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看待屬靈的恩賜？
帖撒羅尼迦前書5：19-22

前言：在進入今天的經文之前，我們先想象一下這樣一個場景。在帖撒羅尼迦
的教會有兩種權柄，而且這兩種權柄互相有重叠的部分所以引發張力。一種是
保羅宣教的時候，從建立教會就開始有的牧師，長老和執事。他們從保羅那裏
領受福音，并且被他親自按手設立為監督。另外一種是直接從神領受的先知，
靠著聖靈的感動説話。這兩種權柄的表現形式截然不同。可想而知前一種的監
督們自然會想壓迫後一種的權柄并且制止他們的行爲并且限制他們説話因爲會
認爲他們這樣的行爲是在打擾教會的正常秩序。很可能我們今天讀的這段經文
就是針對在帖撒羅尼迦教會當中所產生的這類問題而給與他們原則性的教導。
而與我們今天人的期待可能不太一樣的是，保羅并沒有讓他們分成兩個教會，
一個傳統的，一個靈恩的，他寫信給整個帖撒羅尼加教會的群體，教導他們如
何正確的面對屬靈的恩賜。這個原則我總結為，不輕看，也不輕信。同時值得
注明的事，如果我們之前推論的場景是正確的，這兩種權柄都同時存在，那麽
接下來的教導是同時針對教會的監督和那些行使屬靈恩賜的人。
但是在進入經文之前我們需要明白當時的場景和我們有什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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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正典的缺失

4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
使徒行傳2：42

23 二人在各教會中選立了長老，又禁食禱告，就把
他們交託所信的主。
使徒行傳14：23

5 我從前留你在革哩底，是要你將那沒有辦完的事都
辦整齊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設立長老。
提多書1：5

當時聖經的正典并沒有形成，各個地方教會是由使徒或者使徒所委派的長老，
監督來帶領和管理。但是使徒和先知在地方教會之外，他們主要的工作是去個
新的地方建立新的教會，或者在一個地區對多個城市的教會負責。他們會親自
去到那些教會也會用信函與教會的領袖溝通并且堅固他們的信仰比如在保羅書
信的開頭都會專門問候當地的教會，約翰在啓示錄1：10開始一直到3：22節提
到的七個教會很可能就是他所負責的亞細亞地區的七個教會。雅各書就是給散
住在歐洲的猶太信徒，彼得前後書都有提到特定地區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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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正典的缺失

模糊的恩賜

弟兄們，論到屬靈的恩賜，我不願意你們不明
白。2 你們作外邦人的時候，隨事被牽引，受
迷惑，去服事那啞吧偶像，這是你們知道的。

哥林多前書12：1-2
32 先知的靈原是順服先知的；33 因為神不是叫
人混亂，乃是叫人安靜。

哥林多前書14：32-33

在當時對於恩賜的理解和現象比較模糊，在哥林多前書12-14章，保羅就需要專
門處理關於恩賜在教會當中運用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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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正典的缺失

模糊的恩賜

雲游的教師

我們豈是又舉薦自己麼？豈像別人用人的
薦信給你們或用你們的薦信給人麼？2 你
們就是我們的薦信，寫在我們的心裡，被
眾人所知道所念誦的。哥林多後書3：1-2

再一個就是雲游的教師或者先知。在當時很多人并沒有固定的地方教會，他們
可能被某一個教會差派而去到另外的地方傳福音或者教導。一般都會帶著本教
會的推薦信，一般保羅的書信都會帶有舉薦的成分，比如説他在哥林多前書4：
17裏舉薦送信人提摩太，腓利比書2：19-30等等。
這些背景給我們一個特殊的視角，讓我們可以看到在整個教會的初期，神是如
何一步步保守和帶領教會前進的。可能我們設想的順序和實際發生的情況不一
樣，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這些看似混亂的情況下，神依然引領他的教會走
在正道上直到今日。這也是爲什麽瞭解教會歷史會讓我們對於神的主權和大能
有更加深刻的認識。
當然初代教會的種種與我們今天不同的背景不僅僅只有這些，但這些是關於屬
靈恩賜最貼切的信息。有了這些前提我們來看一下保羅對於帖撒羅尼迦教會的
教導是什麽？如何處理屬靈的恩賜？當有人在他們中間領受從神而來的預言和
啓示的時候怎樣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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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前書5：16-22
16 要常常喜樂，17 不住的禱告，
18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
你們所定的旨意。

19 不要銷滅聖靈的感動；
20 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
21 但要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
22 各樣的惡事要禁戒不做。

上周衛田弟兄講解了5章16-18節。值得注意的是18-19節是一個連貫的表達，保
羅在這一段并沒有像是一個母親在孩子要出門的時候的一通嘮叨，別忘了這個，
記著要幹那個。這些確實是保羅關於信徒生活上的應用，但有連貫性，不是流
水賬。16-18是關於禱告的，而19-22是關於神對禱告的回應。而且中間的部分更

是凸顯神的三位一體屬性。神的旨意在基督裡顯明出來，且唯
有在基督裡，我們領受那使我們能夠實現神旨意的動
力。所以19節第一個要求就是

5



帖撒羅尼迦前書5：19

19 不要銷滅聖靈的感動；

易讀本：不要让圣灵之火熄灭，

新譯本：不要熄滅聖靈的感動。

當代譯本：不要抑制聖靈的感動，

第一，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這裏的主要動詞是消滅，有滅火的意思，喻意：
熄滅，毀滅，壓抑。
所以用在聖靈是相當貼切的。因爲在使徒行傳2：3就說聖靈出現時「有舌頭如
火焰顯現出來」
而且這裏的語氣有可能是預防他們有消滅聖靈的行爲，而不是制止他們已經有
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這裏的感動是翻譯的輔助詞，原文就是不要消滅聖靈，或者不
要壓制聖靈。

那這句話到底包含什麽意思呢？這段經文和上面18節
神的旨意的論述聯係起來就會讓人想到另外一段經文，
就在同一封書信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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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前書4：3，7-8

3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
淫行；

。。。

7 神召我們，本不是要我們沾染污穢，
乃是要我們成為聖潔。8 所以那棄絕的，
不是棄絕人，乃是棄絕那賜聖靈給你
們的神。

這裏棄絕聖靈就和剛才的消滅聖靈很相似了。所以在第四章保羅所提到的帖撒
羅尼迦信徒意志消沈、遊手好閒、在性方面的罪和諸如此類的事情倒眞有可能
是「銷滅」聖靈的表現。如果我們再把範圍打開一點，也會從其他保羅的書信
當中看到類似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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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4：25-31
25 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各人與鄰舍說實話，因為
我們是互相為肢體。26 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
到日落，27 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28 從前偷竊的，
不要再偷；總要勞力，親手做正經事，就可有餘分

給那缺少的人。29 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
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30 不要
叫神的聖靈擔憂；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記，等候得

贖的日子來到。31 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嚷鬧、
毀謗，並一切的惡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

這裏被勸解的信徒行爲上的問題和帖撒羅尼迦的信徒有出入，但這很合理，重
點是這是保羅在以弗所書後半段的生活教導，和帖撒羅尼迦前書一對比我們就
發現無論是格式還是關於聖靈的論述有很多相似之處。所以不消滅聖靈的感動
是基督徒能否遵行神的旨意的先決條件。不要熄滅聖靈我們才能活出基督徒應
有的樣式。所以

當你快對孩子失去耐心的時候，不要消滅聖靈，當你
在工作的時候想要爲了自己的利益而要説謊的時候不
要消滅聖靈，當你想要對配偶發怒的時候不要消滅聖
靈，當你在路上看到有人需要幫助但你自己又不情願
的時候不要消滅聖靈，當你看到朋友圈裏有人發文你
不爽的時候，在你回復之前不要消滅聖靈，當你想起
許久沒有禱告的時候不要消滅聖靈，當你無意間看到
那本落灰的聖經的時候，不要消滅聖靈，翻開讀，翻

8



開讀吧，神的話。

另外從群體的層面，我們整個教會也需要思想。我們
是否拘泥於固定的模式和做事的方法從而不經意間消
滅聖靈的帶領。
所以要給聖靈的工作留有餘地，不可以人的傳統和方
式代替聖靈的引導。解決方式：在安排的時候留時間
或者程序給聖靈的帶領。
另外不可否認，這裏不要熄滅聖靈所包含的另外一層意思也是有關於屬靈的恩

賜的。同時保羅也想讓教會明白，不要拒絕所有的屬靈
恩賜的顯現，更不要抗拒所有聖靈能力的彰顯，因爲
帖撒羅尼迦的信徒從保羅那裏領受福音的時候就是因
爲聖靈能力的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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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前書1：5

5 因為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裡，不獨
在乎言語，也在乎權能和聖靈，並充
足的信心，正如你們知道、我們在你
們那裡，為你們的緣故是怎樣為人。

所以保羅自己就是因著聖靈的能力而說預言的，如果
真啓示和假啓示都一視同仁那也會造成信徒拒絕真正
從神而來的真理。并且聖靈的工作就是把人指向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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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的工作

13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
（原文作進入）一切的真理；因為他不是憑
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
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14 他要榮耀我，因為
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約翰福音16：13-14

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
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使徒行傳1：8

這裏需要强調，保羅的時代和現在有本質性的區別。所以那時的使徒和先知的
職分也不同於今天，因爲整個教會的根基就建立在當時的使徒和先知的教導上
面，這也就是我們所擁有的聖經。（以弗所書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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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2：18-22

18 因為我們兩下藉著他被一個聖靈所
感，得以進到父面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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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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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各房靠他聯絡得合式，
漸漸成為主的聖殿。22 你們也靠他同
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正典已經形成，所以今天沒有必要建立另外的根基。那樣房角石就不是基督了。
今天已經沒有這裏所描述的使徒和先知了。
如果今天新約的使徒和先知仍然存在的話那所有的話都需要添加到聖經裏。所
以我們現在從聖經所領受的就是神完整的啓示，無需添加或刪減。接下來保羅
就列舉一種聖靈的恩賜來説明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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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前書5：20

20 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

不要藐視或者輕看先知的講論（參林前十四1，貼前4：
16）。
這裏我們可能需要瞭解一下藐視的概念和先知的講論
是什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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藐視的兩種形式
• 先知拒絕說

9 我若說：我不再提耶和華，也不再奉他的名講論，
我便心裡覺得似乎有燒著的火閉塞在我骨中，我就
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耶利米書20：9
• 會衆拒絕聼

11 我從你們子弟中興起先知，又從你們少年人中興
起拿細耳人。以色列人哪，不是這樣麼？這是耶和
華說的。12 你們卻給拿細耳人酒喝，囑咐先知說：
不要說預言。阿摩斯書2：12

預言被藐視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先知拒絕說
彌加書2：6也説他們說：你們不可說預言；不可向這些人說預言，
不住地羞辱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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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講論的兩種形式

•宣告 （forthtelling）

•預言 （foretelling）

先知講論的兩種形式：foretelling and forthtelling。先知說預言有兩種。其一，替
神傳信息，或傳講從神直接來的信息，或指教人將神啟示在聖經的真理的原則，
應用到他們當時，當地的情況。其二，說預言，預先宣佈將來要發生的事。第
一種預言，英文稱forthtelling；第二種預言，英文叫foretell1ing。中文將
forthte11ing和foete11ing都翻譯成「說預言」。這很容易引起混亂。結果一些
人忽略了forthtelling，先知傳神信息，將聖經真理的原則應用到當時，當地情況
的工作，而只重視foretelling，先知預先宣佈將來要發生的事的工作。非福音派
的神學家，不相信宇宙中有神，有超自然的神跡，所以不認為，先知有
foretel1ing，宣佈將來要發生的事的工作。因此，他們強調先知只有傳講神信息
的工作。另一個極端就是有一些人，只強調先知宣佈將來要發生的事的工作。
那這裏保羅所説的先知的講論張什麽樣呢？有個示範的話會幫助我們理解。感
謝主，保羅提供了示範，也是在同一封書信當中4：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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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前書4：15-18

15 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我
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斷不能在
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16 因為主必親自從
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
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
先復活。17 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
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
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18 所
以，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勸慰。

這就是保羅作爲先知的職分，通過聖靈的啓示所説的
預言。Foretelling

而且通過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的場景應該是大部分先知
的講論都特指關於末日來臨的預言。那帖撒羅尼迦的
信徒爲何會藐視先知的預言呢？

有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曾經大量出現過與主再來有關的
預言。歷史上許多預言，幾乎都是有關主再來的事，
而每次的結果是使那些期待落空的人看輕預言。有的
帖撒羅尼迦信徒對主再來的看法似乎過於狂熱，而其
他人則鹵莽地排斥。因此說他們在這過程中藐視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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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講論是很有可能的。

基于以上的论述，先知的职分从最根本的职责来讲是
传讲神的话。而传讲神的话的人如果对未来做出预测，
但对未来的预测又迟迟没有兑现的时候就会造成对传
讲的人的信誉的质疑，但这里的危险是也会对传讲的
内容，尤其是神的真實启示產生质疑。所以保罗重复
好几次，这是神的旨意（4：3）這 是 神 在 基 督 耶
穌 裡 向 你 們 所 定 的 旨 意 。（5：18）為要讓信徒
不要把所有關於神特殊啓示的預言一棍子打死，因爲
如果不信有預言的存在，那保羅和眾使徒們在所有新
約的書信當中對於未來的宣告都不被接受了。
所以感謝主，像是馬太福音24章，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啓示錄這樣的書信之所
以還在我們聖經的正典裏是因爲初代的教會沒有藐視先知的講論把這些預言性
的文字忠心的保存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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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輕看

19 不要銷滅聖靈的感動；
20 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

所以我們來稍微總結一下這兩節經文19-20節提醒信徒不可輕看聖靈的啓示更不
要藐視先知的講論，接下來保羅要提醒信徒不可輕信。我們怎麽甄別聖靈的工
作呢？有什麽原則可以遵循的？保羅給出三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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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輕信

21 但要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
22 各樣的惡事要禁戒不做。

2 我勸你們：無論有靈、有言語、有冒我名
的書信，說主的日子現在到了，不要輕易
動心，也不要驚慌。帖撒羅尼迦後書2：2

這兩節的經文是對前面教導的非常重要的平衡。因爲事情後來的發展證明，帖

撒羅尼迦的信徒輕信預言的問題大過輕看。貼后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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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前書5：21

21 但要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

所以保羅並不鼓勵毫無批判地接受一切被稱爲先知者
所說的話，他說但要凡事察驗（參腓一9〜10）。這
是個槪括性的敎導，雖然用在察驗屬靈恩賜上，但並
非局限於這方面，或者可以翻譯爲「把他們通通察
驗」。查驗這個動詞通常用來表示金屬的提煉。首先
它是指大槪地察驗，然後第二層含義是認可和接受察
驗的結果。這裏的意思顯然是「避免輕易受騙」，
「對所有自稱出於神的，進行屬靈的察驗」。這裏保
羅只講了查驗，卻沒有告訴我們查驗的方式。這就需
要我們看一些平行的經文來看如何查驗。

18



察驗的方式1 -是否宣揚基督
親愛的弟兄阿，一切的靈，你們不可都
信，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神的不是，
因為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已經出來了。2 凡
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就是出於
神的的；從此你們可以認出神的靈來。3 
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於神；這是那
敵基督者的靈。你們從前聽見他要來，
現在已經在世上了。約翰一書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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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12：1-7
弟兄們，論到屬靈的恩賜，我不願意你們不
明白。2 你們作外邦人的時候，隨事被牽引，
受迷惑，去服事那啞吧偶像，這是你們知道
的。3 所以我告訴你們，被神的靈感動的，
沒有說耶穌是可咒詛的；若不是被聖靈感動
的，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4 恩賜原有分
別，聖靈卻是一位。5 職事也有分別，主卻
是一位。6 功用也有分別，神卻是一位，在
眾人裡面運行一切的事。7 聖靈顯在各人身
上，是叫人得益處。

這兩處的經文基本上表達了一個意思，就是聖靈是指向耶穌基督的，指向他的
身份和他的作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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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驗的方式2 –是否建立肢體

25 免得身上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
顧。26 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
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
肢體就一同快樂。27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
子，並且各自作肢體。哥林多前書12：25-
27

屬靈的恩賜是爲了建立基督的身體
同樣是哥林多前書12章，在强調屬靈恩賜的作用的時候保羅說：

聖靈賜下的各樣能力和恩賜是爲了讓我們彼此服侍，
建立基督的身體并不是讓我們去分門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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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驗的方式2 –是否建立肢體
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
有牧師和教師，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
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
有基督長成的身量，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
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
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15 惟用
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
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
愛中建立自己。以弗所書4：11-16

以弗所書關於我們耳熟能詳的五重職分有更直接的表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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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驗的方式3 –是否保守合一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
當與蒙召的恩相稱。2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3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
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4 身體只有一個，
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
5 一主，一信，一洗，6 一神，就是眾人的父，
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
內。7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
的恩賜。以弗所書4：1-7

開始保羅優先闡明聖靈所賜下的并不是屬靈的恩賜，
而是合一，
聖靈不會先賜下合一，然後在賜下屬靈的恩賜爲了破壞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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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驗的方式4 –是否塑造品格

5 因為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裡，不獨
在乎言語，也在乎權能和聖靈，並充
足的信心，正如你們知道、我們在你
們那裡，為你們的緣故是怎樣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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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7：15-20

15 你們要防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這裡
來，外面披著羊皮，裡面卻是殘暴的狼。
16 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
荊棘上豈能摘葡萄呢？蒺藜裡豈能摘無花
果呢？17 這樣，凡好樹都結好果子，惟獨
壞樹結壞果子。18 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
樹不能結好果子。19 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
砍下來，丟在火裡。20 所以，憑著他們的
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

經常屬靈的恩賜會被用來賺取其他人的敬仰，成爲在教會裏面刷存在感的方式。
我説的并不是單指所謂的超自然恩賜。往往講臺，教導的職分更是被濫用成爲
擡高自己的方式。無論什麽樣的恩賜，一旦被濫用那後果是個人的名凌駕在基
督的名之上，個人的利益凌駕於群體的利益至上，那個時候就不是成全聖徒而
是成全自己。所以我是對大家説更是對我自己說，結出果子來與我悔改的心相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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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驗的方式

•是否宣揚基督

•是否建立肢體

•是否保守合一

•是否塑造品格

有幾點需要强調的：
這些檢驗方式需要合起來看而不是只是滿足部分要求就可以了，不是4個滿足了
兩個就算及格，
另外這些方式只是部分比較主要的，很難包羅萬象，有其他的查驗方式也當有
智慧的運用。

再有就是這些方式不单单適用於屬靈恩賜，也不是仅
仅應該用在别人身上，更要查验自己。
但光察驗不夠：重要的是守住察驗後所認定的結論。
那查驗之後保羅的教導是什麽呢？很簡單，去僞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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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前書5：21b-22

善美的要持守，各樣的惡事要禁戒不
做。

保羅寫道，善美的要持守，他用的善美(kalos)這個字，
有時是指測聽眞假的銀元；它是相對於贋幣的眞幣。
帖撒羅尼迦信徒不應只看表面而胡亂接受；他們須察
驗，然後只要（且始終）緊緊守住那善美的。他們還
應該各樣的惡事要禁戒不做。原文最前面有介系詞
apo（從），是强調信徒「從」惡中完全分離出來。
四3論及淫行也用同一個介係詞。從「善美」跳到各
樣的惡事實具有深長的意義。善美是單一的，而惡事
卻是多樣的；不管任何形式的惡都要遠避。
對待屬靈恩賜的正確的態度：要接納和尊重在你們當
中服侍的人，但也要查驗他們所傳講的内容。查驗的
標準是基督的形象。好的要持守，惡的要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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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應用

•聖經的根基

•聖徒的責任

•教會的傳統

檢驗真僞從真鈔開始，僞鈔的製造使用簡單粗暴的方
式，低廉的價格來複製真鈔，這樣才會有利潤。很多
異端學説使用的套路都是粗劣的信息和邏輯，篡改聖
經真理。耶穌受試探的例子所以我們需要增强聖經的
根基。不同於初代教會，我們今天得力于保存和領受
了神的話，通過使徒們純正的教導，透過聖靈的啓示，
教會的分辨和認同形成這我們手裏的正典。并且經過
歷代大公教會聖徒的核實以及傳承，今天傳到我們這
一代人手上。我們做任何的分辨怎麽能夠脫離聖經的
根基呢，所以對聖經的熟悉程度決定了我們是否能甄別一個人所教導的

是否符合真理。讓我們都像庇 哩 亞人一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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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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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能也是爲什麽有帖撒羅尼迦前後書而沒有庇 哩 亞前後書的原因吧。

教會的認同：央行的規定是辨別真僞是每個人都有的責任，一旦假鈔被接受，
那接收人就必須對假鈔的使用負責，不會因爲是從別人那裏傳過來而推卸責任。
僞鈔往往是低面值的貨幣之前有媒體大肆宣傳和報道，警方破獲一起$100面額
的僞鈔製造者Wesley Weber，Amherstburg。後來導致加拿大全國將近百分之
20的商店拒絕接受面額為100元的紙幣。但事實是更多鈔票的僞造專注在小額鈔
票上，不如説5塊的，這樣比較不容易被發現或者引起注意。利用人懶惰的心裏。
水漲船高的道理，信徒對於聖經的内容越熟悉，對神越認識，分辨就會越容易。
所以教會群體的認同十分重要，大家都需要有屬靈的辨別能力，這還是需要大
家對於聖經有更多，更深的認識，不可偷懶，正所謂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平時
有沒有好的習慣和積纍，當有必要分辨信息的時候就能體現出來一個教會群體

對聖經和神的認識。需要明白一點，教會群體的責任是判定
信息的真僞，而且不能把這個責任丟給某一個領袖或
者牧師或者長議會。

教會的傳統：同時在教會歷史當中歷世歷代的聖徒也
已經做了甄別的工作，是我們應當參考的。比如説信
經，要理問答，信仰宣言都是重要的教會文件，可以
幫助我們分辨現今的情況。

保羅相信因爲聖靈與信徒們同在，所以教會應當歡迎
聖靈在信徒身上的工作，同時也因爲聖靈的同在，所
有的信息眾聖徒可以一起辨別是否合乎真道。也感謝
神因爲有這樣的教導，我們才有今天保羅的書信。對
於今天的我們來説，愿神幫助我們不輕看屬靈的恩賜，
允許聖靈在眾聖徒當中做工，但同時也不輕信所有聲
稱是從神而來的感動，總要根據聖經的真理查驗，去
僞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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