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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靈恩賜可以促使教會增長嗎？「可以！」許多學者如是說；

此外，教會間也流行許多相關的出版著作。屬靈恩賜算是老

生常談。幾百年來，對於屬靈恩賜的看法，基督教已經發展

出一個完整的知識系統、構成了一個典範（paradigm），似乎已無討

論的空間與需要。然而，現實狀況是，恩賜的運用卻已在教會內引起

不少亂象。舉例而言，某位信主不久的年輕人常常「說預言」，在教會

中動輒以「上帝告訴我」或「聖靈感動我」的方式說話，教會牧師說

他有先知恩賜，要求會眾在主日崇拜後，輪流聽這位先知的預言。有

一次他對某姊妹說：「上帝知道你的一切。」該姊妹聞言大哭，之後逢

人便說該先知的預言真準。根據在場的資深會友表示，這位年輕人奉

上帝的名所說的，其實都是模稜兩可的語言，教會內卻從無人質疑他

把內心直覺等同上帝聖靈啟示是否恰當，也沒有人懷疑他的做法有心

理操弄之嫌。當前教會裡似乎有許多具有先知恩賜的人，媒體也常報

導，國內、外的遊行先知傳講「台灣必要復興」的信息，但卻難尋具

「款待」、「憐憫」的恩賜者。另外，也有人提倡一種特殊型態的「恩膏

傳遞」，聲稱可以按照當事人的意願，把聖靈的恩賜從某個人轉移到另

一人身上；這不禁令人想起，聖經裡亦有人願意花大錢買「為人按手」

的能力。

雖然不應將以上所描述的現象過度普遍化，卻應將之看作提醒：

需要藉著詮釋相關經文，反思當下基督教會對於恩賜本質的理解，以

便釐清疑惑，認識屬靈事物的本質。

才華即是恩賜？

有關幾個恩賜相關議題，教會內大致上有共識，比如說：恩賜有

哪些？綜合新約主要經文，我們可歸列出「恩賜清單」：羅馬書十二

章3-8節、哥林多前書十二章1-11節、以及以弗所書四章4-16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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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有二十多種，且會根據經文而有所不同。所以，較好的解釋是：

這些並不是全部的恩賜，聖經作者只是在不同書信中，分別列舉。聖

靈賜下恩賜，為要造就教會（林前十二7，十四12）。恩賜是「聖靈

的彰顯」，亦即透過某人在特定情境下的行動，使人看見上帝在教會

中運行，以致歸榮耀給上帝（林前十四25）。另外，這些恩賜是否有

高低等級之分？有些人認為有，如哥林多前書十二章8-10節所列出的

「聖靈九大恩賜」。然而，多數學者未必同意這種主張。從哥林多前書

十二∼十四章的經文結構來看，十二章論多元恩賜與身體合一，	十三

章論愛賦予恩賜價值，十四章論及在教會中運用不同恩賜的原則。保

羅似乎以反諷的口吻，指出哥林多教會將恩賜分等級的問題，以及隨

之而來的歧視與黨派。再者，誰有恩賜？我們可從幾處經文看出，每

個基督徒都有恩賜！（如：羅馬書十二章3節「你們各人」、哥林多前書

十二章11節「隨己意分給各人」、以弗所書四章7節「我們各人蒙恩」、

以及彼得前書四章10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等章節）所以，上帝

透過每一個屬祂的人，彰顯祂自己。	

換言之，重點便是恩賜的本質，而非恩賜的種類或內容。惟有確

認恩賜的本質，才能繼續討論如何發現、運用恩賜等相關議題。傳統

上，基督教自改教以來，從路德、加爾文，到現代的斯托得、古德恩

等，對恩賜的定義大同小異：「上帝以恩典和能力賜下某種才華，裝

備人從事相關的特定服事。」也就是說，恩賜（gifts）的本質是「才

華」，指基督徒擁有的某種特質、心智能力或傾向，即所謂的「天賦」

（gifted）。根據上述，教會內已出版許多書籍，也有不少學者、牧師提

倡，運用恩賜可以使教會增長。而教會更發展出許多測驗方式（所謂

的恩賜調查表或問卷），為要幫助信徒認識自己的恩賜。

既然將恩賜理解為人的性格傾向，那麼，引進心理學「性向測驗」

的方法，將測驗項目與結果以聖經恩賜相關詞彙替代，就是必然的結

果。這種教人探尋內心、以發現恩賜的方式，其實是把恩賜內在化、

把信仰個別化。然而，這種說法大有問題。舉例來說，有作先知講道

「恩賜」的人，無論參加什麼教會聚會都講道嗎？或者，某歐洲著名音

樂院的鋼琴演奏博士，參與台灣鄉村的小型教會。該教會已有四位苦

練又忠心的中學生輪流司琴，但若不安排這位博士司琴，是否埋沒人

才，甚至是「抗拒聖靈的彰顯」？

另外，這種傳統觀點還得面對經文詮釋的難題。例如：聖經說

「接待人的」或是「施捨的」是屬靈恩賜，但類似恩賜需要何種特殊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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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若論技巧，「接待」是飯店服務業者的專長，然而，有專業知識、

卻缺乏真正關心的「接待」，實在折磨人。筆者所經驗過，讓人感動

的「好接待」，是來自一些不具專業才華、卻有熱誠的弟兄姊妹。論到

「憐憫人的」，聖經強調的是「甘心」—單純的動機。若此，我們便找

到「反證」：「恩賜」與才華、能力無關，而與一個人的德行、動機、

態度有關。吾人需留心「反證」的證據力：一個確實的反證經文，可

以推翻由一百處經文所建立的神學理論，猶如一個確實的不在場證

明，可以使一百個指控嫌疑犯罪嫌的證據失效。傳統觀點將恩賜看為

「才華」，形容有才華的人「大有恩賜」之說法並不合理。歸根究底，

傳統教會理解恩賜的前設，乃是視教會為組織（organization），當中

有不同職位（positions），稱為使徒、先知、牧師、執事⋯⋯，並找符

合每個職務需要（job	descriptions）的相關專業（proficiency）人士填

入該空缺。然而，這已將當代組織管理的作法，套用於聖經詮釋。

那麼，究竟什麼是聖靈的恩賜？Kenneth	Berding1從聖經詮釋學的

角度提出語意學批判。他提醒吾人，不要忘記了 James	Barr在《聖經語

言的語意學》（The	Semantics	of	Biblical	 Language）中的勸誡：我們必

須從上下文的脈絡確立詞彙的意義；傳統觀點混淆了恩賜這個「詞彙」

與其所要表達的「觀念」。恩賜的字面意義是「聖靈所賜的」，聖靈究

竟賜給人什麼？Berding認為，若解釋為「特殊才華」，在聖經詮釋上

是說不通的。我們應將「聖靈賜給我們的」理解為聖靈所賜「服事」

的機會，是動態、非

個人能夠擁有的某

種實質（havings）。

這種解釋比較合乎

所有論及恩賜的經

文。Berding主張，

恩賜其實就是事奉

（ministry），所言甚是。

論及有關才華或能力的詞彙，聖經中所指的其實是「智慧」。當

年，以色列人為要在曠野製造會幕，徵召了被聖靈充滿、會巧手製造

的工匠，他們都有智慧。一位常有機會演講的人，終究會學得技巧，

變得比較熟練，就更會演講，這是智慧。常作行政的，也會比較知

道治理的訣竅，這也是智慧。如此說來，教會傳統對於恩賜本質的瞭

解，實際上也混淆了「恩賜」與「智慧」這二個聖經詞彙的意義。

我們應將「聖靈賜給我們的」理

解為聖靈所賜「服事」的機會，

是動態、非個人能夠擁有的某種

實質（hav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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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恩賜的主要經文（羅十二3-8；林前十二1-11；弗四4-16）有

類似的結構。運用恩賜的基礎有二。第一、「認信」（confession）：獻

上自己作活祭（羅十二1）、承認耶穌是主（林前十二3），以及同一信

仰（弗四4）。第二、「愛」：愛是恩賜的上下文。一方面，愛是態度、

是品格的流露，另一方面，愛也是為人處事的動機與目的。從羅馬書

經文結構來看，十二章1-2節論到「被福音轉化的人」，十二章3節論

「從信仰看自己」，然後十二章4-5節論到「教會身體與肢體」，之後

6-8節論「恩賜的運用」，十二章9節ā十三章10節論「愛的生活」。

經文的重點人物是預言的人、執事的人、教導的人、勸化的人、施捨

的人、以及治理的人。「這些人」才是這段經文的關切所在：那一群

被福音轉化的人，在信仰社群中應該如何生活。所以，我們可以這麼

說，「這些人」是上帝賜給教會的「恩賜」。（按約翰福音三章16節的

說法，耶穌基督是上帝送給世界的「恩賜」。）

教會是「一」，也是「多」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發現恩賜？心理學性向測驗式的方法並不恰

當。採行社會學式的方法，要往外看、看群體、看鄰舍，注意看教會

有什麼需要，才能發現自己在群體中的崗位，才是較適切的做法。我

們該不斷自問的是：「此時此地，什麼是聖靈所賜的服事機會，好叫人

得恩典、得造就、更認識上帝？」「把握機會」，就是發揮恩賜，反之，

若沒有把握機會，就是沒有發揮恩賜。所以，我們要問的，不是「擁

有什麼恩賜」，而是「該做什麼，才能造就教會弟兄姊妹？」說到「該

做什麼」，便會論及信仰的實踐，所做的必須符合基督教倫理規範，這

是另一個需要深入探究的課題。

所以，根本問題是：「聖靈要使我們成為（becoming）一個愛神、

愛人的人，我們該如何回應？」從社會整體面向觀察，如果每個信徒

都時時注意群體、注意鄰舍，教會將是何種模樣呢？我們可以從使徒

保羅「身體與肢體」的隱喻（參林前十二12-27）得到些許亮光。

我們該不斷自問：「此時此地，什麼是聖靈所賜的服

事機會，好叫人得恩典、得造就、更認識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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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十二章以身體為比喻，論述教會的一致性與多元性。

首先，教會是「一」：身體只有一個（unity,	but	 not	 uniformity），如同

基督只有一位（12節）。何以如此？聖靈的大能整合所有信徒。所有

信徒在初信的時候，聖靈便已轉化他們，帶他們進入基督身體的大團

契，讓所有人轉變成為基督身體。換另個角度而言，肢體由身體而

出，信徒並非被「鑲嵌」或「安裝」在身體上，而是自然而然生長出

來。這是「身體」比喻所要說的。

然而，教會必須「分歧多元」，容許差異，因為這是上帝創造教會

時所置入的DNA（diversity	within	unity），是教會的命脈所在。生物學

家告訴我們，生物有很多不同的層次、等級。有一種叫做腔腸動物，

身體的構造簡單，差不多就只是一個器官，每天就是吃吃吃，食物從

一個開口進來，也從同一個開口出去。這是低等生物。相對的，高等

生物的全身細胞經過精密分化，雖然DNA完全相同，外型、功用、構

造卻相差懸殊。同理，教會不是機器，能夠以一個命令、一個動作，

或換一套程式，就能轉換成另一種機器。

教會是活的有機體（living	organism），會眾必須建立教會是生命共

同體的深刻「一體感」，彼此休戚與共。因此，每位會友必須學會「互

相作肢體」的藝術。每個成員發揮自己應有的功能（15-17節）：眼

睛、手、腳各擔任不同角色，也賦予他們不同的能力，彼此分擔。分

工，既是與生俱來，也是在生活互動中學習而來。另一方面，每個成

員也必須防止本位主義：不見教會整體的需要與目標，只見自己的目

標、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努力。看不見他人的重要與用心，也是本位

主義作祟。分工卻未合作，其結果是，所有人的努力互相抵銷，越做

越累、越做越氣餒。

教會必須學會同甘共苦。經文說到，「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

越發給它加上體面；不俊美的，越發得著俊美。」保羅用這些詞彙，有

特別的暗示。「不體面、不俊美的」，是我們不願讓別人看見的部分；因

哥林多前書十二章以身體為比喻論述教會的一致性與

多元性。教會必須「分歧多元」；這是上帝創造教會

時所置入的DNA（diversity	within	unity）；她必需容
許差異，因為這是教會的命脈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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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被人看見是一種羞恥，所以便要遮掩它。讓我用「臉」作比喻。我

們會在臉上雀斑、皺紋較多的地方，塗較重的妝；這時，手會照著眼

睛的指示，完成這項任務。「上帝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欠缺

的肢體」（24節）。在教會裡，我們也得學會為別人遮掩、為別人添增

讚揚，使他更得光彩。如果我們盡了很大努力完成一些事，請不要因

為大家感謝、誇讚另一位同工而感到心酸，陷入自憐。上帝讓我們彼

此配搭，就是為了讓比較不體面的多得榮耀。教會的休戚榮辱，是由

所有人共同承擔。生命共同體也是命運共同體，我們無法逃避。人的

背上若有一根刺，就會全身不舒服；鼻子感染了感冒病毒，就會全身

發燒。教會內若因做了什麼光彩或丟臉的事，而得到「你們基督徒如

何如何」的社會評論，使基督有光彩的，我們同感光榮；丟基督顏面

的，我們也一起受辱。	

是大頭村，抑或基督聖像？

人難免自私，教會裡也難免有自我中心的信

徒，想要全教會的資源都為一己服務。他們將來

可能是天堂大頭村的居民。

話說，有一位牧師夢見天使帶他參觀天堂。

走著走著，到了一個地方—天堂大頭村。那裡

的人長相很特別：頭特別大，四肢卻很瘦小。仔

細一看，原來是這個樣子：	

牧師覺得很奇怪，就問天使，「他們為什麼長這樣？」

天使回答：「這些人以前還在地上的時候，喜歡學習聖經；上了

很多主日學、趕場參加特會，聽了很多的名牧師的講道，所以頭特別

大，卻從來不認真照著所學的去做，這個長相，就是光聽道而不行道

的結果。」

牧師：「原來如此。那他們的眼睛為何一大一小、一高一低？」

天使：「因為他們看人一向大小眼，久了，就變成這樣。」

牧師：「他們的頭為什麼是尖的？」

天使：「長久以來，哪裡有好處，他們就往那裡鑽。久而久之，頭

當然變成尖的。」

牧師又問：「為什麼他們嘴巴那麼大？是不是他們一直很貪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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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答：「這只是一小部分原因。他們的嘴巴大，主要是因為他們愛講話，希望別人都聽從他

們。你有沒有注意到，他們的耳朵特別小，幾乎快不見了？因為他們喜歡說，卻從不注意聽別人

在說什麼，耳朵長久不用，就萎縮了。」

夢話就到此為止。上帝給我們眼睛，為要讓

我們可以看見；給我們一對耳朵，是要我們多聽

別人說話；給我們手、腳、肢體、五臟六腑，使

我們可以從自己身體的構造，學習過基督徒生

活，如何跟弟兄姊妹配搭，互相連結，成為一

體。若教會成員能彼此接納、和睦相處，到了

一個地步，可稱為「聖徒相通」，以致於長成基

督的身量，使天上地下所有的，在基督裡同歸於

一。這樣的教會，是否會吸引人加入呢？

舉例來說：某基督徒一如往昔到傳統市場買

菜，一位沒機會受正式教育的菜販阿桑突然興

起，好奇的問：「耶穌是誰？」為了回答這個問

題，教會必須為他量身打造一套菜販基督論。遇

到對信仰感興趣的朋友，我們通常會帶他查經，

討論耶穌生平，或者解釋何為道成肉身、兩性相

通。然而，教會有無可能另闢蹊徑，說：「請你

來看。」並期望他看過之後，就留下了？（參約

一38-39）

若果朋友們來了，他們應會看到形形色色的

人以及許多活動，如主日禮拜或家庭聚會。他們

會接觸不少好人，但也很可能因教會內的人的言

行受傷，經驗到人性幽暗面。教會時而光明有

序，時而雜亂。這是基督教的「楚門秀」。2

隨著參與的機會多了，朋友們慢慢看出，這

些人、事與活動，似乎隱含了更深層的涵義。

看著看著，直到有一天，這個教會浮現出他

者的面容─那是基督。祂透過教會的整體生活

彰顯祂自己，原來基督被釘十字架，是「為了

我」。

運用屬靈恩賜可以促使教會增長嗎？可以，聖經如是說。一個成熟、按照聖經教訓運用屬靈

恩賜的教會，讓人看見「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在多元中合一，在合一中保持多元。非基督徒若看

▌教會是有機體，以動態的方式活出信仰，最終顯現的，是基督的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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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樣的生命共同體，就知道這絕非人力所能及，一定是上帝。換言

之，這是教會的「共同」見證。

結語

每個地方教會都是獨特有機體，以動態的模式反映基督的面貌。

教會肢體不同的互動（發揮恩賜）方式，會浮現不一樣的基督面貌。

教會的使命是忠實地彰顯基督，須讓人看見那位超越者的面容：教會

在哪裡，基督就在那裡。教會是高升的基督在此時此地的真實顯現。	✤

附註

1.  Berding, Kenneth. ‘Confusing Word and Concept in "Spiritual Gifts": Have We Forgotten James 

Barr's Exhortations?’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43 no. 1 (March 2000), pp 

37-51. 

2.  編按：《楚門的世界》（The Trumen Show），為 1998年的電影，內容描述一個由無數攝影

機監控的角色，楚門。他生活在一個巨型攝影棚，身邊的人皆是演員，惟有主角是「非演

員」， the true man，全世界人透過網路隨時可監看他生活中的一舉一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