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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憑著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3 我憑著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

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要照著 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讀經
羅十二
3 9

4 正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

肢體也不都是一樣的用處。

5 我們這許多人 在基督裡成為 身

3-9

5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成為一身，

互相聯絡作肢體，也是如此。

6 按我們所得的恩賜，各有不同。6 按我們所得的恩賜 各有不同

或說預言，就當照著信心的程度說預言；

7 或作執事，就當專一執事；或作教導的，就當專一教導；

或作 就當專 就當誠實8 或作勸化的，就當專一勸化；施捨的，就當誠實；

治理的，就當殷勤；憐憫人的，就當甘心。

9 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9 愛人不可虛假 惡，要厭惡；善，要親近

更新的事奉
羅十二3-8

諸長樂牧師 2018.02.04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在主裏的家人大家平安。今天詩班獻的詩歌說，渴望神賜下靈恩大雨。

你乾渴嗎？你有對聖靈的工作敏感嗎？

最近非常有名，世界最南端的南非開普敦有非常嚴重的乾旱，

如果到 月中還沒有下大 的話 他們連吃的水都有問題如果到四月中還沒有下大雨的話，他們連吃的水都有問題。

你們覺得這個時候，南非開普敦的人希望神下一點毛毛雨就好呢？

如果有 天東京缺水了 我們會怎麼禱告？「神啊！沾沾溼就行了嗎？如果有一天東京缺水了，我們會怎麼禱告？「神啊！沾沾溼就行了嗎？」

不！我們一定希望神賜下傾盆大雨。求主讓我們真是在祂面前都有一顆渴慕的心！

我們今年的信息是「心意更新」，一個更新的人一定在神的面前，我們今年的信息是 心意更新」， 個更新的人 定在神的面前，

在各方面都會更新。今天我要先跟各位分享，就是在事奉上的更新。

神造人、神拯救人，就是要人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神造人的時候，不僅給人神的榮美，並且托付他管理世界的使命。神造人的時候，不僅給人神的榮美，並且托付他管理世界的使命。

神拯救以色列人乃是要他們去事奉神，並且要進入神所應許之地。

弗二10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弗二10 我們每 個人都是神手中的工作 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

要好好地預備我們行各樣的善事。所以一個人蒙恩得救以後，一定會知道

在神的國度裏，他所接受的使命是什麼。而且在完成使命的過程中，

他更深地明白生命的意義，也會成長、並找到他的價值。

聖靈的工作不僅要我們得救成為神的兒女，另方面也賜給我們各樣屬靈的恩賜，

使我們可以服事上帝、造就教會、傳揚福音。我們常常很注重聖靈

在我們身上拯救的工作—聖靈使我們重生、使我們有神兒女的身分，

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並且感動我們的心呼叫神為阿爸父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並且感動我們的心呼叫神為阿爸父。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卻比較忽略，聖靈也給我們各樣的恩賜可以事奉神。

所以在今天我們所讀的聖經中，使徒保羅一開始就講到，所以在今天我們所讀的聖經中 使徒保羅 開始就講到

照著神所給我們的恩，來看上帝所給我們的恩賜 (羅十二3) 。



人是為永恆而被造，有一天我們見上帝的時候都要回答兩個問題：

1 你和耶穌的關係是什麼？你有沒有接受祂的救恩？你的罪是否得到赦免？1.你和耶穌的關係是什麼？你有沒有接受祂的救恩？你的罪是否得到赦免？

2.上帝在一生當中給你許多的資源：才幹、時間、金錢，

神給你健康，神給你好的頭腦，你為神做了什麼事情？神 你健康 神 你好的頭腦 你為神做了什麼事情？

使徒保羅在大馬色路上得救的時候，他就問神兩個問題：

1.主啊，你是誰？每一個人都要清清楚楚地知道你所信的是誰，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讀使徒信經的原因：

你要深深地知道你所信的是誰，你才有信心去交托。

主 你 我為你做什麼2.主啊，你要我為你做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很奇妙，當他真正地認識這位耶穌是誰的時候，

他油然而發的就是：主啊，你要我為你做什麼？他油然而發的就是：主啊，你要我為你做什麼？

我覺得這是每一個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應該問自己的兩個問題，

1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誰嗎？1.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誰嗎？

2.我知道主要我為祂做什麼嗎？

如果我們不知道，你想想看上帝會做這樣的事情嗎？—

上帝用祂兒子耶穌基督的寶血拯救我們、救贖我們，上帝用祂兒子耶穌基督的寶血拯救我們、救贖我們，

只要我們一個禮拜來做一次禮拜、喝咖啡、看電視，然後我們就上天堂。

有沒有一個父母親對所生的孩子有這樣的期望—有沒有 個父母親對所生的孩子有這樣的期望

孩子你來到世界上，媽媽生得這麼痛苦把你生到世界上，

你一輩子什麼都不必做，小的時候吃奶，

大的時候吃飯，安安逸逸過一輩子，

沒有目標，也不要發揮什麼作用。我們都不會這樣！

我曾經看過有一些母親生小孩非常辛苦地生下來以後，

都對這個孩子說：「要是你以後不好好地做人、做事，我掐死你！」

花 這麼大的代價給予你生命 難道就叫你在那裡浪費嗎 不是的花了這麼大的代價給予你生命，難道就叫你在那裡浪費嗎？不是的！

神在我們身上有一個盼望，這就是使徒保羅所說我們要禱告：

神啊！你在我身上的指望是什麼？讓我這一生不要虧負你在我身上的指望！神啊！你在我身上的指望是什麼？讓我這一生不要虧負你在我身上的指望！

讓我不僅僅得救，而且能夠豐豐富富進入上帝的國。

弗四8 主耶穌升上了高天、擄掠了仇敵，

祂更將各樣的恩賜賜下來 為的是要讓人可以事奉祂祂更將各樣的恩賜賜下來，為的是要讓人可以事奉祂。

在美國曾經有一個孩子，家園很大所以爸爸就叫他割草，

青少年常常推托 有很多理由 他要玩青少年常常推托，有很多理由，他要玩 game。

這父親鍥而不捨地催他去割草，這孩子忍不住站起來說：

「我知道為什麼你要生我，就是要我去割草！」他爸爸說：我知道為什麼你要生我，就是要我去割草！」他爸爸說：

「我要割草的話，找個割草工人，割得比你還好、又便宜。

我要你割草，是要你操鍊殷勤；

操練你有一個有規律、整潔的人生；

我要你有責任感，要知道這個家是屬於大家的，

不是屬於爸爸、媽媽而已。」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要記得，神不僅給我們新生命，

也給我們各樣屬靈的恩賜，可以讓我們來服事祂。

一、「自我認知」

使徒保羅在這裡講到「我照著神所給我的恩，對你們的人說，使徒保羅在這裡講到 我照著神所給我的恩 對你們的人說

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人得救以前，神最不喜歡他的罪。

但是人得救以後、甚至得救以前，神最討厭的罪乃是驕傲。

我們常常說神是祝福人的神，但是彼得前書說「神阻擋驕傲的人。」(彼前五5)

你我的人生禁得起上帝的阻擋嗎？沒有上帝的祝福已經夠可怕了，你我的人生禁得起上帝的阻擋嗎？沒有上帝的祝福已經夠可怕了，

如果上帝還阻擋我們，你別想要成就任何的事。

所以使徒保羅一開始就提醒我們，你要準確地看自己，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所 使徒保羅 開始就提醒我們 你要準確地看自己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

特別是覺得自己有經驗或恩賜的人—輕看別人的恩賜，覺得祗有自己的是對的。

這裡告訴我們「看得合乎中道」，這又是另外一個平衡。

有 時 我 太高看自 有 時 我 太輕看自 覺 自 像什麼有的時候我們太高看自己，有的時候我們又太輕看自己，覺得自己好像什麼

都不能做。因此當我們看得合乎中道的時候，

我們可以承認上帝給我恩賜，但是我是有限的。我們可以承認上帝給我恩賜 但是我是有限的

上帝也把許多的恩賜給別人，我要懂得來欣賞。



人怎麼樣可以有這樣準確的看法呢？

首先我們要從「救恩的角度」來看，在救恩前面人人平等。首先我們要從「救恩的角度」來看，在救恩前面人人平等。

不管你是有成就、沒有成就、有錢、沒錢、健康、疾病，

每個人都靠著耶穌基督得救恩，

我們都祗不過是個蒙恩的罪人，除祂以外別無拯救。

在舊約的時候，你會看到每個以色列人都要獻半舍克勒的銀子，

你說：「我有錢，我多出一點！」不可以；

你說：「我沒錢！少出一點！」不可以。

救恩，是人人平等的。救恩，是人人平等的。

每個人都要來到神的面前，承認自己是個罪人。

什麼時候我們覺得比別人好時，麼時 我 覺得 時

特別我提醒我自己，我也只不過是一個蒙恩的罪人。

一個蒙恩的罪人有什麼資格，

去瞧不起別的蒙恩的罪 呢去瞧不起別的蒙恩的罪人呢？

二、從「恩賜的角度」來說：

所有的恩賜 都是聖靈隨己意分給我們 主權在神所有的恩賜，都是聖靈隨己意分給我們，主權在神。

因此我們有哪些恩賜，我們也不能夠自誇，因為都是神給我們。

沒有一個人具有所有的恩賜，也沒有一個人沒有一樣恩賜，沒有 個人具有所有的恩賜 也沒有 個人沒有 樣恩賜

我們更不可以輕看別人的恩賜。

今天我們在這裡聚會，是神很大的恩典。

你不要小看教會做清潔工作的弟兄姊妹，

當我在台灣服事時，有一次馬上要聚會了，

廁所不通、臭氣沖天。

如果我們今天也是這樣，我們還可以好好地在這裡聚會嗎？

如果外面充滿著各樣吵雜聲，

我們還可以在這裡聚會嗎？

所以弟兄姊妹 每 個恩賜都是寶貝的所以弟兄姊妹，每一個恩賜都是寶貝的。

三、從「信心的角度」來說：

恩賜有大 有 救 信心 樣恩賜有大、有小；救恩的信心是一樣的，

事奉、生活的信心卻不一樣。

有的人必須要擁有很多才有安全感，有的人必須要擁有很多才有安全感，

有的人當他覺得還有剩下他就很平安了！

我和師母剛事奉的時候，我們還要奉養父母、養小孩，我和師母剛事奉的時候，我們還要奉養父母、養小孩，

所以我們的薪水很有限。我就跟師母說：

「怎麼辦？還有幾天才發薪水，只剩下兩千塊！」怎麼辦？還有幾天才發薪水 只剩下兩千塊！」

這是我的信心—只剩下兩千塊。

我感謝神給我好的師母，她跟我說： 「大丈夫

（沒問題）！還有兩千塊，你緊張什麼！」

你會發現我們面對同樣一件事情，

我 信心的程度 樣可是我們信心的程度不一樣！

不僅個人如此，教會也是如此。

我很佩服韓國馬鈴薯湯教會，這個教會很小，只有八百多人，我很佩服韓國馬鈴薯湯教會，這個教會很小，只有八百多人，

而且在公寓裡面聚會，很難找到。

為什麼叫做馬鈴薯湯教會呢？因為他們在一個mansion的二樓，為什麼叫 馬鈴薯湯教會 因為 們在 的 樓

一樓是賣馬鈴薯湯，招牌很大，把教會都遮住了！

但是上帝卻大大地祝福這個教會。山不在高、水不在深，有仙則靈；

教會不在大小，教會是在有神的同在。

馬鈴薯湯教會大可以建堂，

是他 情 把錢拿來幫助許許多多需要 事但是他們情願把錢拿來幫助許許多多需要的人和事工。

當我讀他們的書時，他們的周轉金只有$30,000韓元，

但是每當有任何需要，神從來沒有虧欠過他們。但是每當有任何需要，神從來沒有虧欠過他們。

這是一個有信心的教會，

有的教會也許要多留一點預算，有的教會也許要多留 點預算

求神幫助我們在一個有信心的教會。



我們每一個人必須積極地來評估，我們在主裏的身分和恩賜，

更重要的要學習主耶穌的謙卑。主耶穌說：「我心裏柔和謙卑」(太11:29a)，更重要的要學習主耶穌的謙卑。主耶穌說： 我心裏柔和謙卑」(太11:29a)，

祂本有上帝的形象，卻不以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取了奴僕的形象，

成為人的樣式 (腓2:6-7) 。 因此服事對一個人來說不僅是恩賜的問題，

更是心態的問題。我是主的僕人嗎？我有僕人的心態嗎？

一個隨時準備好是僕人心態的人，絕對不會說：「這不是我的事！」

我到很多的地方吃飯 有時候是有些比較新來的服侍人員我到很多的地方吃飯，有時候是有些比較新來的服侍人員，

有時候是我日文不好所以講的他聽不懂，但就算在不懂當中，

他絕對不會說：「這不是我的事。」一個僕人絕對不會說：「這不是我的事。」他絕對不會說 這不是我的事 」 個僕人絕對不會說 這不是我的事 」

我們同在一個上帝的家，我也不希望有一個人說：「這不是我的事！」

一個僕人是隨時準備好要服事人的，他會主動的服事、而且留意周圍的需要，

特別是那些軟弱的和不起眼的。真正的僕人也不會在乎職分，

而是捨己、低調，不論事大、事小，都忠心負責。

一個僕人會常常為別人設想，把每一個工作當作神操練他的機會，個僕人會常常為別人設想，把每 個工作當作神操練他的機會，

是一種機會，而不是重擔或勉強！

第二方面、我跟大家分享「肢體的連結」。聖經用很多方面來形容教會，

教會是燈臺，照亮世界的黑暗；教會是燈臺，照亮世界的黑暗；

教會是基督的新婦，準備迎接要來的新郎；

教會是神的家，我們要在這裡彼此相愛；

教會是神的殿，所以我們要一起在這邊事奉；

教會也是基督的身體。

彼得是猶太人，所以他對聖殿的印象特別深刻。彼得是猶太人，所以他對聖殿的印象特別深刻。

當他講到神的家，他講的是比較偏重聖殿這一部分。

而保羅最喜歡用的，就是基督的身體，我覺得這是和他得救的經歷有關。

當他在大馬色的路上遇見主時，主對他說：「掃羅、掃羅！你為什麼逼迫我？」

掃羅說：「我哪裡有逼迫你？你是誰呢？我只逼迫了教會呀！」但是耶穌卻說：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他真正的知道教會和耶穌的關係是什麼「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他真正的知道教會和耶穌的關係是什麼：

他真正的知道當他逼迫教會的時候，就是逼迫耶穌；

他知道基督是教會的頭，教會是耶穌的身體；他知道基督是教會的頭 教會是耶穌的身體；

他知道當一個肢體受苦的時候—你受苦的時候，耶穌也受苦。

這邊講到一個身體有好多肢體，肢體有很多不同的用處 (羅12:4)，樣子也不一樣，

但是我們卻要彼此服事，缺一不可。但是我們卻要彼此服事，缺一不可。

每一個肢體不應該互相嫉妒、或排斥。

林前十二 特別講到，手不可以對腳說：「我不需要你！」

假設有一隻蚊子在咬我的左手，你覺得我的右手會不會過來幫忙？

「那是左手的事，跟我右手沒關係！」

個肢體受苦 所有的肢體都受苦。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都受苦。

我們要學習尊重、欣賞別人的恩賜。

在敬畏基督的當中彼此順服，在愛中來建造。在敬畏基督的當中彼此順服 在愛中來建造

肢體雖然俊美，但一定要連在身體上才能發揮作用 (羅12:5) 。

一旦離開了身體，或是某些關節出了問題，

它就不能夠發揮作用，甚至枯死。

所以弟兄姊妹，為什麼我們鼓勵大家一定要參加團契、一定要參加事工的小組，

就好像我們是同領 個餅 同領 個杯 樣就好像我們是同領一個餅、同領一個杯一樣，

肢體要跟身子連結，它才可以得到血液的供應還有神經的連結。

五年前我去馬來西亞開一個宣教會議，我下遊覽車的時候，一個踩空，

手斷了 腳也斷了！當我被送到醫院的時候 我告訴醫生我的腳不能動手斷了、腳也斷了！當我被送到醫院的時候，我告訴醫生我的腳不能動，

但是沒有一點外傷！所以醫生只注意我的手，他第一次就幫我的手動手術。

後來我再一次跟他說我的腳不能動，他再診斷發現他沒有注意！後來我再 次跟他說我的腳不能動 他再診斷發現他沒有注意！

外面看都好好的，沒有外傷，可是我裡面的股四頭肌全斷了！

就像中國人所說：「把你的腳筋挑斷！」我的腳還在，但是

一點用處都沒有，必須要把它連接起來，才能繼續發揮作用。

不僅僅個人如此，教會也是如此！上帝一切的豐富、智慧都透過教會來彰顯。

教會有好的講道，會吸引很多人；但是教會治理不好，會有很多人走。

我們可以前門開得很大，後門開得更大，這是許多教會都一直在檢討的問題。

我們今天有讀使徒信經講到「我信聖徒相通」，

乃是講到我們和古往今來、還有現在許許多多的聖徒，都能夠有生命的連結。

我們也應該跟別的教會有連結我們也應該跟別的教會有連結，

一個不連結的教會很容易走入異端、或是極端，這也不是神的心意。



第三方面、「恩賜的發揮」：恩賜是聖靈給每一個信徒用來建造教會的，

聖經有三個地方很清楚地講到各樣的恩賜…聖經有三個地方很清楚地講到各樣的恩賜…

羅十二6-8 有七樣恩賜，關於話語、治理和牧養；

林前十二8-10 講到九樣恩賜，其中也講到許多超自然的恩賜；林前十 講到 樣恩賜 其中也講到許多超自然的恩賜

弗五11 講到五種恩賜，就形成了形成了牧師、教師、傳福音的這些職分。

每一個恩賜都很重要，因此我們要求神賜給教會最需要、最能造就教會的恩賜。

哥林多教會當時有方言的混亂，所以使徒保羅說：「你們都要羨慕做先知講道」

同樣地，我們現在也要求神賜下東京教會所需要最大的恩賜！

我 希望 多 就求 傳福音如果我們很希望很多人歸主，就求神要賜下傳福音的恩賜！

當很多人歸主以後，我們應該要求神賜下教師的恩賜來教導；

當門徒增多的時候，我們也要求神賜下治理的恩賜可以來治理教會；當門徒增多的時候，我們也要求神賜下治理的恩賜可以來治理教會；

當有許許多多人內心受創，需要安慰的時候，

我們求神賜下勸慰的恩賜；我們求神賜下勸慰的恩賜；

我覺得這在日本當中非常的需要！

如果神恩待我們，把許多貧窮的人帶到我們當中，

有很多有需要的人來到我們當中 我們就需要求神給我們憐憫人的恩賜有很多有需要的人來到我們當中，我們就需要求神給我們憐憫人的恩賜，

教會可以編慈慧的預算，但是如果沒有憐憫的恩賜，一塊錢都用不出去！

教會如果有很多人有病痛，我們就要求神賜下醫病的恩賜，教會如果有很多人有病痛 我們就要求神賜下醫病的恩賜

不是生病不要看醫生，而是我們抓住「神啊！你既然說你給了醫病的恩賜，

求你在教會也彰顯！不是彰顯我的本事，

而是彰顯你的榮耀，因為你是醫治人的主。」

我們要怎麼樣發掘我們自己的恩賜呢？

你千萬不要等到知道自己有什麼恩賜，才開始服事！

你要投入服事，在不同服事的當中來嘗試，你會逐漸發現自己的恩賜，

你會知道有一些事情你做起來很有熱情。

比如說我對「唱歌」很有熱情，但是對「海報設計」我聽到就害怕！

所以每 個人的恩賜就慢慢會顯明！所以每一個人的恩賜就慢慢會顯明！

另外一方面就是許多屬靈長輩和同伴的印證，說你這個事情做得很好！

我們要接受自己的有限，不是什麼都要做，而是一次做一樣，

所以這邊講到很多的專一(羅十二7-8)。但是當你有了那樣的恩賜，所以這邊講到很多的專一(羅十二7-8)。但是當你有了那樣的恩賜，

要繼續地操練、繼續地成長，讓它越來越成熟可以被神使用。屬靈的事情

永遠都是「有的還要給他，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太十三12)永遠都是 有的還要給他 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 」(太十 2)

我在台灣教會有一個弟兄，他非常地不起眼，是一個很安靜的弟兄，他求學過程

一串都是失敗的過程。後來感謝神，他的父母親很愛他，就送他到國外串都是 來 謝神 母 愛 外

去學設計。他學得非常好！回來以後他就問我說：「我可以為教會做什麼？」

我們教會有一些海報，這些東西需要設計，我就請他設計。他就從那開始服事！

他好高興說：「我終於知道，我可以在哪裡被主所用。」

然後神就恩待他，不僅在設計上服事，而且在許許多多上面加給他各樣的恩賜！

他成為執事 帶 查 是教會有需要的地方 今 停車場沒有他成為執事、帶領查經，凡是教會有需要的地方—今天停車場沒有人，

他就去停車場；教會需要接講員，他就去接講員。他不僅僅自己服事，

也帶他全家一起服事。他太太看到他的改變，從不信主到信主。也帶他全家一起服事。他太太看到他的改變，從不信主到信主。

他馬上要成為教會的長老！我也求主恩待我們，讓我們有一顆渴慕的心。

最後我願意提醒大家，服事沒有人不受傷的：以利亞受傷，受傷到不想活了；

摩西也受傷，為人極謙和，但卻被激到大發脾氣；耶穌也受傷。摩西也受傷 為人極謙和 但卻被激到大發脾氣；耶穌也受傷

受傷沒有關係，休息一下，經歷神的大能，再起來服事。

今年的 Australia Open非常地精采，男、女冠軍都有很好的故事：今年的 Australia Open非常地精采 男 女冠軍都有很好的故事

男子冠軍 Roger Federer 37歲了，以一個運動員來說早就過了巔峰時期，

他也受傷過四年，這四年的當中他比賽一直跟冠軍無緣。但是他好好地鍛煉

自己、好好地養傷，以致於到去年、到今年他連續拿了三個大滿貫冠軍。

女子冠軍 Wozniacki更是特別！她很早就是世界排名第一，

從來沒有拿過滿貫賽的冠軍，人家就取笑她是沒有四大賽冠軍的排名第一，

這也困擾她非常久，她也受傷了很久。但是他今年拿到了

A t li O 的冠軍 她的排名再 次到世界第 ！實至名歸Australia Open的冠軍，她的排名再一次到世界第一！實至名歸。

我們的主是復活的主，祂升上了高天，將各樣的恩賜賜下，讓我們可以服事祂。

我們當中若是還有沒信主的朋友，信耶穌不僅可以使你罪得赦免，我們當中若是還有沒信主的朋友，信耶穌不僅可以使你罪得赦免，

你信耶穌以後你會找到生命的定位和熱情，你可以找到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天父我們感謝你，

你愛教會所以賜下各樣的恩賜你愛教會所以賜下各樣的恩賜，

讓我們一起來建造教會，可以榮耀你的名。

你最知道教會需要更新的地方在哪裡，

你最知道我們每一個人需要更新的地方在哪裡，

求你照著我們今天所唱的詩歌—我們的禱告，

求主復興你的工作。求主復興你的工作

我們這樣地禱告是奉耶穌的名，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