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方言的恩赐停止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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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恩问了这个问题： 说方言的恩赐停止了吗？ 我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保罗说这会停
止。 有些传道人相信说方言的恩赐今天不再有效， 其他人说有；真理是什么？
人们，在所有这些事中，圣经要做我们的向导， 圣经要成为我们真理的来源。 也许我要问这个
问题： 在圣经中，方言是否是一个切实的属灵恩赐？ 显然它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7节： 圣灵显在
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 这人被赐予这个恩赐，那人被赐予那个恩赐， 又有一人蒙受另一个恩赐。
你看到最后，它说： 又叫一人能翻方言。 方言是否是，或至少曾经 是一个切实的属灵恩赐？ 这点毫无
疑问。的确有人蒙这位圣灵赐他这个恩赐。
所以，我们需要问这个问题： 这曾经是一个切实的恩赐，这个恩赐 如今是否仍然适用？还是这
已经停止了？ 好，他提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所以我认为他讲的是第8节和那之后的经文，让我
读给你听。 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 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 你们都看到没
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 所以我们知道两个真理，对不对？说方言是 一个切实的恩赐。说方言之
能，终必停止。 我们需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说方言会停止？ 哥林多前书13:8说，这些终必停止。
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现在请注意这里：我们现在所知
道的有限， 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 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什么是有限的？ 很明显，必归于无有的是那有限的。什么必归于无有？ 先知讲道、说方言、特
殊知识的恩赐，这些都必归于无有。 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什么时候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 等那完全
的来到。 很多人说「完全」指的是圣经完成的时候， 但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是否有在这里说，等那完
全的来到， 讲的是圣经正典完成的时候？
没有这么说。 实际上，让我们继续读10节之后的经文，你从11节看起。 我作孩子的时候，话
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 保罗这里讲的是，在一段时间内，这有限的存在， 在我们作孩子的时候，我
们看不见整幅画面，我们只是在学习。 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 基本上，保罗指
的是先知讲道，说方言和知识的恩赐， 因为这是有限的，我们作孩子的时候，我们看不见整幅画面，
我们只是在学习。 保罗说，我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换言之，那有限的要被丢弃。 他是在与我们如今作孩子的时候作对比，但将会有一天， 我们会
长大成人。那是什么时候？ 他说：我们如今仿佛是一个小孩， 我们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 我们如
今仿佛是一个小孩， 我们如今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 我们处在这个有限的时代。
我们什么时候会长大成人？ 到那时，我们就要面对面了。 不是当圣经正典完成时，是当我们面
对面时！ 保罗说，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你知道吗？现在的是有限的。 我们像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 我们没有一幅完整的画面。
他不是指圣经正典完成的时候，不是圣经 所有的六十六本书合而为一的时候。 他讲的是当我们面对面
见到基督时； 当我们全知道基督，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时。 那是什么时候？ 要么是在死时，或是在什
么时候？ 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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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事实。圣经讲到了很多不同的恩赐。 说方言，翻方言，知识的恩赐，智慧的恩赐，医病的
恩赐， 怜悯的恩赐，信心的恩赐，给予的恩赐，言语的恩赐， 这又包括了劝告，教导，讲道， 还有传
福音的恩赐，带领的恩赐，治理的恩赐。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恩赐。使徒的恩赐。
你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什么吗？ 圣经里没有一节经文有告诉你 这些恩赐在这个时代会停止。 这
里没有说。 我知道有很多人兴起来，我们称他们为神恩教派。 你若参观了我们教会，我们没有蹦蹦跳
跳， 绕圈跑并用方言欢呼。 现在，让我这么说： 我说了这么多，这里没有经文 说这些超自然的恩赐已
经停止了。 也让我给予一些警告， 因为这是圣经说的。 圣经说…… 在我给予警告之前，让我告诉你圣
经在另一处是怎么说的。 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 现在请听，很多人想说方言已经停止了。 这节经文在
这里，我认为你们都能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没有教导我们当圣经正典完成时，这些会停止。 没
有一个字谈到了圣经的完成！ 这是在与基督面对面的时候。
但圣经有这么说：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我们是那些信的人。 这是一些会随着他们的神
迹： 在马可福音16：17，就是奉我的名， 他们会赶鬼，他们会说新方言， 他们手能拿蛇， 他们若喝
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 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 后来被接到天
上，坐在神的右边。 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 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 它没有
说这仅限于早期教会的信徒， 这里说的是任何时代的信徒， 他们会有神迹随着他们，其中之一就是说
方言。
好。你们有些人大概在外面说： 你打开这扇门是为了什么？ 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需要完全
按圣经来谈论此事。 你知道有些人怎么说吗？ 你若不说方言，你怎么样？ 你没有得救。 这来自何处？
圣经从没有这么说。 实际上，你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教导了什么吗？ 有些是使徒，有些是
先知，有些是教师， 有行异能的，有得恩赐医病的，有帮助人的，有治理事的 和各种方言的恩赐；哥
林多前书12:28是如此说的。 然后他说了什么？ 岂都是使徒吗？他想你怎么回答？ 不！ 岂都是先知
吗？不！ 岂都是教师吗？不！岂都是行异能的吗？不！ 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不！ 岂都是说方言的
吗？不！
若有任何人过来告诉你，“你若不说方言， 你没有得救。”要远离他们，要走开。 你知道吗？
他们有一个错误的福音，他们在教导谎言。 那不对，那一点都不对。那是一个应当被咒诅的谎言。 人
们，在那些圈子里， 当他们告诉你那是得救的证据时，那是一个谎言。 一旦他们设定要说方言，你知
道会发生什么吗？ 我说这应当被咒诅的原因是， 你看这多么容易欺骗人？ 因为你只需要让某个人胡言
乱语， 每个人都会过来告诉他们，他们得救了。
岂都是说方言的吗？ 不！ 所以，若有任何人过来说…… 保罗说的是谁？ 他说的是基督徒。所有
的基督徒都有说方言吗？不！ 若某个人过来告诉你，“除非你说方言， 你就不是基督徒。” 你可以告
诉他们，他们是一个骗子。圣经的教导完全不同。 这会把绝大多数神恩教派的骗子打的落花流水。
你知道第二个能把他们打的落花流水的经文在哪里吗？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 让我告诉你这
点。第27节，若有说方言的， 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换言之， 每个人要轮流说！不是一群人一起
胡言乱语。 你去一个教会，那里有2，3，4，10个人 同时用方言胡言乱语，猜怎么着？ 那不是一个合
乎圣经的教会。他们没有合乎圣经。 他们完全没有尊重神的话。 他们在按自己的意愿行，没有尊重神
的话。 这里说你若要说方言，要让人翻出来。 若没有人翻， 就当在会中闭口。 我告诉你，就在这里，
你拿这三点， 你若遇到那些说你必须要说方言才能得救的人， 要抵制那些教导，要离开那里。 你若来
到一些地方，他们所有人同时胡言乱语， 他们没有遵循圣经。 你若看到一些人在说方言，却没有人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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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他们没有顺从圣灵行事。 我告诉你，在这个国家，你若按这三点来 归结说方言的人，你就烧掉了
99%在这个国家 宣称是说方言的人。
然后，我要告诉你这点。使徒保罗说他宁可说什么？ 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
句方言。为什么？ 因为他说，说方言乃是为不信的人。 你知道为什么是为不信的人吗？ 因为在五旬节
的那一天， 人们开始说方言，人们用他们的乡谈 听见神的大作为。 当我们所处的教会，每个人都说同
一门语言， 我们就不需要方言的恩赐。 所以，这在今天还适用吗？ 我的回答是，对，在今天还适用，
但保罗减弱了这个恩赐在当地教会中的价值，我们都懂 同一门语言，以至于我们不需要这个恩赐。 这
没有帮助。这个恩赐在前线被使用， 那里有人在传福音， 它是在特定的地方（被使用）。
这很有趣，约翰·西斯玛告诉我，当他在墨西哥的时候， 他去了一些说西班牙语的墨西哥神恩教
派。 他说，“你们这些人都说方言， 请某个人来说英语。”结果如何？ 基本上，他们应该可以…… 我
认为这是约翰希望能发生的事。 他在一群不会说英语、不懂英语的人中， 他叫某个人来说英语，他们
若都有说方言的恩赐…… 约翰说这令人惊讶，他们都有说方言的恩赐， 却没有人能说英语。 我说这是
一个大破绽。 这是不是一个神所赐的恩赐？ 这若是一个神所赐的恩赐，这就是超自然的事。
我告诉你，保罗华许曾经有一个同工， 他的名字是比尔麦·克劳德。 （你们有些人可能听过这个
故事，） 比尔麦·克劳德在心声会的最后一场会议中， 那是在加拿大樵夫复兴的时期， 有一个印度妇人
来参加会议，她不懂一丁点英语， 她只会说她的印度语，她的方言。 比尔麦用英文讲了所有的道，在
他讲完时， 她听懂了所有的讲道。 你知道吗？这正是方言的恩赐会被赐予的地方， 但现今在绝大多数
神恩教派的圈子中， 那些是垃圾，是人造的，只是胡言乱语。
肯尼·福博乐的小舅子刚刚还在这里， 一个星期前，我们一起吃了晚餐，他坐在我桌子对面。
他从神恩教派的圈子出来，他现在 在一个改革浸信会的圈子里。我问， “你有说方言吗？”他说，“
有。”我说：“那你说说。” 他就发嘎嘎声，说了一些东西。 你知道吗？那绝大多数都是编造的。 有
时是来自魔鬼的。
我听到有些宣教士去了 那些教会，他们听见人们在说方言，他们就想， 这真奇怪，这听上去确
实像是一门语言。 我记得有一次，一个人认为 这听上去像是希伯来语，他有一个懂希伯来语的朋友，
他就带他的朋友去那里做礼拜， 那确实是希伯来语，他们是在咒诅神， 他们不是在传讲神的大作为，
这出于魔鬼。
人们， 关于方言，我要说的基本就是这些。
但你知道吗？保罗说要切慕先知讲道， 这是他告诉我们要去追求的事。 他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行
事，看那， 你说方言若没有人听得懂， 你没有造就任何人。 这是核心，当我们来教会聚会时，我们要
（造就他人）。 爱正是在此显明，我们需要去爱， 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恩赐去互相造就。
这些哥林多人的问题和神恩教派圈子内的问题是， 你知道那些人为什么说方言吗？ 因为他们想
去荣耀自己，不是因为他们想去帮助他人。 他们想你对他们奇特的属灵恩赐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不是
来与你分享某些恩赐，来真正造就你。 你若无法理解他们说的话，你就无法被造就。 这是底线。你无
法被造就！ 一群人胡言乱语不能造就任何人。 我们是真理之人，不是胡言乱语之人。
你无法传达真理，除非你表达清楚， 使人能理解；目的是去互相造就。 所以，这是关键。你知
道吗？
当涉及超自然的事物时，你们不要把神装在你的小箱子里。 我们侍奉的是一位行奇事的神， 我
们不应该去限制神能做的， 神会做的并愿意去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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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十分小心。你知道圣经怎么说吗？ 我们需要去试验那些灵。
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去这么做。若有某个人进来…… 请听，我要告诉你这点，不管是什么样的属
灵恩赐， 若有某个人开始说方言，有某个人开始翻译， 有某个人开始说预言，有某个人开始医病，有
某个人开始有异象， 有某个人宣称他们有某种超自然的能力， 有特别的知识或智慧的恩赐， 或任何圣
经中所描述的恩赐。
我告诉你这点：要去试验那些灵。 你问，该如何这么做？ 去看那个宣称有这种能力的弟兄或姊
妹， 他们是否是虔诚的人？ 他们是不是你所认识的人，那些与主同行的人？ 你知道他们是祷告之人，
他们的生命以圣经为中心。 教会里最虔诚的男人或女人到我这里来， 说：我有一个异象，或我有这
个…… 你知道吗？我不会轻看此事， 但当一个人从街上走进来， 我不知道这人来自何处，他就这么进
到教会里， 他突然想告诉我们他有这个异象，或他有那个启示， 你通常对这样的人说，“你有听见声
音吗？” “对，我经常听见声音。” “你不能进这里来对我们说预言。” 对，你有一位熟悉的灵。要
去试验那些灵。 我们要做聪明人。
你如何去试验那些灵？我们看待事物要以圣经为根基。 基本上来说，这些是否合乎圣经并尽然
有序。 当涉及到有关方言的事时， 这一切是否合乎圣经？ 某个人过来说他们想说方言， 却没有人翻
译；这不合乎圣经。 所以在这些事上，要去试验那些灵。这是重点。
我可以告诉你，回到赫布里底复兴的那些日子，有两个年长的妇人。 其中一个名叫佩吉·史密
斯，她对教会有一个异象： 教会全是年轻人，讲坛上站着一个她不认识的人。 你猜如何？那时他们教
会没有一个年轻人。 她预先看见会有一场复兴，神将要拯救很多年轻人。 她告诉她的长老，讲坛上站
着一个她不认识的人。 你知道吗？她的长老没有把她的话当耳边风。你知道为什么吗？ 她是一个虔诚
的妇人，她是那里最虔诚的妇人。 她确实有这些异象，她真的说了预言。 我们要去试验那些灵。
不要把神装在你的小戒烟盒里。 不要把神放在你小小的安乐窝里。 我不喜欢超自然的事物，这
让我感到不安， 所以我不想接触任何这些事。
记住， 耶稣基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 不要让你的不信成为神不在我们中间
行异能的原因， 因为我们有一位超自然的神。 在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有时我们应该期待神会做一些
事。 请听，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的最后两节经文说： 那些相信的人会有基督和他们同工， 他们到处宣传
福音，会有神迹随着他们。 我们不应该畏惧，但我们要试验一切事物。 人们，圣经是我们的指南。我
们务要用圣经试验一切事物。 我们必须要去试验那些灵，这若禁得起考验，不要害怕。
当那些自称有属灵恩赐的人无法在众人面前行这些事时， 他们不会秘密行这些事， 因为他们只
想引人注目。 通常，人们这么做是为了引人注目，他们想得到人的称赞， 他们想被人夸奖，他们想得
到人的赞扬， 他们想感到他们有被圣灵击倒， 他们想感到他们现在达到了 他们所属的宗教团体对他们
所寄托的期望。
当他们一人独处时，这通常不是问题。 事实是，方言的恩赐确实是真实的， 我相信它确实是一
个属灵恩赐， 若某个人有这种能力…… 不久前我读了一本书，名叫《从巫术到基督》。 有一个人极力
赶出一个女人 里面所有的鬼，她行巫术， 她崇拜撒旦；这个人是钟马田的朋友， 钟马田相信他有说天
使话语的恩赐， 你知道那个所有鬼从她身上被赶出来的女人说了什么吗？ 她说，“不管他是否能说天
使的话语，我不知道，但我知道， 当他说那个方言时， 在我里面的鬼感到很惊恐，那些鬼能明白他的
话。”
所以再次强调，我不会说神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 这是一个很虔诚的人，正如我说的，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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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马田的一个朋友， 似乎神赐予了他特殊又特别的恩赐，使他能够…… 人可不可能说天使的话语？ 我
不能，我没有亲身经历过。 保罗确实提到了这类的事。 保罗是不是讽刺地说，我不知道。
但正如我所说的，通常，当…… 通常那些圈子里想如此说话的人， 他们固执己见， 一旦你不让
他们在众人面前行此事，他们并没有那个恩赐， 所以，这些绝大部分都是空话， 他们试图解释他们在
众人面前的行为。 在很多这些圈子里， 你会看到多人同时胡言乱语， 没有人翻译。
人们被教导，你若不那么做， 这就证明你没有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你没有得救； 这些教导都只
是一堆垃圾。 当你清除所有这些垃圾时， 通常这个秘密的恩赐不会造成什么问题。 这是我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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