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景城基督徒會堂2016年秋季主日學

探討靈恩神學



聖經中的神蹟奇事

1. 摩⻄與約書亞時代
主前1446-1380年

1. 以利亞與以利沙時代
主前860-795年

1. 耶穌與使徒時代
主後33-103年

神藉著⼈⼿/賜⾏神蹟的恩賜主要集中在三個時期



靈恩派
Charismatics

Sign Gifts

Miraculous Gifts

Continuationism

Cessationism

Charismatic 
Movement

� 相信「神蹟性恩賜」仍然存在，並適用

於現今的教會

¡ 恩賜持續論 vs. 恩賜終止論
¡ 靈恩運動

� 據統計，全世界有5億多「靈恩基督徒」
� 「靈恩派」本身是非常廣泛的統稱

¡ 五旬節派 Pentecostalism
¡ 第三波福音派 Third Wave Evangelicalism

� 人能否藉著靈恩派教會事工得救?
¡ 首要真理：純正的福音(林前15:1-4)
¡ 次要教導：聖靈的事工與屬靈恩賜

� 難道非靈恩教會不相信神能行神蹟?



第一波：五旬節運動的誕生 (主後1901-1909年)

� 托彼卡Topeka復興 (1901)
¡ 佈道家柏涵Charles Parham創辦聖經學院
¡ 1901年元旦學院聚會，學⽣按⼿受到聖靈澆灌
¡ 歐茲曼Agnes Ozman成為美國第⼀位有⽅⾔

恩賜的信徒 (中⽂)
� 亞蘇撒街⼤復興 (1906-1909)

¡ 柏涵的學⽣⻄摩Willam Seymour將「靈洗」的
教導帶到洛杉磯

¡ 從1906年起，數千位信徒藉著教會每⽇三場的
禱告會受到靈洗



第二波：各大教派的靈恩更新 (主後1960-1979年)

� 從世紀初，五旬節派基督徒⼀直不被接受
¡ 禮拜喧鬧、混亂
¡ 信徒貧窮、教育程度低

� 同時美國各主要⾮五旬宗教派⾯臨⼈數減
少、信徒冷漠的危機

� 1959年 洛杉磯Van Nuys聖公會牧師Dennis 
Bennett 受靈洗並開始以⽅⾔禱告

� 藉著⽅⾔禱告恩賜的傳遞，靈恩運動興起於 信義會Lutheran, 
⾧⽼會Presbyterian, 衛理公會/循道宗Methodist, 浸信會Baptist
等教派，甚⾄部份天主教派也受影響



第三波：福音派中的靈恩運動(主後1980年至今)

� 福樂神學院教授C.P.Wagner⾸先在1983年以「第三波」
的稱呼描述聖靈的事⼯：
¡ 「第⼀波是五旬節派，第⼆波是靈恩運動，現在第三波也要加

⼊他們了」
¡ 「第三波是聖靈在不願意⾃稱為五旬宗或靈恩派的信徒中運

⾏…第三波與前兩波不同但也相仿，因為是同⼀位聖靈的⼯作」
¡ 「主要的不同處在於『靈洗』的意義以及講⽅⾔為其憑據」

� 「第三波」信徒通常相信「靈洗」在重⽣得救時
發⽣; 強調多次的「聖靈充滿」

� John Wimber的葡萄園團契為「第三波」的主要提倡者
� 1990年後「第三波」教會崇拜的特徵包括：神蹟、異

象、⽅⾔、預⾔、醫治、趕⿁ (權能佈道)



第三波的信仰告白

我們信主之後，聖靈就渴望能夠充滿我們、賜給
我們能⼒且恩膏我們來服事並⾒証。我們也相信，
神蹟奇事以及新約中所述聖靈的所有恩賜，今天
仍然不斷地發⽣，⺫的是要⾒證神的國，並且教
導教會、賜給教會能⼒，去完成神所託付的呼召
和 使命。(太 3:11; 約 1:12–13, 3:1–15; 徒 4:29–30; 羅 8:9, 12:3–
8; 林前 12:12–13; 林後 1:21–22; 加 3:1–5; 弗 1:13–14, 5:18)



第三波：聖靈在華人教會中運行



屬靈恩賜的三個基本問題

1. WHAT 何謂屬靈

恩賜？

2. WHEN 恩賜何時

終止？

3. WHY 恩賜為何終止？

為什麼我們教會不是靈恩派？

� 當代的「靈恩恩賜」與聖經
中定義並不相符

� 神在根基階段後賜給教會的
完整話語啟示已取代神蹟性
恩賜原來的功用



� 神把初期教會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事工根基上

� 根基階段之後，使徒與先知不再是神啟示的來源

� 根基階段之後，神蹟性恩賜為權柄的憑據已失去作用

WHEN & WHY －屬靈恩賜何時、為何終止？

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
上，有基督耶穌自⼰為房角⽯，
各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
主的聖殿，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
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以弗所書 2:19-22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和客旅，
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裡的⼈了



方言



「靈恩方言」
舌音

glossolalia

1. 講方言是被聖
靈充滿(或受
靈洗)的證據

2. 方言是天使的
語言

3. 方言是造就自
己的私人禱告
恩賜

使徒⾏傳2:4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
著聖靈所賜的⼝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哥林多前書 13:1 我若能說萬⼈的⽅⾔，
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
的鑼，響的鈸⼀般。

哥林多前書第14章 2 原來那說⽅⾔的不
是對⼈說，⽽是對神說，因為沒有⼈能
聽得懂；他是在靈裡講奧祕的事。 3 但
那講道的是對⼈講說，使他們得著造就、
安慰和勸勉。 4 那說⽅⾔的是造就自⼰，
但那講道的是造就教會。 5 我願意你們
都說⽅⾔，但我更願意你們都講道；因
為那說⽅⾔的，如果不翻譯出來使教會
得著造就，就遠不如那講道的了。



新約的方言恩賜 現今的「靈恩方言」

� 人類的語言

我們帕提亞⼈、米底亞⼈、以攔
⼈，和住在美索不達米亞、猶太、
加帕多家、本都、亞細亞、弗呂
家、旁非利亞、埃及的⼈，並靠
近古利奈的利比亞⼀帶地⽅的
⼈…克里特和阿拉伯⼈，都聽見
他們用我們的鄉談，講說神的⼤
作為。 (徒2:9-11)

� 天使的語言
我若能說萬⼈的⽅⾔，

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
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般。

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
也明白各樣的奧祕，各樣的知
識，⽽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
夠移⼭，卻沒有愛，我就算不
得甚麼。

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
又捨⼰身叫⼈焚燒，卻沒有愛，
仍然與我無益。（林前13:1-3）

方言的性質

vs



新約的方言恩賜 現今的「靈恩方言」

� 向不信者證明福音的真實性
都聽見他們用我們的鄉談，講說神的
⼤作為。眾⼈就都驚訝猜疑，彼此說：
「這是甚麼意思呢？」(徒2:11-12)

� 向不信者(猶太人)警告將來
的審判

先知說：不然，主要藉異邦⼈的嘴唇和
外邦⼈的舌頭對這百姓說話。(以賽亞
書28:11; 哥林多前書14:21)

� 造就教會(唯獨被翻譯後)

� 方言是造就自己的私人
禱告恩賜

方言的目的

vs



新約方言 「靈恩方言」、舌音

� 得人理解

� 人類的鄉談、外語

目的à傳福音(徒 2:14-15）

WHAT －何謂屬靈恩賜？

我們帕提亞⼈、米底亞⼈、以攔⼈，
和住在美索不達米亞、猶太、加帕多
家、本都、亞細亞、弗呂家、旁非利
亞、埃及的⼈，並靠近古利奈的利比
亞⼀帶地⽅的⼈…克里特和阿拉伯⼈，
都聽見他們用我們的鄉談，講說神的
⼤作為。 使徒⾏傳 2:9-11

� 無法理解

� 出自屬靈狂喜的發聲

� 「天使的語言」

目的à對神禱告，造就個人
（林前14:2）

vs



倘若「靈恩方言」真的適用於教會?

1 你們要追求愛，也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其中更要羨慕的，是作先知講道。
那說⽅⾔的，原不是對⼈說，乃是對神說，因為沒有⼈聽出來。然⽽，他在
⼼靈裡卻是講說各樣的奧祕。但作先知講道的，是對⼈說，要造就、安慰、
勸勉⼈。說⽅⾔的，是造就自⼰；作先知講道的，乃是造就教會。

5 我願意你們都說⽅⾔，更願意你們作先知講道；因為說⽅⾔的，
若不翻出來，使教會被造就，那作先知講道的，就比他強了。6
弟兄們，我到你們那裡去，若只說⽅⾔，不用啟示，或知識，
或預⾔，或教訓，給你們講解，我與你們有甚麼益處呢？就是
那有聲無氣的物，或簫，或琴，若發出來的聲音沒有分別，怎
能知道所吹所彈的是甚麼呢？若吹無定的號聲，誰能預備打仗
呢？9 你們也是如此。舌頭若不說容易明白的話，怎能知道所說
的是甚麼呢？這就是向空說話了。 哥林多前書14:1-9

重點 = 沒有翻譯的方言是沒有益處的



保羅的語氣？

10 世上的聲音，或者甚多，卻沒有⼀樣是無意思的。我若不明白
那聲音的意思，這說話的⼈必以我為化外之⼈，我也以他為化外
之⼈。你們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屬靈的恩賜，就當求多得造就教
會的恩賜。所以那說⽅⾔的，就當求著能翻出來。14 我若用⽅⾔
禱告，是我的靈禱告，但我的悟性沒有果效。

15 這卻怎麼樣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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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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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感謝
的固然是好，無奈不能造就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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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們，在⼼志上不要作小孩⼦。哥林多前書14:10-20

重點 = 不用悟性的方言禱告是沒有造就性的



方言的規範

哥林多前書14:27-28

若有說⽅⾔的，只好兩個⼈，⾄多三個⼈，且
要輪流著說，也要⼀個⼈翻出來。若沒有⼈翻，
就當在會中閉⼝，只對自⼰和神說就是了。



方言結語

� 未有任何具說服力的證據（聖經內外）來客觀證明「天使語
言」的存在

� 許多靈恩派系信徒並未依照新約的規範運用「方言」；具有
「方言恩賜」與具有「翻譯方言恩賜」的信徒不成比例

� 現今的「靈恩方言」是什麼?
1. 是聖經中所描述的屬靈恩賜，神仍然賜與，但不給所有人

2. 是撒旦為要迷惑信徒 (至少有部份例子)所推動的偽裝恩賜
3. 是信徒自我促使所造成的現象

4. 第2與第3的綜合情形

� 必須體恤追求「方言恩賜」者的屬靈需求

� 基督徒不需要有方言恩賜也能過合神心意的成聖生活



先知講道
和合本 =（原文作：是說預言；下同）

Προφητεία
(propheteia)

• 先知傳道
• 先知性事奉

1）宣講受默示的啟示，宣講啟示；
2）講述隱藏的事，說出、揭示；
3）預測未來的事，預測、預言。





持續論者對「先知性恩賜」的理解

� 定義：人呈報神的啟示 “a human report of divine revelation”

� 預言的準確度在於先知所得恩賜的程度與信心 (羅12:6)

� 先知性事奉與教導不同
¡ 教導是根據經文

¡ 先知事奉是根據自發性的啟示

� 因為媒介是人，預言偶爾
會有錯誤：
1. 神的啟示
2. 人的洞察與知覺
3. 人的解釋
4. 人的應用



“There is almost uniform testimony from all sections of the 
charismatic movement that prophecy is imperfect and impure, and 
will contain elements which are not to be obeyed or trusted”
(Wayne Grudem, The Gift of Prophecy in the New Testament and Today, 110).

總結：先知性恩賜是人對神無誤啟示的非權威性且偶爾有錯誤的呈報。

不能取代神全備的聖經話語，但可以賜與生活中應用聖經的信息。

“Finally, one should avoid looking to or depending on the gift of 
prophecy for making routine daily decisions in life. God does not 
intend for the gift of prophecy to be used as the usual way we make 
decisions regarding his will” 
(C. Sam Storms, Four Views, 211). 

持續論者對「先知性恩賜」的理解



新舊約先知事工 「靈恩先知」

� 「耶和華如此說」＝親口

� 絕對無誤，並有絕對權柄

WHAT －何謂屬靈恩賜？

若有先知擅敢託我的名說我所未曾
吩咐他說的話，或是奉別神的名說
話，那先知就必治死。你⼼裡若說：
『耶和華所未曾吩咐的話，我們怎
能知道呢？』 先知託耶和華的名
說話，所說的若不成就，也無效驗，
這就是耶和華所未曾吩咐的，是那
先知擅自說的，你不要怕他。

申命記 18:20-22

� 經由人類媒介的神聖啟示

� 並不 100% 準確
� 甚至完全錯誤

vs



� 持續論(第三波)：舊約的預言固有絕對權柄並100%正
確；新約的先知預言並非如此。
¡ 現今的先知性恩賜屬於新約的先知職事

¡ 新約有先知發錯誤預言的描述: 推羅的門徒與先知亞迦布(徒21)
¡ 保羅似乎把新約的先知性恩賜看為不同等級的「會眾性預言」

� 終止論：新舊約的先知與其所發之預言都應當以同樣
的標準衡量。
¡ 若新舊約的先知預言職事有如此重大與根本性的分歧，聖經必
然會明顯清晰的教導（例：猶太人與外邦人合一的奧秘，神國
的施政，兩約的敬拜與禮儀等）

¡ 新約所提名的真先知，包括施洗約翰、耶穌、使徒約翰、以及
亞迦布都具有與舊約先知相同不間斷的事工

¡ 當代的先知性恩賜並不符合聖經所描述的職事

關鍵：新約預言與舊約的不同（?）



次等的新約先知事工

（靈恩立場）

新舊約先知事工相同

（恩賜終止立場）

� 保羅「慎思明辨」(林前14:29) 
並「不可藐視」(帖前5:20)先知
事工的吩咐意會著新約事工有錯
誤的可能性

� 從舊約開始，無論預言成就與否
(申13:1-7；18:20-22)，神一直要
求人以祂現有的啟示分辨真假先
知；而新約因為有「許多假先知
已經出來了」(約一4:1, 彼後2:1-
3)，仍然有明辨的需要

� 「不可藐視」的吩咐也出於同樣
的動機：教會因飽受假先知的入
侵(帖前2:1-12;4:13-5:11)，可能
以偏概全藐視所有真假先知事奉

保羅：新約預言與舊約的不同（?）

vs



醫治的恩賜





Health & Wealth “Gospel” 成功神學

“the real drama happened after the pastor left the 
stage and the music stopped. Terminally ill people 
remained, just as sick as before. There were folk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whose limbs were still twisted and 
shaking. There were quadriplegics who couldn’t move 
any muscle below their neck. These people—and 
there were hundreds, maybe thousands of them at 
each crusade—sat in their chairs bewildered and 
crushed that God hadn’t healed them.” 

William Lobdell, Losing My Religion, 183.



1. 新約中的醫治並不倚賴被醫治者的信心

� “Faith is vital to your miracle. 
Healing is received by faith, and 
healing is kept by faith”

� “it takes aggressive faith…to bring 
salvation from that sickness”

� “Never, ever, ever go to the Lord 
and say ‘if it be thy will.’ Don’t allow 
such faith-destroying words to be 
spoken from your mouth.”

� 耶穌醫治的⼗個痲瘋病⼈中
只有⼀位表現信⼼(路17:11-
19)

� 太8:28-29與可1:23-26被⿁
付的⼈在被釋放前未相信

� 約5:13的病患⼀直到被醫治
後都不知道耶穌是誰

� 耶穌使沒有信⼼的死⼈復活
� 使徒的醫治也不需被醫治者

有任何信⼼才⾒效 (徒3:6-8; 
9:36-43; 16:18)



2. 新約中的醫治是完全、不可否認的

� ABC Nightline 2009年報導中，
⾟班尼承認他的醫治都沒有任何
醫療認證

� 肯亞時報 2000年4⽉30⽇報導
指出：四位重病患者出院參加⾟
班尼醫治特會尋求醫治，四⼈卻
都在特會中病死

� Hank Hannegraaff 檢驗⾟班尼
事⼯所提供最好的3個醫治個案
後: “If evidence like this is the 
best Hinn can muster after 
years of ‘miracle rallies’…then 
there is no credible evidence 
that he has ever been involved 
in a bona fide healing”

� 耶穌與使徒的醫治從來沒
有失敗過，每次都是痊癒，
⽽且禁得起祭司的驗證
(路17:11-21)

� 「這個⼈趕鬼，無非是靠
著鬼王別西⼘啊。」(太
12:24)

� 祭司長和法利賽⼈聚集公
會，說：「這⼈⾏好些神
蹟，我們怎麼辦呢？若這
樣由著他，⼈⼈都要信他」
(約11:47-48)



3. 新約中的醫治是立刻痊癒

� 根據⾟班尼的教導，醫治是⼀
個已成就的「信⼼事實」，但
不會⽴即顯著在信徒的⾝體上。
在宣告醫治與⾒效之間，信徒
可能會經歷某種程度的「症
狀」，但這些並不是疾病本⾝，
⽽是撒旦為了使信徒失信的誘
餌，以致於反轉醫治的功效

� “After you have received your 
miracle, turn away from those 
who oppose 
miracles…Continue to see 
yourself well and whole, healed 
in Jesus’ name”

� ⼤痲瘋即時離開他，他就
潔淨了。(可1:42)

� 瞎⼦立刻看見了，就在路
上跟隨耶穌。(可10:52)

� 他的腳和踝⼦骨立刻健壯
了，就跳起來，站著，又
⾏⾛，同他們進了殿，⾛
著，跳著，讚美神。(徒
3:7-8)

� 刻意的兩段醫治(可8:22)或
是多⼀步驟的醫治(路17; 
約9)也只是延遲數分鐘



4. 新約中的醫治並不為金錢或名譽

� ⾟班尼教導：奉獻是種⼦，聖經
說撒種必收割 (物質⾦錢)

� “Make a pledge; make a gift. 
Because that’s the only way 
you’re going to get your 
miracle…As you give, the 
miracle will begin.”

� “People don’t just come to hear 
you preach; they want to see 
something”

� 耶穌與使徒從來沒有因為
醫治收取物質收益
彼得向⻄⾨說：「你的銀⼦
和你⼀同滅亡吧！因你想神
的恩賜是可以用錢買的。」
(徒 8:20)

� 耶穌與使徒把醫治事⼯集
中在最貧困(無法補償)的
族群：瞎眼乞討者、被驅
逐的痲瘋病患、罪⼈等

� 主耶穌經常吩咐被醫治的
⼈不可把神蹟告訴別⼈
(太8:4; 9:30; 可5:43)



5. 新約中的醫治是為了認證真理

� ⾟班尼所傳的是⼀個醫治、錢財、
成功的假福⾳ (Health, wealth, 
prosperity)

� 雖然事後收回，⾟班尼曾宣稱三
⼀神有九個位格persons、耶穌在
⼗字架上擔當了魔⿁的性情、基
督徒應⾃認為⼩彌賽亞等。

� 聖靈真的為了認證⾟班尼所傳講
的信息⽽賜給他⾏神蹟的能⼒嗎?

新約的醫治都是為了證明耶穌
與使徒所傳講的福⾳

� 神藉著拿撒勒⼈耶穌在你們
中間施⾏異能、奇事、神蹟，
將他證明出來 (徒2:22)

� 也當信這些事，叫你們又知
道又明白⽗在我裡面，我也
在⽗裡面。(約10:38)

� 這救恩起先是主親自講的，
後來是聽見的⼈給我們證實
了。神又按自⼰的旨意，用
神蹟、奇事和百般的異能，
並聖靈的恩賜，同他們作見
證。(來2:3-4)



新店⾏道會醫治禱告會



理解「醫治恩賜」

� 持續論者的定義：主要是藉由雅各書5類的禱告，偶
爾能醫治(根據神的指示)的能力，果效並不一定是完
全或立即明顯的

出於信⼼的祈禱要救那病⼈，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
必蒙赦免。 雅各書5:15

� 哥林多前書12:28「得恩
賜醫病的」是新約唯一
提到此恩賜的地方，除
此以外並沒有如何運用
的教導



雅各書 第五章

10 弟兄們，你們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說話的眾先知當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樣。
11 那先前忍耐的⼈，我們稱他們是有福的。你們聽見過約伯的忍耐，也知
道主給他的結局，明顯主是滿⼼憐憫，⼤有慈悲。
12 我的弟兄們，最要緊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著天起誓，也不可指著地起
誓，無論何誓都不可起。你們說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免得
你們落在審判之下。
13 你們中間有受苦的呢，他就該禱告；有喜樂的呢，他就該歌頌。
14 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
抹他，為他禱告。
15 出於信⼼的祈禱要救那病⼈，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16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祈禱所發的
⼒量是⼤有功效的。
17 以利亞與我們是⼀樣性情的⼈，他懇切禱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
六個月不下在地上。
18 他又禱告，天就降下雨來，地也⽣出⼟產。
19 我的弟兄們，你們中間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使他回轉，
20 這⼈該知道：叫⼀個罪⼈從迷路上轉回便是救⼀個靈魂不死，並且遮蓋
許多的罪。



醫病恩賜結語

1. ⾏神蹟與醫治的恩賜 vs. 神蹟性醫治
¡ 兩者⼤有不同
¡ 屬靈恩賜：神賜⼈⾏神蹟與醫治的能⼒，為要服事神 (徒8:34)
¡ 神的醫治：神可以不藉由恩賜的運⽤⽽成就 (徒8:40)

2. 所有的神蹟性醫治並不代表恩賜的運⽤；認為恩賜已終
⽌也不等於否認神仍能醫治或⾏超⾃然的神蹟

3. 推崇現代醫治恩賜者必須承認其限制
4. 當⼈宣稱得神醫治，可能

1. 真正的神蹟 (不⼀定與恩賜相關)
2. 假冒為神蹟
3. 是⼼⾝疾病(受⼼理影響的疾病)的醫治

5. 讓所有⼈得到醫治並不是神的旨意 （林後12:7-9）
6. 就如其他的作為，神可以運⽤⼈⼿(醫⽣)使⼈得醫治



神蹟性
恩賜

方言
恩賜

先知性
恩賜

神蹟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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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
洗與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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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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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後大家其實都是終止論者

� 靈恩派立場：人類語言的方言，無失誤的先知預言，
完全立刻的醫治都專屬於耶穌時代的現象

� 不幸的是，靈恩派系堅持使用聖經用詞描述：

¡無法理解的狂喜言語 à方言

¡個人的屬靈感想、想望à先知性恩賜

¡任何神主權的安排 à神蹟

¡任何醫治禱告得應允 à醫病的恩賜



如果你相信恩賜已終止…

1. 不要反應過度⽽忽略聖靈與屬靈恩賜在⽣活上的重要
2. 堅信神全備的話語並清楚⾃⼰的信仰，以及為何相信
3. 拒絕任何「神仍持續啟⽰」的宣稱
如果有⼈在這些話上加添什麼，神將要把這書上所寫的災害加在他身上

啟示錄22:18

4. 有智慧地⾯對「恩賜持續論者」
1. 拒絕假教師/假先知 (以神蹟誤導耶穌與福⾳⽅⾯真理)
2. ⽤聖經與「靈恩弟兄姐妹」有謙和的互動

1. 解析聖經對恩賜的性質與運⽤的正確教導
2. 以愛與誠懇的態度相待，但不可淡化重要的分歧之處
3. 記得事情關乎到聖經的完備性



如果你還未被說服…

� 不要因為「不想傷和氣」的緣故⽽拒絕有⽴場
� 要學習庇哩亞⼈⾃⼰天天考查聖經，辨認是⾮

弟兄們隨即在夜間打發保羅和西拉往
庇哩亞 。⼆⼈到了，就進⼊猶太⼈的
會堂。

這地⽅的⼈賢於帖撒羅尼迦的⼈，甘
⼼領受這道，天天考查聖經，要曉得
這道是與不是。

使徒⾏傳 17:10-11



我該在乎嗎?

� 神的啟⽰是否完整? 是否全備?
� 我敬拜神的⽅式是否真正缺乏重要元素?

¡ 聖靈的充滿與恩膏
¡ 神蹟性恩賜的運⽤: ⽅⾔禱告、醫治釋放等
¡ 教會的⼤復興

� 「靈恩」現象的出處到底是誰?
� 這⼀切關乎著神榮耀與祂話語的尊嚴: 現在的靈恩與

後靈恩運動是合神⼼意的敬拜? 是神蹟性恩賜的劣質
的替代品?



我 所 禱 告 的 ， 就 是 要 你 們 的 愛 ⼼ 在
知 識 和 各 樣 見 識 上 多 ⽽ 又 多 ，使 你
們 能 分 別 是 非 ， 作 誠 實 無 過 的 ⼈ ，
直 到 基 督 的 日 ⼦

腓立比書1: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