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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在基督里成为一身 
 

3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

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4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

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5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

络作肢体，也是如此。
6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

信心的程度说预言;
7
 或作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作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

8
 

或作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

的，就当甘心。 

罗马书 12：3-8 

 

今天的信息是从罗马书这一段经文来分享“在基督里成为一身”。 

最近看到一个报道说，河南有一对夫妇为了吃米饭还是吃面条而意见不

合，争吵到最后竟然闹到要跳楼！很多讲婚姻问题的专家们用水牛和蝴蝶的

差异作比喻，强调夫妻的差异太大了，要在一起生活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我

作婚前辅导时常常用到一个资料叫做“男女性格差异调查表”，从测定的结

果，我们发现婚姻里的男女双方真是很不一样的。常常这一方是主导掌控的，

另一方就是等待指令的；一边是感情开放容易表达的，另外一边就是感情收

敛的；有一人是爱说话的，配偶肯定是不想说话的；有个人很悲观，另外一

个就是乐观的；有个急性子的，另外一个就是慢性子；有一人特别紧张，另

一人就很轻松；积极独断的，就配上唯命是从的被动型；工作取向的就配个

注重人际关系的；有人好交际，配偶就是一个退缩的人；如果你的配偶是很

果断的，那你肯定就是犹豫不决的。我跟师母的差异就很大。我是一个很内

向的理工男，像我这样的人，谈恋爱的时候，就喜欢师母那样个性活泼开朗，

主动积极的人。大多数人也跟我们一样，谈恋爱时就是喜欢跟自己不一样的

人，因为个性不同而互相吸引；可是结婚以后，个性不合却变成很多人离婚

的主要原因。在婚姻生活里面觉得两个人性格完全不一样，生活方式、做法、

看法都不一样，两人就是合不来，所以就不停地有争吵，从争吵到冷战，冷

战到打仗，到暴力，到分开，到婚外情，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其实，在婚姻里，首先我们要明白男女是不一样的，其次要承认婚姻是

神配合的，祂赐给我的就是最好的，就是跟我互补的。我没有的她有，她没

有的我有，夫妻两个人互相补充，才能够合为一体，才能够建立家庭。就像

一个拼图，一定是不同的小图片拼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就要接纳、欣赏、尊

重对方的不同，然后肯定神的配合，感恩神的配合。第三，不要想着改变别

人，要改变调整自己。夫妻关系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看到两个人不一样，

有差别，就想改变你来按我的方式去做，按我的习惯去做，按我的意见去办，

所以就有吵架，就有冲突，就不能够和睦相处，不能够建立一个美满的婚姻。

我们要在神里面按神的心意来看自己，认识自己，反省自己，看到自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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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很多不合神心意的坏习惯、坏思想，坏的观念、坏的心态，然后靠着神

来改变自己。 

从婚姻里男女的不同，引申到教会里，大家的差异就更大了。不仅仅有

男女的差异，还有年龄的差异，教育程度不同的差异，工作经验不同的差异，

文化传统习惯的差异。这么多不同的人在一起，怎么样能够和睦相处，彼此

相爱，彼此扶持，同心来服侍神，这是一个更大的功课。圣经告诉我们，当

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因为我们都是神生的，都成为神的儿女，

是神家里的人。但是，原本是一家人的夫妻也会分开，兄弟也可以反目像仇

人一样，也有好多人离家出走。所以今天的经文不仅仅讲到我们在基督里是

一家人，还更深入地讲我们在基督里就是一个身体的不同部分。“5我们这许

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one body），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我

们这许多的人，因为信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一个身体。家人还有可能分开，

还有可能出走，但是如果我们是身体的不同部分，那就是不可分割的，是紧

密相属的，而且是互相需要，互相依赖的。在正常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说，

啊呀！我这个手不好，把它砍掉不要了！或者我的眼睛长得不好看就不要了。

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重要的。神把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用一个身体来象征，

就表达我们的关系是多么地密切。 

哥林多前书 12：“13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

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27你们就是基督

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体。”无论在这个世上我们是哪个种族的人，在社会

上是什么样的地位，是做奴隶的还是做主人的，都是从一个圣灵受洗，然后

成了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我们是基督的身子，耶

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头，以弗所书“5：23 基督是教会的头，祂又是教会全体

的救主。”所以我们要跟这个头连接，而且都要听头的指挥，就是要顺服耶

稣基督。这就是神对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一个蓝图与设计，是这样一种肢体

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我们就从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来思想，在教会

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有什么样的原则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仅能够

和睦相处，有美好亲密的关系，而且能够一起来服侍神，发挥神给我们每一

个人的才干恩赐来建造教会，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主。我想从四个方面跟大家

分享： 
 

一、看自己：不过于所当看 

“3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

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在人际关系里面，每次和人

发生冲突时，我们总是看别人的问题，对自己却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一

段经文告诉我们，首先要把眼光转向自己，正确地判断自己，反省自己。这

里说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意思是： 

1）不要轻看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神要用我们每一个人，神对每

一个人都有恩赐，每个人在神里都有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所以不要轻看自己。

更进一层地说，我们也不要轻看别人。雅各书第二章说，如果我们轻看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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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貌来待人或者偏心待人，这便是犯罪。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神看为

贵重的，我们不能轻看。特别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神

的儿子用祂的宝血买赎下来的，神看为极其宝贵。所以在主里面，不管我们

的恩赐是大是小，能力是多是少，学历是高是低，我们要看每个人都是一样

的贵重，一样的宝贵。 

2）不要高看自己。腓利比书 2 章：“
3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

荣耀；只要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4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

顾别人的事。”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不可自视过高，总是要看别人比

自己好，这样我们才能够被神来改变，被神来祝福。如果总看着自己比别人

好，自己比别人高明，自己付出得多，自己是对的，那就是骄傲，就是自大，

那我们就不可能改变，不可能被神来祝福，也很难跟别人相处。 

3）要看自己的信心大小（或量度），就是要看重自己对神的信心，自己

属灵生命的成熟度。不要看我信主多久，我是什么职位，我掌握多少知识，

我有多少经验，要看我们跟神的关系，看我对神的信心怎么样，我的属灵生

命怎么样，要在这一方面反省。“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指出

了我们所拥有的信心，虽然是我们追求神、渴慕神、经历神的结果，但更是

神恩典的赏赐，是神藉着我们与祂的关系和生命的经历，塑造磨炼试验我们，

使我们的信心得以成长。所以，不要觉得我们自己信心大就可以骄傲夸口，

轻看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使徒保罗是个大有信心的人，但他总是强调这是

神所赐的恩，所以这段经文的开头就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

说。”  
 

二、看别人：接纳不同 

前面讲夫妻关系时就说了，男女的差别确实很大。虽然夫妻两个人不一

样，但婚姻是神配合的，你就要接纳；接纳了才能有一个基础，一起来沟通，

一起来调整改变，一起来把家建造好，这就叫做顺服神的旨意。那在整个教

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的差别就更大了。“4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

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6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这里说到

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在这个身体里面的用处也不一样。神

把我们放在一起，是有祂的意义的。哥林多前书“12：18但如今神随自己的

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我们在一个教会里是神的安排，就像夫妻

两个人结婚是神的配合，这都有神的旨意在当中，我们不要抗拒神的旨意。

“12：24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

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这里的“安排”和“配搭”两个词很重要。一个教

会里面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在一起，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小组里，有这样的人在

我们同工里，有这样的人来做我们的执事，有这样的人做我们的牧师，这都

是神的配搭安排，有神的旨意在里面，一定是有意义的。有些时候我们不能

够理解，但是要知道，在神里面，神要我们接纳每个人的不同。罗马书“15：

7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与神。”神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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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神的旨意把我们安排在

一起，我们就要彼此接纳，就像耶稣基督接纳我们一样。 

以弗所书 4 章：“2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3 用和平

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4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

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5 一主，一信，一洗，6 一神，就是众人

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教会里这么多不

一样的人，确实可以合一在一起，合一在一个身体里。神给我们的启示是要

我们有一个好的心态来接纳。怎么接纳呢？具体来说，就是凡事要谦虚、温

柔、忍耐，用爱心来宽容别人，用和睦的心来彼此联络，彼此建立关系。圣

灵把我们放在一起，把我们联合(united)在一起了，我们就要保守圣灵所赐合

而为一的心，我们不要去做任何事情破坏圣灵建立的这样一个身体里的合一

的关系。我们不同的人能够在教会里合一，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有同一位神，

我们都服侍同一位主，我们心里都有同样一位圣灵，我们都蒙神一样的呼召，

我们都有同样的指望。简单地说，我们有同样的信仰，我们有同样的追求，

有同样的价值观念，这样我们才能够合一。 

合一不是把别人改变得像我，也不是说我一定要听你的，合一是因为我

们有共同的信仰。所以婚姻里面夫妻两个人有共同的信仰是多么地重要，如

果一个人不信主一个人信主，他们看重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价值观是不一样

的。但是，当夫妻都在神里面，我们一同看重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看重的

价值是神的话语、神的旨意，那我们的心灵就可以走到一块儿，我们的思想

就可以合一在一起。其实在教会里也是一样的。我们服侍同一个神，同一个

主，我们有同一个盼望，我们有同样的呼召、同样的洗礼，我们有同样的信

仰，我们有同一个父在天上在地上在我们人当中，这就是我们能够合一的原

因。我们如果都注重自己、注重个人主义、注重个体，我自己想怎么样就怎

么样，我们就不可能合一。所以，合一的原则就是要按照神的话语来合一。 

圣经里讲到，在教会里服侍或做任何事情，建立人比做成事情更重要。

神其实是要我们在做事当中建立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如果我们

一个委员会做成了决定、做成了事情，但是人却分成两派了，彼此就带着敌

对的情绪了，那肯定是按着人的血气做成的事情。因为人没有被建立，人分

裂了，教会不合一了，结果最终就什么都没做成。就像夫妻一样的，你外面

追求很多的事业，最后你的婚姻破裂了，有一天你肯定会知道你什么都没成，

因为你没有把婚姻关系建立起来。今天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一定要知道，合

一是更重要的，我们自己的意见是其次的。不要总想着别人一定要按我的意

见，按我的做法，按我的意思去行，你一定要听我的，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虽然不同，但是我们却可以合一在一个身体里，一起服侍，彼此相爱，

我们能够把圣灵里的合一活出来，见证出来，那是更重要的。 

Chuck Swindoll 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

由，从自我中心里面得自由，从罪疚和羞耻得自由，从自己不能控制的罪恶

辖制的冲动得自由，从被别人的评价﹑期待和要求的刺激和暴虐得自由；使

我有自由去顺服神，自由去爱，自由去饶恕别人和自己，自由去允许别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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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一样，自由去服侍，自由去活出超越人的能力的限制，自由去荣耀基督

的名。”他讲了在基督里的自由，是从看着别人的脸色，追求别人的称赞里

得到释放的这样一种生命观念的自由。其中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自

由去允许别人与我不一样”，这是在基督里的一个自由，自由去允许别人的

想法跟我不一样，别人的做事方式跟我不一样，甚至是别人的生活习惯跟我

不一样。我喜欢吃饭，他喜欢吃面，没问题，我有自由让他不一样，他就吃

面吧，而且我也可以跟他吃面，这就是自由了。否则我们总想别人跟我一样，

我们就总吵架。所以，合一的原则，首先，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其次，

看别人要接纳别人跟我们的不同，因为神安排在我们身边的每个人都是有意

义的，他的不同都有他的用处。 
 

三、看关系：彼此相属，互为需要，彼此相顾 

“5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也是如此。”

成为一身就是 form one body，形成一个身体的意思。我们这么多人在基督里

竟然形成了一个身体，我们就是这身体里不同的部分，不同的肢体，而且是

belonging to all others，互为相属的。在哥林多前书和以弗所书里都讲到我们

在主里面同属一个身体的不同部分，其中的关系有这样的原则： 

1）彼此相属 

哥林多前书 12 章: “14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15设若脚

说: 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乎身子，它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16 设若耳说: 

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17 若全身是眼，

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18 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

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肢体就是不同的部分，parts。我们身体上有好多

器官组织，这就叫做肢体。每一个器官都有它的功能和用处，眼睛不能跟手

说你不属于这个身子，手也不能跟眼睛说你不属于这个身子。同样的，神已

经接纳了我们，把我们安排在基督的身子里面，你不能说谁不属于这个身子。

每年都有很多弟兄姐妹受洗归到我们这个基督身体里面来。初信的人当然生

命还没有成长，都有很多的毛病，你不能说，啊呀，这个人太讨厌了，这么

多的毛病，他不属于我们，他不应该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把他放在我们

的圈子之外。今天教会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新人不能够参与进来，不能

融合进来，因力我们已有的圈子太紧密了，我们的心态里就觉得你不属于我

们，新人都没有被接纳。其实神已经接纳他们了，神已经把他们和我们配搭

在一起了，我们就不能说他不属于这个身子，我们应该开放每一个小组，每

一个小圈子，让新人进来。因为彼此相属，我们都属于一个身子；更重要的

是，如果他们不进来我们就有损失。 

2）互为需要 

我们都需要新人进来，如果新人不进来，我们老的就没有成长，没有得

着塑造和操练。教会里既需要新人也需要旧人，既需要成熟的基督徒，也需

要初信的基督徒，需要健康的人也需要生病的人，需要健全的人也需要残疾

的人，这叫做互为需要。这就是神在教会里的安排，都有意义在里面，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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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心意。哥林多前书 12 章：“20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21 眼

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
22
 不但如此，身

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软弱的肢体可能恩赐不大，可能

力量不大，可能就是生病或身体软弱的，需要人服侍的，需要人照顾的，这

些人更是不可少的，而且神还要把他们装饰得美丽，要尊荣他们，要尊重他

们，因为他们对教会，对我们的生命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我们人生中每一个阶段都有这三种人：有些人帮助你做人，有些人帮助

你做事，还有一些人既能帮助你做人也能帮助你做事，所以我们要为每一个

人感恩。帮助你做人的人常常是从负面来塑造你的。这些人可能是问题很多

的人，他们可能常常抱怨或批评你，总是跟你过不去，神用他们来塑造你。

有些人可能灵命还没有成长，是初信的人，神用他们来塑造你。有些人是信

心软弱的人，来来去去的，信仰上不坚定。还有一些人非常软弱，可能是得

了重病，可能身体已经不灵便了，年纪大了，是需要我们服侍的。这些人都

属于不会跟我们一起做事，但是他们是神用来塑造我们生命的人。神用这些

人来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加谦卑，让我们有忍让，有耐心，有节制，

有温柔，有包容，有接纳的心。我们知道这个人天天跟我吵架，跟我过不去，

他就是神用来塑造我的，来培养我的属灵品格，所以我们要感恩。同时我们

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虽然这个阶段他是这样的人，但是他可以改变和成长。

由于我们的爱心和耐心，他下一个阶段有可能成为可以与我们共事的人，因

为他的生命改变了。有些人可以帮你做事，就是志同道合、合得来的人，我

们常常可以一起同工做事。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成为既能从正面建立别人，

鼓励别人，栽培别人；然后又可以帮助别人一起做事，一起同工，我们都要

成为那样的人。 

想想你周围，哪些人是帮你做人的，哪些人是帮你做事的，哪些人是又

能帮你做人又能帮你做事的？也许帮你做人的人现在是你的配偶，是你的孩

子，也可能就是你的老板，他总是跟你过不去，他就是帮你做人，塑造你的

生命的。然后我们为每一个人来感恩，因为这就是神安排在我们身边的，对

我们有益处的。同时也想想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不是总是批评

别人埋怨别人的？我是不是可以跟别人一起做事的？还是我就是一个既能建

造别人又能够帮助别人做事与人同工的人呢？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生命里来

反省。神说，在基督的身子里，每一个人都是互为需要的，你不能说你不需要

我，我也不能说我不需要你，我们互为需要，我们在神里面都是宝贵的。 

3）彼此相顾 

哥林多前书 12 章：“
25
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

26
若一

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

同快乐。27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体。”我们既然是身体的不同

部分，我们互为需要也已经相属在一起，所以我们必须彼此相顾。对于身体

来说，你今天牙齿疼，那你全身都不舒服。在教会里就是这样，有一个肢体

受苦，其他的就一同受苦；有一个肢体得荣耀，得胜了，有美好的见证，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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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一同地喜乐。我们已经连接在一起了，不可能分割，教会里的弟兄姐

妹就是这样一个彼此相顾的关系。 

有一位弟兄出了事故，颈椎受伤，下身不太能活动，在医院住了六个月，

后来在家里休养。在这样一个患难当中，教会的弟兄姐妹每天至少有两个人

去照顾他，照顾这个家庭，给他们准备饭食。甚至有一段时间里，晚上总有

人去他家里，两个小时帮他翻一次身。许多弟兄姐妹不是时间空闲，而是向

工作单位请假去照顾他，非常地甘心乐意，觉得这是神给的一个机会，非常

荣幸去照顾他。这就叫彼此相顾，不是相顾一天两天，而是持续的。这就是

在耶稣基督里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舍己的爱，我们就是用爱来彼此相顾。 
 

四、看服侍：按所得恩赐，各尽其职，彼此相助 

“
6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

言；7 或作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作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8 或作劝化的，

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

心。”在这样的一个身体里面，这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恩赐都不一

样，有不同的用处，所以我们要按各人所得的恩赐，尽上我们的责任，互相

配搭，彼此帮助，来服侍同样一位主，来建立教会。这里使徒保罗用七个例

子来代表教会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说预言的，今天来说，就是向会众

宣告神的话语的恩赐，传讲神的道的恩赐。说预言的恩赐还包含属灵引导，

就是在生活里，我们前面的路该怎么走？我们的属灵生命怎么追求？有一些

有恩赐的人可以帮助你，作你属灵的导师(spiritual director)。做教导的恩赐

我们都懂。劝化的恩赐就是去安慰劝勉人，在心灵方面辅导别人。施舍的就

是在经济上去帮助别人，所以要诚实、要慷慨。治理的就是指教会里管理的

恩赐。怜悯人就是关怀别人的恩赐，去关怀生病的、体弱的、孤儿寡母，有

各样特别需要的人。做执事的恩赐，可以指一般性的教会服侍，也可以理解

成在执事职位服侍的恩赐。 

恩赐到底是什么？恩赐和才干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化的公式

来表示： 

恩赐 ＝ 才干 × 灵性 

恩赐当然跟我们的才干有关系。才干有天生的、神赐的，有后天学习得

来的，还有我们的工作经验、家庭的塑造、社会的影响等等，形成了一个人

的才干。但是才干能不能转化为恩赐呢？这跟属灵的追求有很大的关系。如

果灵性不好，是负值的，才干可以造成破坏的作用。如果灵性是正值，而且

这个数值越来越高，我们的恩赐就会越来越大。所以神赐给我们才干，但同

时要我们有属灵的追求，我们才能够更大地被神使用。 

 那么，我们是怎么样看待这些不同的恩赐呢？哥林多前书 12 章：“4 恩

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5 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6 功用也有分别，

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11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

随己意分给各人的。”在教会里，我们有不同的恩赐，但都是圣灵赐给我们

的。有不同的职位，就像我在做牧师的职位，你今天是在做司事的职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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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都服侍同一个主。每个人发挥的功效不一样，但是神却是一位，在众

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既然我们发挥的功效都是神在我们心里作工做成的，

我们就不要在神面前夸口说这是我做的，我的功效很大。要知道我们是与神

同工，是神的能力运行在一切的事情上做成的。以弗所书 4 章：“
11
 祂所赐

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12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所有的恩赐虽然不同，都是神所赐的。有不同的功用，

都是神作工的结果。职位不同，但是我们都服侍同样的一位神。目的都是为

了把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建造起来，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神，能够得

着福音。所以恩赐的目的不是来显明我们自己，都是要来荣耀我们的神。 

总结来说，各样的恩赐，恩赐或大或小，都是神按祂的旨意量给各人的。

在不同的岗位服侍，都是服侍同一个主。有不同大小的功效，都是神作工的

结果。人不可自夸，我们只是一个器皿。所以 

 (1) 无论有什么恩赐，都要献上感恩。 

 (2) 不要嫉妒别人的恩赐，因为这是神给他们的。 

 (3) 不要过分地表现自己，荣耀自己。 

 (4) 要按自己的恩赐来服侍神。 

 彼得前书 4章：“10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

家。11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事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

服事，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能都是祂的，直到永

永远远。阿们！”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要按自己的恩赐服侍。有人以为教

会的事工可以大家轮流做，教导轮流来，做执事轮流来，带领轮流来，那不

是神的教导！神的话语说，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有些人能教导，有些人不

能教导；有些人可以做组长，有些人不能。所以什么事情不能轮流来，一定

要按着恩赐来服侍，来彼此配搭，这才是神在教会里的心意。 

以弗所书 4章：“
12
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16
全身都靠祂联络得合

式，百节各按其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每一

个人都要发挥他的功效，叫做各按其职。如果一个教会不能成长，一个教会

有很多的缺乏缺口，没有人服侍或者经济不够没有钱，那就是人没有各按其

职，没有发挥他的才能，恩赐没有被使用，没有服侍神。分析起来，如果教

会有缺乏不能成长，在恩赐服侍方面有四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许多人仍然是属灵的婴孩，处于只求得着，不能甘心付

出；只求要，不能给的生命状况。婴孩是哭闹着要人关注又要人喂养，抱抱

他，把他喂饱就不闹了。我们初信主的时候也像这样，你要给我更多，你来

服侍我，因为生命还没有开始成长。我们生命的一个本质问题就是自我中心，

自私，什么时候都想到自已的利益，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公平，自己的道理，

不是一种付出的生命，所以神要转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属灵的

婴孩慢慢成长，成为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能够去付出，能够去给予，能

够去爱别人，去祝福别人的这样一种生命状况。如果我们在教会里操练成这

样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在家庭婚姻，在人际关系里面见证出来。所以教会没

有人服侍，有很多的缺口，因为许多人还是属灵的婴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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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是，有才干的人缺乏属灵的追求。我们发现教会很缺乏领导

人，其实教会里有好多有领袖才能的人，但是他们在属灵上没有追求，他们

还在追求着世界，所以他们不愿意委身自己，不愿意服侍神，不愿意被神使

用，教会就有缺乏了。 

第三个原因就是，教会没有很好地组织、管理、培训和安排有恩赐的人

参与事奉。很多弟兄姐妹很有感动，愿意服侍，愿意侍奉，也想知道自己的

恩赐是什么，但是没人找我啊，我不知道跟谁联系啊，我不好意思说我可以

做领袖啊……所以教会需要有领袖，需要有很好的管理，能把人帯到服侍的

岗位，培训他们，帮助他们成长。 

最后一个原因，教会没有给予新参与服侍的人成长的空间。很多弟兄姐

妹初信时很热心地服侍，一服侍了，边上有一些老基督徒说你怎么这样做，

你怎么那样做，你这个又不对那个又不对，他们就跌倒了，就不做了。所以

要给人成长的空间。刚开始大家都在学习阶段，可能会犯错误，特别是年轻

人，我们要栽培他们，多鼓励肯定感谢他们，他们就越做越好。而不是刚开

始就来批评他们，要他们按我们的方式去做，以致他们不能成长，甚至做一

下就不做了，有的就离开教会了，因为他受到很多的伤害。 

教会有缺口，这些因素是可以帮助我们思考的。有时教会有管理人员的

缺口，有教会领袖的缺口，因为有管理才能的人，有领袖才能的人没有属灵

追求。教会有教导的缺口，因为能做教导做教师的人不出来服侍。教会缺乏

作关怀的人，因为没有人出来做。很多人说我怎么能关怀人呢？按圣经上说，

只要经历过难处的人，神都要用我们去关怀别人。如果你得过重病，神带领

你走过来，那神就是要用你去关怀得重病的人。你得过抑郁症，神安慰你更

新你了，神就要用你去安慰去帮助得抑郁症的人。你原来婚姻有问题的，在

神里面领受到祂的安慰和恩典，神就要用你去帮助婚姻有问题的人。你以前

孩子叛逆，走过来了，神要用你去帮助那些家庭，这就是神的心意。 哥 林

多后书“1：4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祂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神不要我们白白受苦，我们走过任何的困难、

苦难、挣扎、争战，当我们藉着神的恩典经历到神了，神要用我们去关怀其

他的人。而且自己经历过同样的困难，就能给人最真切的鼓励和安慰，这是

最好的关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恩典，神都要使用我们，都要祝福

我们。以前有一个教会，他们开始植堂聚会了，没有人弹琴，但神说祂配搭

的，教会应该有全备的恩赐。大家就发现了有个弹琴的人就坐在教会里，但

是他没信主。大家就为他迫切地祷告，没有让他知道，不要给他压力。后来

这个人就信主了，而且还甘心乐意地侍奉。我们知道神安排的人就在我们当

中，我们如果有什么缺乏，就是有人的恩赐没有发挥出来。如果教会有经济

上的缺乏，弟兄姐妹有生活上的困难，是因为那些能施舍的人，有财力的人，

没有慷慨诚实地施舍。今天好多教会有各种各样的缺乏缺口，那是因为人的

恩赐没有发挥出来，人不想被神使用，不想被神祝福。 

今天最后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按照所得的恩赐服侍神，有五个心态是

我们要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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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照着信心服侍。要依靠神，不要依靠我们的能力。 

2）要专一地服侍。不要想着我什么都要做，而是神给你什么恩赐就专心

在什么方面服侍。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的精力体力时间都有限，所以

要专一服侍，这样才有最大的功效。 

3）要诚实地服侍。诚实就是忠心的意思，要忠心慷慨地服侍神。 

4）要殷勤地服侍。就是要我们尽心竭力，要付出。每个服侍都是要付代

价付出时间的，你如果想做一个服侍，却在其它方面的时间上不能取舍，工

作、家庭生活、娱乐，一切都不变还要服侍神，肯定会很累，甚至引起家庭

矛盾。要侍奉，其它的时间就要有所调整，才能殷勤服侍。 

5）要甘心乐意地服侍。服侍神真是理所当然的，神把我们放在教会就有

祂的心意，我们要甘心乐意欢欢喜喜地服侍神。 

有个姐妹很年轻的时候就信主了，一直在青少年事工里服侍。但是她中

年以后得了一种病叫“疲劳综合症”，就是全身肌肉疼、睡不好觉，后来就

不能够直接参与服侍了。但是她说，我还可以服侍神，我可以为人祷告，我

可以聆听别人，所以她常常打电话听别人说呀说呀，然后用神的话来鼓励别

人。她说，这就是我的服侍，我甚至躺在床上都可以有很好的服侍。所以不

要轻看自己，无论你有什么样的经历，处在什么样的身体状况，神都要来使

用你，来祝福教会、祝福别人。 
 

 今天从这一段经文跟大家分享了四点，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身，我们怎

么样相处：看自己不要过于所当看的，要看对神的信心；看别人要接纳别人

的不同，因为这都是神配搭安排的；看关系我们是彼此相属互为需要，我们

要彼此相顾，每个人对我们都是重要的，要心存感恩；看服侍要按我们所得

的恩赐服侍，各尽其职而且要彼此相助。盼望我们都能够按所得的恩赐来服

侍神，也按我们所得的力量来服侍神，使我们弟兄姐妹个人的生活没有缺乏，

我们教会没有一样缺乏。让人在我们的服侍里看见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

饶恕、神的接纳，看见神自己的作为，神就得着荣耀。愿我们的教会成力一

个荣耀的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