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靈恩賜與靈恩彰顯                             

蕭壽華 

前言 

靈恩教會追求聖靈工作的熱切態度，是今天眾教會所欣賞的。在他們的牧者、信徒當中，

有不少人活出美好的生命見證，值得我們學效，也為他們感恩。在基督的教會裡，他們是我

們（傳統福音信仰教會）的弟兄姊妹。然而在對靈恩的問題上，如屬靈恩賜、聖靈充滿、方

言的運用、使徒職份、分派恩賜、被靈擊倒、圖象異象等問題上，他們持著某些看法，是我

們看為沒有聖經基礎，甚至是不合乎聖經的。願主引領祂的教會，在彼此愛護的前題上，謙

卑地探討真理，以致我們可以高舉真理，榮耀基督。 

 

（一） 有關方言 

 

1. 方言是什麼語言？ 

五旬節聖靈降臨的時候，門徒被聖靈充滿，「按著聖靈所賜的口才，說起別國的 

話來」，又「講說神的大作為。」（徒 2:4，11b）。方言是源於神，賜與人的一種超 

自然的語言能力，讓人可以用一種自己不認識的別國語言，來講述神的大作為。 

 

 有人根據林前 13:1，認為方言也包括了「天使的言語」── 一種不屬於地上 

任何民族的語言，一種「屬天」的語言。然而林前十三章愛章所強調的，是即或人 

有至高超的恩賜，若沒有愛，便算不得什麼。其中所論及的「萬人的方言」、「天使 

的話語」、「明白各樣的奧秘」、「全備的信」…全是以「若有」的字眼，即一種假設 

有的基礎來比對愛的重要性。經文並不是說有人可以說萬人的方言、天使的話語、 

明白各樣的奧秘等，因此不能根據這經文而推論出，當信徒以一種不屬人間語音的 

所謂「天使言語」說話時，便是說方言了。 

 

 事實上，每當聖經記載天使顯現向人說話時，全是用人所能明白的語言，並沒 

有用「天使的話語」。林前 14 章 13 及 27 節提及，在聚會中有人說方言時，便應「繙」 

出來（同一個字曾在約 9:7，來 7:2 出現，意即「繙譯」“translation＂）。從這個 

字的運用來看，保羅所想到的，必然是一種正式的語言，是可以繙譯出來的，而不 

是一些天上的音律，或是幾個激昂但只是不斷重覆的語音。另一方面保羅在林前 14: 

21 也引用賽 28:11-12 說：「主說：『我要用外邦人的舌頭和外邦人的嘴唇，向這百 

姓說話；雖然如此，他們還是不聽從我。』」他所指的方言，明顯地是一種講述的人 

本身不認識，但是屬於某個地上民族的方言。 

 

2. 方言為造就自己？ 

 

有人以為個人以方言禱告，可以造就自己，讓自己的靈命長進（這稱為 private 

tongue, devotional tongue)；也有教會呼籲信徒在聚會中一起以方言禱告，認為這便可

以得著聖靈的臨在，叫教會得造就。保羅在林前 14 章談及有關方言的真理，明顯地

是因為哥林多教會錯誤地運用方言而引發的。保羅一方面是要責備誤用方言的人，



另外也是要提出各種指示，限制方言的運用，規範方言的發展在應有的方向上。 

 

保羅在林前 14:4 說：「說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作先知講道的，乃是造就教會。」

「造就」的原意是「建立」（“to build up＂），所包含的意義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

是負面的，視乎經文上下文的意義。同一個希臘字在林前 8:10 被譯作「放膽」，意

思是信徒若因個人的知識，覺得在偶像的廟裡坐席無妨，便會「建立」了別人的良

心去作不當作的事，這是一種負面的建立。保羅的意思是當人在教會中說方言，因

為沒有繙譯，並沒有人可以得到造就，這人只是在「建立」自己的自我。 

   

 若方言是為造就自己的，方言便與神賜下恩賜的目的不相符。既然方言是眾多

恩賜之一，神賜方言的目的便是要造就他人，不是為造就自己，因「聖靈顯在各人

身上，是叫人得益處」（“for the common good＂，林前 12:7）。在林前 12 章內提及

的各種恩賜中，每一項都是為造就別人，為什麼惟獨方言卻被認為是與別不同，是

為造就自己？倘若方言是讓個人與神有更好的溝通，為什麼神卻把這種恩惠單賜給

某些人，而不是所有屬祂的人？林前 14 章明言，一個人若有方言的恩賜，是要在有

繙譯的情況下在信徒的聚會中運用出來，而不是在私禱中運用。有人在私禱中大部

份時間以方言禱告，在情緒上或許有一些激動的感受，但在「悟性裡卻沒有果效」

（林前 14:14）。林前 13 章說一個人若能有各種偉大的恩賜，若沒有愛，「我就算不

得什麼」，「仍然與我無益」，因此運用恩賜時必須以愛心運用，才能產生益處。倘若

方言是為自己的，又如何可以向自己運用愛心呢？若是不能以愛心運用，又如何可

以對人對自己產生益處呢？ 

 

當保羅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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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前 14:15），並不是指他會在不同的時候，或用方言，或用悟性禱告。經文中「要

用」的意思是，在聚會中「若果我，用靈……」（subjunctive mood，假設語），「我便

同時會用悟性……」，所以隨後保羅說：「不然，你用靈祝謝，那在座不通方言的人，

既然不明白你的話，怎能在你感謝的時候說阿們呢？」（14：16） 

 

另一方面，當保羅說「我感謝神，我說方言比你們眾人還多。但在教會中，寧

可用悟性說五句教導人的話，強如說萬句方言。」（林前 14:18,19）有人因此認為保

羅是在私禱中常說方言。但若小心觀察經文的上下文，便知道保羅是在談論方言在

聚會中正確的運用原則。他並不願意在聚會中多說方言（縱使有繙譯，也當受到限

制），而明顯地他是在信徒聚會以外的地方講方言。他隨後說，方言是為不信的人作

證據（林後 14:22），這正如在五旬節聖靈降臨時，門徒講方言的時候，來自不同地

方不信主的猶太人，聽見他們以自己的鄉談說話，清楚看見神臨在的證據一樣。但

倘若在信徒聚會時，有不信的人進來，看見他們都講一些連他們自己也不明白的語

言，就會認定這群人是顛狂的了（林前 14:23）。 

 

或許有人認為在私禱中以方言禱告是「進入神的同在」、「叫我們更能受教於聖

靈」、「更快啟動其他屬靈恩賜」，但這些說法都沒有聖經的根據。並且，這些方言的

所謂果效，立時把禱告分為二類等級，沒有方言恩賜的禱告便是次等，便較難明白

聖靈的引導等。長此下去，人逐漸會更倚重一種自己不明白的語言能力，過於倚靠

主。主耶穌及眾使徒在趕鬼、代禱的事奉上，並沒有運用方言，為甚麼今天我們會

以為，以方言禱告，便會更有能力代求、趕鬼？ 



 

3. 現代的方言是甚麼？ 

 

方言的能力若是超自然的，便只會是源於神或是源於惡者，因此我們必須留心

試驗。按 Dr. Gerald McGraw 多年的經驗，向他尋求試驗方言的弟兄姊妹，多達九成

的方言被試驗出是源於撒但（參宣道會探討「靈恩」問題資料文集#12"Tongues should 

be tested"）。然而方言也可以純是一種經學習而得的語言行為。多倫多大學語言學系

教授 William Samasin 曾經以五年時間，在多處不同文化的基督徒群體（包括傳統五

旬宗及現代靈恩派教會）或大或小的聚會內，觀察他們的信徒所講的方言，分析這

些語言的結構。他的結論是：「方言在某方面似是某種語言……但撇除這些表面的雷

同之處，方言基本上並不是語言。」（Tongues of Men & Angels, New York: Macmillan, 

1972 xii, 227）——倘若這些方言不是語言，也就不是聖經所談的方言。 

 

若有機會多聽靈恩教會的信徒講方言，便會發覺他們所用的語音十分相近，就

好像是彼此學習一般。部份靈恩領袖會開設培訓班，教授信徒如何領受方言恩賜。

他們會建議一些樣板式的語音，鼓勵學習者在開始時重覆這些音調，再自由啟動這

恩賜。事實上，縱使沒有接受訓練，若所屬的群體都講方言，而講方言會被認為是

一種「屬靈」的表現，那麼為求與群體認同，個人在其中會很快「學會」講方言。 

 

另一方面，方言也可以是一種心理上的身心現象——人在不自覺中把自己的肌

肉與聲帶從個人自主的控制中分離出去，讓肌肉或聲帶無意識地運作（心理學稱之

為“motor-automatism＂）。 

 

這並不是說現代教會內已經不再有真的方言，只是在當今各種不同追求講方言

的教導與操練中，明顯地出現了不少偏差與誤導，我們必須按真理察驗清楚。 

 

（二） 恩膏能力與分派恩賜 

 

1.   新使徒時代？ 

 

有靈恩領袖宣稱，神在現今的世代興起了新的「使徒」，領受了特別的「恩膏」

能力，拓展了極其重要的屬靈領域。北美更有靈恩領袖公開「按立使徒」，稱教會

已進入新的使徒時代。 

 

新約聖經中對使徒的稱號，可分為兩大類。第一是指主基督所親自揀選的十

二使徒，第二是一種一般性、非專門性的稱號。前者是聖經對十二使徒的職份

（office）的特別尊稱（使徒行傳第 9 章講述復活的基督特別揀選了保羅，差他作

外邦人的使徒，有聖經學者以保羅為「特有使徒」，也有以為他在永恆中代替馬提

亞，列在十二使徒當中）。這十二使徒將會在主再來以後，坐在十二個寶座上，審

判以色列的十二支派（太 19:28；路 22:29-30）。啟示錄也描述到新耶路撒冷是建立

在十二根基上，而「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啟 21:14），因此聖經明顯表

示十二使徒的職份是獨特的，在神眼中是一種永遠被設立的職份。 

 

另一方面，「使徒」這稱號也一般性地在新約運用，在希臘文中，使徒這詞是



一個在當時常用的名詞，意即「信差」，被差遣傳遞某些信息者。羅馬書 16:7 提及

安多尼古和猶尼亞安，「他們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意即是當時也有不少被稱為

使徒的，而這兩位是較其他有名望的；另外，腓立比教會的以巴弗提也被稱為「你

們所差遣的」（腓 2:25，原文“your apostle＂）；也有一些被稱為使徒卻沒有列出名

字的（林後 8:23，和合本譯為「眾教會的使者」，原文“apostles＂）；帖前 2:6 保羅

同時稱西拉、提摩太與自己為「我們作基督的使徒」，明顯地是以一般性使徒的意

義講述自己與他的同工，並沒有突出自己特殊的職份。 

 

當保羅使徒的職份面對哥林多信徒的挑戰時，他提出一個確認的標準：「我雖  

算不了甚麼，卻沒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們中間，用百般的忍耐，

藉著神蹟、奇事、異能顯出使徒的憑據來。」（林後 12:11b,12）初期教會清楚知道，

神把行神蹟異能的恩賜，賜給十二使徒，目的是要藉此見證出他們所宣講的福音是

源於神，在當時異教流傳的中東地區，確立了福音真理的地位（參來 2:3-4）。在十

二使徒四處宣講真理期間，神蹟異能的出現較今天的神蹟異能最大的分別，是使徒

當時醫治好了「全部」前來尋求醫治的人，「還有許多人帶著病人和被污鬼纏磨的，

從耶路撒冷四圍的城邑來，全都得了醫治。」（徒 5:16）今天我們可以為某些人得

醫治祈禱，但神會按祂的主權決定誰可得醫治，誰當繼續在病患中經歷神足夠的恩

典（林後 12:9）。但今天沒有人可以宣稱有使徒的權柄，可以醫治所有尋求醫治的

人。事實上，按彼得解釋作使徒的條件，必須是那些曾親歷從施洗約翰到主復活等

事蹟的人，能以第一身見證復活的基督（徒 1:22）。 

 

當然我們今天可以以「使徒」的一般意義稱呼教會內的領袖，但在過去的教會

歷史中，從沒有普遍地如此作，大概是要避免產生混淆，也避免有人以為自己是與

十二使徒同等。 

 

2.「使徒」可以分派恩賜？ 

 

有靈恩教會的領袖認為，某些人從神領受了特別的恩膏（anointing），能夠彰顯

各種神蹟性的恩賜，大有能力。他們也可以藉按手或吹氣把各種恩膏「分給」其他

信徒；並且在世界各地有不同的領袖領受了不同的「地區恩膏」，其他地區的人便

可以透過他們領受到各種不同的恩膏，豐富個人可以得到的恩賜與能力。 

 

不錯，保羅曾說「因為我切切的想見你們，要把些屬靈的恩賜『分給』你們，

使你們可以堅固。」（羅 1:11）但保羅在其他的經文內清楚解釋，一切的恩賜「都

是這位聖靈所運行，隨己意分給各人的」（林前 12:11），並不是人可以按己意分發

出去。準確而言，聖父與聖子同是恩賜的來源（林前 12:28，弗 4:7），而以聖靈作

為媒介賜與眾人（林前 12:8,9,11）。馮蔭坤先生在他所著的《羅馬書註釋》卷一內，

分析了十一種可能的解釋，認為羅 1:11 中保羅所指的要分給各人的「恩賜」，是一

種「屬靈福氣」，就是神要藉著使徒的來臨而使他們獲得的益處，並不是指其他經

文所述的恩賜。 

 

使徒行傳第 8、10、19 章均談及當使徒向某群體講道或按手時，聖靈或聖靈和

方言（10，19 章）便臨到他們。因此有人認為今天某些有使徒職份的人，為人按

手祈禱或講論時，便可以「授予」別人屬靈的恩賜和能力。然而在理解這些經文前，



有兩方面需要留意：1.使徒行傳內一些歷史上的事件，在新約教會創始的過程中極

其重要，就如五旬節聖靈與方言的臨到，正是標示著教會的開始，並且教會將包括

各民各族的信徒。但是使徒們當時所能作的工作，是否同樣是今天教會領袖可以作

的，仍需新約各卷經文所確認，不可單按歷史曾發生的事蹟作為通例。2.使徒行傳

第 8，10，19 章所述均是三個特殊的群體：撒瑪利亞人、外邦人（哥尼流家中）、

施洗約翰門徒。前二者是被猶太信徒認為是在福音門以外的，而後者仍未領受基督

救贖福音。神差派猶太的使徒到他們當中，讓他們親睹神如何把聖靈也賜與他們（在

10，19 章內則以方言作為得聖靈的表徵），以致他們會明白這些群體也是神要拯救

的對象，同時確立福音的普世性。因此我們並不可以憑這幾件事蹟，便認為所有屬

靈領袖都可以如此授予別人聖靈。 

 

當然，我們今天仍可以為別人按手禱告，懇求聖靈的充滿（弗 5:18），然而我

們不可以隨意認為某些領袖會有特別的能力，可隨己意為人禱告而給與恩賜。因此

無論是領袖或信徒，都只能（可以）帶著謙卑渴求的心，等候神的工作，按祂的時

候和祂的方式，應允我們所求的。 

 

3. 被靈擊倒是甚麼？ 

 

不少信徒表示，曾經歷「被靈擊倒」──當某位靈恩領袖為他們按手、或指向

他們，向他們吹氣時，他們便會不自覺地倒在地上，或狂喜、或哭泣，內心感受到

神的大慈愛。 

 

聖經中雖曾有記載有人倒下的事件，但從沒有記述有人因領受神的祝福而倒

下。在聖經內有二種人倒下的情況：一是人在神或是天使面前，因遇見神而立即倒

下，面伏於地（向前倒下），但在這些情況下從沒有記載這些人是被任何「中間人」

按手或吹氣之後倒下。二是人在面對神的審判時「向後」倒下，就如祭司以利因聽

見他的兒子死亡及約櫃被擄的消息後，從座椅上向後倒下死亡；又或是亞拿尼亞、

撒非喇因欺哄聖靈而向後倒下死亡。因此，現代所謂「被靈擊倒」而向前後左右倒

下的情況，並沒有甚麼聖經的根據或解釋。 

 

英國一位有名的靈恩領袖 Mark Haville，曾經多年接受有關分派恩賜的訓練，

並且在各個大小靈恩聚會中，曾以按手、吹氣，叫多人倒下。在他離開靈恩的事奉

以後，曾解釋他過去的經驗，表示「正確的氣氛」決定了靈恩聚會的成功與失敗。

「服事」時間以前，若有正確的音樂、適當的情緒表達，便可以建立會眾對靈恩降

臨的期待。倘若會眾相信講者是一位「大有恩膏」的人，他們領受被靈擊倒的機會

會大大提昇。 

 

  在不少的靈恩聚會中，講者會告訴會眾，若要領受聖靈的充滿，便不應讓個人

的悟性、思維攔阻聖靈的工作。因此，便呼籲人「先經歷，後分析」、「放下思維分

析」、「開放自己浸入在聖靈的恩膏中」等。認識有關催眠學的人士，會立刻明白這

種「不要分析眼前所發生的事」是傳統催眠術的基本步驟。Philip Foster 是一位曾

經當藥劑師的聖公會牧師，一方面看自己是靈恩人士，另一方面曾多方面研究靈恩

現象與集體催眠的關係，避免羊群受到屬靈的誤導。他曾經分析美國葡萄園

Vineyard 訓練領袖協助信徒領受「恩膏」的指引，其中充滿著集體催眠術的手法（或



許是不自覺地運用了那些方法）。（參 The Signs & Wonders Movement - Exposed, 

Editor: Peter Glover, P.70）因此有經驗的靈恩領袖會辨察到在會場中那一小群先出現

了「靈恩彰顯」，比如在搖動、哭笑，他們便會邀請這些人前來接受禱告。（"If you 

don't notice any outward manifestation of the Holy Spirit, ask those who sense a strong 

anointing within them to come for ministry. This might manifest as a burning, tingling, 

｀knowing＇， etc." Vineyard Tips for Leaders. No.3）在催眠學上這被稱為挑選

（selection），而他們將會產生對其他人示範性的進一步的催眠作用。 

 

Philip Foster 分析當群眾進入「受示意」（suggestible）的初步催眠狀況下，便會

失去辨識信息重要與次要的能力，就如一個人吸入了笑氣（一種輕度麻醉劑），便

會聽到遠處冷氣機的聲音，如旁人對他說話般響亮。因此在某些靈恩的聚會內，信

息對信眾並不重要，因為感覺會蓋過分辨的能力。另一方面，倒下的人會感到一份

喜悅，基督徒會認為這是神的愛臨到自己身上，事實上，95%受催眠的人都會感到

一份欣喜（euphoria），這也解釋了為甚麼非基督徒在靈恩聚會中倒下時，也會有同

樣欣喜的經歷。 

 

研究也發現這種在受催眠下欣喜的感受是會「上癮」的，這種欣喜是源於身體

內分泌出一種化學元素 endorphin。曾嘗過這種經歷的人，可以逐漸以一種自我催

眠的方式，重獲那種欣喜的感覺。並且越多這種經歷的人便會越容易轉入這種狀態

（縱使沒有外在催眠性的環境）。 

 

（三） 圖象與異象 

 

有靈恩領袖（如 Jim W. Gole）指出舊約的先知有兩個類別：一是以言語宣告

神旨意及預言的先知，另外是先見（seer），主要是在領受神所賜的異象或圖象後，

再論說出來。他們認為先見必然地也是先知，但先知不一定是先見。並且他們以為

這二類先知在二十世紀五十年代首先再現，而這幾年則是明顯地再現。 

 

「先見」是舊約中一個較古老的名稱（撒上 9:9），這名稱在舊約中出現了十三

次，其中六次是指撒母耳的，而王下 17:13 則把先知和先見並列，反映出這兩個名

稱是相同的。（參《證主聖經神學辭典》上第 389 頁；另一個希伯來字「見異象」

也可譯作「先見」，在舊約出現了十六次。）聖經似乎沒有刻意把「先知」與「先

見」分為二類，而部份被稱為先見的也沒有特別談及他們如何看見異象（如撒下

15:27）。若要勉強分類，作為今天信徒追求的特殊職份，則是超越了聖經所能支持

的。再者，神在今天是否仍在興起新的先知職份，仍是一個極具爭議的問題。當然，

保羅在林前 14 章勉勵信徒要渴慕作先知預言，但這種預言，是要「造就、安慰、

勸勉人」（14:3b），這些信息可以是一種超自然性的、聖靈藉個別信徒指示會眾的

信息，不一定是預言某些會發生的事，但會眾必須「慎思明辨」，辨察是否出於神。 

 

今天的教會，個別領袖在分享或講道之時，若要講述一些先知預言性（林前

14:1）的說話或圖象，必須清楚向會眾表明，聖經永遠是神足夠的啟示及最高的權

威，任何的先知預言不可被看作有聖經般的權威地位。另一方面，先知預言也只是

眾多恩賜的一種，若領袖有這方面的恩賜，必須要避免在教會中產生「屬靈階級」

的影響，以為能夠領受神直接信息或圖象的人會較一般信徒屬靈。教會領袖不應教



導信徒在禱告中看「圖象」，或是教導人熱切禱告時便會「聽到」神的聲音。這完

全是出於神對個別信徒主權性的安排。若信徒以為這是每個人都可以追求的方向，

隨後不同的信徒講述不同的圖象，且認為有從神而來的權威來源，因此不用考慮別

人是否認同，堅持要按圖象行事，教會必然產生混亂、驚恐（曾有人看見有豺狼在

教會中行走的圖象）；而看不見、聽不見什麼的人便會自覺不如，甚或認為是因為

自己犯罪，與神遠離，所以沒有這種恩賜。事實上，人在腦海中出現圖象，可以有

許多心理成因，也可以是惡者放下的意念，若不試驗便隨意接納、鼓勵追求，聖經

真理的權威地位便會因而被這些圖象、說話所取代。 

 

（四） 熱切生命與順服基督 

 

神賜下保惠師聖靈，是要見證基督（約 16:13, 14），因此神賜聖靈給那些順從

基督的人。（徒 5:32：「神賜給順從的人的聖靈，也為這事作見證」。）保羅在林後

3 章談到猶太人不肯接納基督，就好像摩西從西乃山下來時，臉上蒙上帕子一般。

而今天當他們仍不肯歸向主，他們心靈的帕子仍未能除去。保羅續說：「主就是那

靈」，主與聖靈是完全合一，當人順服基督，誠實遵從祂的吩咐歸向衪時，聖靈便

會豐豐富富的臨在他的生命中。另一方面，倘若人只是被某種人為的宗教氣氛所帶

動，縱或有很多激情與立志，然而在順服基督、遵行真理、得勝邪惡的事上，仍是

沒有真實的能力。因此惟有當人明白真道，「不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弗 5:17），以敬畏謙卑的心，以基督為主，遵從祂的吩咐時，便可被聖靈充滿，

順著聖靈，活出基督。 

 

因此，從高舉基督的方向看聖靈充滿，任何追求恩賜或恩賜的彰顯過於主自己

的努力，都是與得著聖靈背道而馳；凡高舉某一種屬靈經驗過於基督的主權的（也

就是說主基督可以賜這人某一種靈恩經驗，不賜與那人這經驗，而這二人同樣是蒙

聖靈恩惠的），也是與要得著聖靈相違背。 

 

 

（本文版權屬宣道會北角堂所有，如欲轉載，請與本堂辦公室聯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