚一带地方的 

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革哩底和亚拉伯 

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 神的大作为』(使徒行传 2:1-11). 

 



 8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 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 

来的使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在外邦人身上，就都希奇. 因听见他们说方 

言，称赞 神为大. 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 

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使徒行传 10:44-47). 

 

『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我就想起 

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神既然给他们恩赐， 

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 我是谁，能拦阻神呢. 众人听见 

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 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 

他们悔改得生命了』(使徒行传 11:15-18). 

 

   ACTS 使徒行传 2:1-4; 19:1-6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象一阵大风 

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 

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 

2:1-4). 

 

     『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 在那里 

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 他们回答说，没有， 

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 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甚么洗呢. 他们说，是约 

翰的洗. 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 

  就是耶稣. 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 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 

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使徒行传 19:1-6). 

 

   ACTS 使徒行传 18:7-11  1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书 12:4-11 

 

『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犹士都，是敬拜 神的， 

他的家靠近会堂. 管会堂的基利司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 

了，就相信受洗. 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 

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 保罗在 

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 神的道教训他们』(使徒行传 18:7-11). 

 

『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 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 功用也有分别， 

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 

  这人蒙圣灵赐他智能的言语. 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 又有一人蒙 

这位圣灵赐他信心. 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 又叫一人能行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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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叫一人能作先知. 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 又叫一人能说方言. 又叫一人能 

翻方言.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人的』(哥林多前书  

12:4-11). 

 

   1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书 12:12-31 

 

『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 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 基督也 

是这样.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 

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 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 

体. 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 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 设若 

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 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 若全身是眼， 

从那里听声呢. 若全身是耳，从那里闻味呢. 但如今 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 

俱各安排在身上了. 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那里呢. 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 

子却是一个. 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 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 不但 

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 

越发给他加上体面. 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 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 

装饰. 但 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你们就是基督的身 

子，并且各自作肢体. 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 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 

师. 其次是行异能的. 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 帮助人的. 治理事的. 说方言的.  

岂都是使徒么. 岂都是先知么. 岂都是教师么. 岂都是行异能的么. 岂都是得 

恩赐医病的么. 岂都是说方言的么. 岂都是翻方言的么. 你们要切切的求那 

更大的恩赐. 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哥林多前书 12:12-31). 

 

   1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书 13:1-7; 14:1-12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 

钹一般.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 

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甚么. 我若将所有的赒济穷人，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 

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 

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 

盼望，凡事忍耐』(哥林多前书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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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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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作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 

慰，劝勉人. 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 作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 我愿意 

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作先知讲道. 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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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被造就，那作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 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 

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豫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甚么 

益处呢. 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 

知道所吹所弹的是甚么呢. 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豫备打仗呢. 你们也是如此， 

  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甚么呢. 这就是向空说话了. 世 

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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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2). 

 

   1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书 14:16-19,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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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书 14: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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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当造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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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书 14:26-28). 

 

   1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书 14:20-23  ISAIAH 以赛亚书 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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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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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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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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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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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 

亚书 28:11). 

 

   1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书 14:31-38 1 TIMOTHY 提摩太前书 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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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 神不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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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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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律法所说的. 她们若要学甚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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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么. 岂是单临到你们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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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罢』(哥林多前书 14:31-38). 

 

『我愿男人无忿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又愿女人廉耻，自 

守，以正派衣裳为妆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妆饰. 只 

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 神的女人相宜. 女人要沈静学道，一味的顺服.  

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沈静.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 

的是夏娃. 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 然而，女人若常存 

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提摩太前书 2:8-15). 

 

   1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书 13:8-13; 14:18-20 

 

『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 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 

归于无有了. 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 既成 

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我们如今彷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 到那时， 

就要面对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如 

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 其中最大的是爱』(哥林多前书 1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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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