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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答(三) 

问题：如何认识新约圣经中所讲到的「方言」？ 

整理、作答者：楼建华 

解答： 

 
在基督徒圈子里，最受人注目、最为大家乐道的属灵恩赐，大概就属「说方

言」了。这种现象原不足为奇，因为老早在使徒保罗那个时代，类似的现象，就已

经出现在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当中。而在众多属灵恩赐的项目里，最被人误解滥用

的，也属说方言的恩赐了。事实上，这还只是其中一种出了毛病的现象。当前更为

混乱的情况，就是把灵恩当作中心，到一个地步，甚至以提倡、鼓吹某种(些)灵恩

而发起一个运动，这样的作法，完全不符合圣经的教义，这种人也根本忘却了圣灵

按着自己的意思，赐下恩赐的真正用意。这也是当时在哥林多教会所出现的问题和

纷争；那个时候，许多人喜欢在聚会上争着起来作先知讲道，同时也有许多人喜欢

说方言，甚至在聚会里，即使是没有人翻译的情况下，还是大讲特讲。他们滥用灵

恩，简直到了争竞的地步，各人表现、或者说得更直接一点，各人表演

(showmanship, competition)自己的恩赐；并不是这些灵恩有什麽不对之处，而是哥

林多教会在对这些恩赐的认知上，以及在运用恩赐的态度上，出了差错。 

为什麽会产生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到底如何本著圣经的教导，以正意分解

「说方言」这一恩赐？这是一个牵涉广而复杂的问题，为了篇幅的缘故，我们在此

仅就着其中三项重点来谈。其馀深入细究的部份，将会陆续以不同的方式发表。总

之，我们的原则是，圣经上明文教导劝戒我们的，我们不可忽视，也不可曲解；而

圣经上没有说的，我们也不可以随意加添，故意捏造。 

现在，在进入主题之前，让我们先扼要地说说圣灵赐下属灵的恩赐的目的，

也重述运用属灵的恩赐之一般性的原则。 

 

属灵的恩赐∶ 

圣灵被赐下，最主要的目的，在於见证并荣耀上帝的儿子基督耶稣；祂是 

父神赐给我们的“另一位保惠师”，也要在主的工作上差遣我们，带领我们一同荣

耀主、见证主(参看约十五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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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责备我们，重生我们，洁净我们，引导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明白

(或作进入)真理，使我们成为圣洁，在在都为了施行恩典，把我们带进基督耶稣所

完成的救赎之中，使我们有神儿子的生命，与基督的性情有分，被模成神儿子的模

样，活出基督的荣形。圣灵的工作没有一样不是以基督为中心，圣灵在我们身上的

工作，也没有一样不是与基督，和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联在一起。认识这一点，是最

紧要的了。当我们谈圣灵、谈属灵的恩赐时，尤其必须先把这一点牢牢的记在心

头。 

圣灵随己意分赐属灵恩赐给各人，为的也是使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基督的教

会)里面每一位成员得益处。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前书里，讲得很清楚，“圣

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林前十二 7)；这“叫人得益处”的话，我们应

当从两方面来看它的含意，不但那得着属灵恩赐的人自己得着了益处，同时他既然

得着了恩赐，也要藉著所得来的恩赐，服事其他人，使主内的肢体也一同得着益

处。保罗讲过这句话之後，才开始提到圣灵随己意，分给各人各种不同类别的恩

赐。我们若切慕使自己的属灵生命，往成熟的境界提升，则“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

恩赐”(林前十四 12)；而在使用属灵的恩赐时，也应当遵循平衡与次序的基本原

则，凡事都当造就人(林前十四 26、40)。 

属灵的恩赐固然使我们的教会生活活泼丰富，使我们的事奉得力；但属灵恩

赐本身，并不是教会生活的全部，也不是教会生活的中心；它们只是站在辅佐教会

生活的地位上而已。基督才是教会的主，应当在凡事上居首位。祂才是我们在教会

团契、彼此相交的焦点。换句话说，「基督是否在教会当中、在凡事上居首位」，

这是检验教会生活、事奉、见证、教导、传福音等方面，是否走在正轨上的最好的

依据标准。本著这个原则，我们可以说圣灵把恩赐分赐给我们，为的是荣耀主耶稣

基督，也为的是使我们更爱主，更乐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更加乐

意遵守基督的命令，彼此相爱，在爱中为主内的肢体放下自己，更有能力、并更有

效地一起见证主耶稣基督。 

 

说方言∶ 

现在我们就分三项讲解「说方言」的恩赐。 

一、最後、最小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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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方言的恩赐在诸恩赐当中，根据圣经的排列，总是排在最後(参照林前十

二 8-11；28-30)；虽然它是非常普遍的恩赐，很多人都会讲，但也极可能在众多的

恩赐中，是最小的一个。从保罗讲论方言的话语里，我们一样可以读出相同的结

论。他说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林前十

四 19)。讲这句话的保罗，是不是因为自己不会说方言，所以才转去强调以悟性讲

教导人的话？如果你以为是这样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保罗不会讲方言吗？不

是！相反的，他说方言比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里的众人还多(林前十四 18)。很显然

地，他非常有资格对“说方言”这一恩赐下评论。在他那一句“宁可…强如”(林

前十四 19)的对比里，以悟性说教导人的话和说方言之间，乃是一对两千的悬殊比

例！ 

当然，属灵的恩赐不能单用数字来数量化，作为评定的标准；保罗讲的那句

话的意思，其实再简单不过，他要说的，就是“在教会中，在聚会里”，我们要通

过悟性讲话，让听的人能够明白所教导的话里面的含意，从而得着造就；那原先不

明白的，听了之後就明白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前许多人着迷於“说方言”的

现象，把原先好好的一句听了能明白的话，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之下，以方言的方式

说了出来，结果反倒令人听不明白。你看得出这两下之间的差异吗？“舌头若不说

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麽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林前十四 9)，而

那能发声、能说话的舌头，应该由我们的悟性来管束，来指引，才能讲出容易明白

的话啊！ 

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也是保罗在林前十四章里一再强调的真理。那作先知

讲道的，一定得用悟性讲，一定得按着真道讲，一定得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

以各样的智慧存在心里，一定得在圣灵的感动和引导下，用启示、知识、豫言或教

训来讲，而且要以人能听得懂、又含有意思的话语来讲，讲那容易明白的话，这样

一来，那原先不明白神的道的人，在听了之後，才有可能被所传讲的道打动心坎，

感到扎心，那拦阻人认识神的自高之事，也才有可能被攻破，心意被夺回，从而顺

服基督，得着造就。从听得懂、听不懂这一层面来论，从所发出的声音含不含意思

这一点来比较，我们都能马上分辨出先後和轻重，这也是为什麽我们说方言是排在

後面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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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个人都必须说方言吗？ 

不须要！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赐给众人的，圣经上说得很明白，“这人蒙圣

灵赐他…，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又叫一人能

行…，又叫一人能作…，又叫一人能说…，又叫一人能…”(林前十二 8-11)；这

正好呼应了第 4 节里所说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林前十二 4)。既

然恩赐各有不同，而方言又是恩赐当中的一种，本来就不是每个人都应当有的。从

保罗的话里，我们也可看出这一点。他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林前十四 5)；

如果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人人都说方言的话，为什麽保罗须要说这句话？这样一

想，很明显地在哥林多教会里，并不是人人都说方言，否则保罗不须要那麽讲。再

过来，一个人即使会讲方言，也不表示就应当时时讲，到处讲。因为保罗教训他们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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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十四

19)；保罗也教训说“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

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林前十四 28)。 

在林前第十二章的结尾(29-30 节)，保罗用了“岂都是…”的语调，逐项把

属灵恩赐重提一遍。他说“岂都是使徒麽？岂都是先知麽？…岂都是说方言的麽？

岂都是翻方言的麽？”从这种句型的用法来看，很自然可以读得出保罗在句子中没

有说出来的意思，那就是在每一个问号之後，都应当加进“不是”这两个字。整句

话成了“岂都是使徒麽？不是！岂都是先知麽？不是！…岂都是说方言的麽？不

是！…”。我们讲到这儿，所能得到的结论，已是显而易见的了。每个人都必须说

方言麽？当然不是！事实上，这一个结论，不只是应用在说方言这一项属灵的恩赐

而已；保罗的这一句话，一样否定了任何企图把某种特定的属灵恩赐，当成是圣灵

显在各人身上必然会产生出来的记号。这样，谁可以那麽大胆而鲁莽地规定“非要

说方言不可，否则就没有受过圣灵的洗”？又有谁敢大胆而鲁莽地宣称“非要说方

言不可，否则就不算是被圣灵充满”？讲那种话的人，已经不只是鲁莽而已，而是

冒犯，是作恶！ 

近日听闻某间堂会的教牧，居然规定只有会说方言的才能上台，还振振有词

地说：“如果连最小的恩赐都没有，哪能上台？”我不知道这是哪一门子的解经理

论？这又是哪一门子的教牧教导？我倒很想看看，那些主张这种错谬的教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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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麽胆敢上台讲道？我也很为那种人捏一把汗，因为他或许大胆地上了台，可是又

焉知上帝会不会叫他下不了台呢？ 

 

三、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要说方言吗？ 

也有的人说：「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要』说方言，一定『会』说方

言。」他们把说方言当成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记号。这根本也是大错特错的看法

(参看前面第二项里的论述)。为什麽被圣灵充满的人，就一定得说方言？说方言是

诸多属灵恩赐当中的一种，为什麽在圣灵充满与说方言这一种恩赐之间，存有那种

特别的、必然性的逻辑关联？怎麽会有人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实在令人费解。究

其原因，总不外乎几种原因，譬如自己不好好读经解经，只求囫囵吞枣，不求甚

解，却又偏偏喜好道听途说、以讹传讹，随便拣他人糊涂解经的说辞。按着正意解

经的路子不走，倒对所谓的灵恩经历趋之若鹜。按唐牧师的说法，这种「基督徒」

其实充其量也只是糊里糊涂之徒。 

旧约圣经里，提到好几个被圣灵充满的例子，每一个个案都与说方言无关

(参考出二十八 2-3，三十一 2-3，三十五 31-35；申三十四 9)。到了新约五旬节之

前，也提到好几个被圣灵充满的记录(参考路一 15，41，67；四 1)，也都与说方言

无关。 

到了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後，我们读到另一种情况∶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

门徒们被圣灵充满，并在圣灵的带领下，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讲说神的大作为，作主复活的见证；使徒行传第四章第 8节提到，在公会上彼得被

圣灵充满，向着官府和长老见证，很明确地道出两方面的重点，其一是凡他所行的

神迹，完全是因为主耶稣的名的缘故；其二是主的名也是我们唯一可以靠着得救

的；使徒行传第四章第 31 节，门徒们聚集祷告，在听了彼得和约翰的见证後，就

在那个地方，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但不是说方言，而是放胆讲论神的道；使徒行

传第六章第 3 节，提到选出七位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或作满有圣灵)、智慧充足

的人作执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 5 节，基本上是前面第 3 节的延续，列出这七位执

事的名字，用的也是「满有圣灵」这样的片语；使徒行传第七章第 55 节，司提反

殉道时，被圣灵充满(或作满有圣灵)，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并看见主耶稣站

在神的右边；使徒行传第九章第 17 节，讲到了扫罗得救的过程，以及亚拿尼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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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罗所说的话；使徒行传第十一章 22-24 节，叙述巴拿巴是一位好人，被圣灵充满

(或作满有圣灵)，大有信心；使徒行传第十三章 8-9 节，在斥责行法术的以吕马

时，圣经记著说保罗被圣灵充满，责备以吕马；使徒行传第十三章 50-52 节，使徒

们被赶离彼西底的安提阿时，他们满心喜乐，被圣灵充满。(有一点必须指出来

的，就是被圣灵充满的这些例子，都出现在路加写的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里；除了在

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以吩咐命令式的口吻(Imperative)提过一次“乃要被圣灵充

满”的话之外，别的书卷的作者从未用过同样的片语。) 

以上这些被圣灵充满的情况，都发生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後，而且都与说方

言无关(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讲到的“说起别国的话来”，并不是所谓的舌言，乃

别国的乡谈。我们会在另外的篇章里说明。)综观上述的例子之後，谁可以胡乱地

说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要说方言？事实上，被圣灵充满倒是常与放胆见证、大有

能力地传福音等属灵的争战有关。五旬节当天，门徒们被圣灵充满，讲了一篇令人

扎心的福音信息，立时就约有三千人信主；彼得在公会前受审，被圣灵充满(徒四

8)，令公会里的人惊愕，怎麽这些没有学问的小民，竟然有胆识、又很扼要地把耶

稣、并祂的十字架、祂的死而复活，还有耶稣基督的名，很有层次的陈述出来？司

提反是另外一个有力的明证，他乃是以智慧和圣灵讲道，众人都抵挡不住；圣经也

没有提到他讲方言啊！(徒六、七)扫罗(即保罗)被圣灵充满，受了洗之後，按着经

上所记(徒九 20-22，29)，圣灵显在他的身上的引导是，马上就开始为主作见证，

“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奉主的

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 

这样看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哪里一定得说方言呢？使徒行传的记录反

倒让我们看到，被圣灵充满的人，往往是放胆地传讲，清楚地陈述福音的核心信

息，并勇敢地为主作见证，必要时，也能够当下就以属灵的权柄，斥责抵挡福音真

道的人；甚至在受逼迫的情况之下，也满有喜乐，毫不畏缩。你看到没有？被圣灵

充满，并没有使那个人的理智模糊、意志被动、感情混浊。相反的，被圣灵充满的

人，他的理智被真道充满，传讲信息时头头是道，清晰、有力；他的意志，向着圣

灵来顺服，但是向着抵挡福音的人，则显出靠主而有的刚强与能力；在他的感情

上，能体会耶稣基督的心，以喜乐的心胜过逆境，以爱仇敌、为仇敌代祷祈求的态

度，来面对加诸在自己身上的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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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的资料： 

1) 唐崇荣─《圣灵的洗与恩赐》(pp. 177-183) 

2) 唐崇荣─《圣灵的引导─动力的生活》 

3) 唐崇荣─《圣灵与复兴》 

4) 林道亮─《从灵洗到满有圣灵》华神出版社 

5) D. A. Carson,  Showing the Spirit --- A Theological Exposition of 1 Cor. 12 - 

14.  Published by Paternoster Press (in 1995 in the Biblical and Theological 

Classical Library) 

6) Gordon D. Fee,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NICNT series  (1993) 

7) Gordon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 The Holy Spirit in the Letters 

of Paul.  Published by Hendrickson (1994) 

8) D. Martyn Lloyd-Jones, The Sovereign Spirit --- Discerning His Gifts.  

Published by Harold Shaw Publishers (1989) 

9) G. Campbell Morgan, The Corinthian Letters of Paul --- Morgan's Expository 

Series. 

10) J I Packer, 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  Published by Fleming H. Revell 

(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