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十二3-13 教會的生活，講論教會內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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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有很多比喻講到教會像什麼：
教會是神的家 神的聖殿 神的羊群
教會是神的家、神的聖殿、神的羊群、
神的燈檯、神的軍隊、基督的新婦等等，
不過最好的是基督的身體，
因為講到了有關聯的、是彼此配搭的。
保羅用身體作比喻，很可能是當他在大馬色的路上
保羅用身體作比喻
很可能是當他在大馬色的路上
遇見主耶穌的時候，就領悟出來了…
他聽到耶穌在天上喊他：
「掃羅、掃羅，你為什麼逼迫我？」
保羅馬上問
保羅馬上問：「主啊，你是誰？」
主啊 你是誰？」
耶穌回答：「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保羅想
保羅想：「我只有打基督徒，為什麼耶穌說我逼迫祂呢？」
我 有 基督徒 為什麼耶穌 我逼迫
」
我想保羅就領悟好像打一個人的腳、他的頭會不舒服，
他打基督徒 結果耶穌就不舒服了
他打基督徒，結果耶穌就不舒服了。
天上的耶穌和地上信耶穌的人，好像一個身體的關聯。

保羅用基督的身體比喻教會
保羅用基督的身體比喻教會：
 個人在神面前是一個活祭的人生
 眾人一同活在神面前
要成為基督身體的肢體，
能夠彼此配搭 彼此關聯，
能夠彼此配搭、彼此關聯，
聯合在一起成為教會
教會的生活非常重要，
一團的炭火愈燒愈旺，
把 根炭火拿出來 就很快熄滅了
把一根炭火拿出來、就很快熄滅了。
我們都作活祭、事奉神，
 許多這樣的基督徒連在一起
許多這樣的基督徒連在 起
愈燒愈旺
 單獨一個人會漸漸冷淡
所以教會的生活非常重要。

在保羅很多書信中間，都講到教會像基督的身體，
 一種生命的關聯、然後有美好的配搭
種生命的關聯 然後有美好的配搭
 一個人的身體，有手、腳、四肢、五官，是關聯的，
所有肢體不同的功用、卻是配搭的
十二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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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信 的大
看得合乎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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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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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我們所得的恩賜 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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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作執事，就當專一執事；或作教導的，就當專一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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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
愛弟兄，要彼此親熱；恭敬人，要彼此推讓。
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裡火熱，常常服事主。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
聖徒缺乏，要幫補；客，要一味地款待。

我們不一樣的恩賜、才幹，神把我們拯救、放在一起，
在主耶穌基督裏好像 個身體 樣
在主耶穌基督裏好像一個身體一樣，
 主耶穌是我們身體的頭，
指揮、代表、供應需要的源頭
 肢體要彼此聯絡關聯，
把不同的恩賜要有美好的配搭

若不關聯，不少人禮拜天看看電視節目，
不去禮拜堂 不跟人來往 這是很危險的
不去禮拜堂、不跟人來往，這是很危險的。
好像打一個結、血液循環不通，那就不好了。
肢體不關聯是很可怕的，
手錶、眼鏡拿下來，都不會可怕，
但是把眼珠挖出來 把手砍下來就可怕了
但是把眼珠挖出來、把手砍下來就可怕了。
勸主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教會，
找
找一個你適合參加、神感動你去的，
個你適合參加、神感動你去的，
跟教會的其他肢體互相聯絡，
就能同走屬靈的道路
 除了主日敬拜神，
找 個教會裏適合的小型聚會
找一個教會裏適合的小型聚會，
團契、小組、姊妹會、弟兄會…
才能跟肢體有好的配合、
互相聯絡作肢體

肢體必須是關聯，才是一個身體，
四肢、五官、百節、各體，有神經、血液系統關聯，
 如果把手用繩子綁起來，
綁久了血液循環不通 就不關聯了
綁久了血液循環不通、就不關聯了，
慢慢愈久之後細胞都會壞死了
 教會不同的弟兄姊妹集合在一起，
教會不同的弟兄姊妹集合在 起
要彼此相愛、彼此扶持、彼此幫助、
彼此代禱、彼此勸戒，
這些彼此的人生非常重要！

上帝按著信心的大小給我們不同的恩賜，
我們不要把自己看高 但也不要把自己看低
我們不要把自己看高、但也不要把自己看低，
好像人的身體有不同的功用。
什麼叫作信心的大小？就是信心有大有小，
什麼叫作信心的大小？就是信心有大有小
主耶穌常常責備門徒們「小信的人哪」，
擔憂吃什麼 穿什麼 看見風浪就害怕了
擔憂吃什麼、穿什麼，看見風浪就害怕了、
遇見什麼事就失了信心，但是愈來愈信心成長
 為什麼
為什麼「神所賜的有大有小」？
神所賜的有大有小」？
十二1-2 把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你真的是這樣的人生嗎？真的讓主管理嗎？
愈心意更新而變化的人，神就更多把信心賜給他了


所以不能只講神的主權、還要講人的責任，
所以不能只講神的主權
還要講人的責任，
 神樂意把更大信心賜給基督徒
 但願你都是獻上自己當作活祭，
但願你都是獻上自己當作活祭
遵主旨意、為主而活！

不同的恩賜、肢體在教會中，就應該美好的配搭，
說預言 作執事 作教導 勸化 施捨 治理 憐憫人
說預言、作執事、作教導、勸化、施捨、治理、憐憫人…
個人恩賜不一樣，就好像身體，
不同的肢體功用是不一樣的，
愈去用它、它功用就愈能夠發揮，
愈不去用它 愈沒有它的功用了
愈不去用它、愈沒有它的功用了。
有人彈鋼琴、有人是賽跑的…
 在教會中也是如此，
在教會中也是如此，一個恩賜小小的人，
個恩賜小小的人，
肯去用、愈用恩賜就愈來愈大，就能更發揮了，
他現在專 作勸化 慢慢地
他現在專一作勸化，慢慢地
神就把教導恩賜、講道恩賜、把佈道恩賜給他，
他慢慢就更能被神用


所以主耶穌說：「凡有的、還要加給他，
凡沒有的 連他所有都要奪去 」
凡沒有的、連他所有都要奪去。」
恩賜要發揮、要配搭。

配搭，是尊重別人的恩賜、跟別人一同來發揮，
大家都不肯去發揮 就剩下兩三個人 就辛苦 勞累
大家都不肯去發揮，就剩下兩三個人，就辛苦、勞累。
用身體作比喻，是最好的配搭的一種表現：
 比方眼睛很重要，但是把麵包塞到眼睛裏、那就不行了
 各有各的用途，要學習尊重別人的恩賜，
我們照著我們的恩賜，即使沒有那麼重要都不要緊
如果讓你選作眼睛、還是選作眉毛呢？
可能大半的人會選眼睛，
 不過上帝配搭眉毛給眼睛是非常有意思的 –
眉清才目秀 眉目傳情 沒有眉毛怎麼辦呢？
眉清才目秀、眉目傳情，沒有眉毛怎麼辦呢？
 上帝配搭眉毛跟眼睛，就好像教會裏面
有的
有的人很能幹、做很多事情，
能幹
多事情
有的人一點點的本事才幹，先做很少的事情，
現在讓別人先作眼睛、自己好好作眉毛
這是聖經裏面用身體作比喻，一個很重要的道理。

神給的恩賜是多樣的：羅馬書 提了七樣、
林前十二 提了九樣、
提了九樣 弗四 提了五樣，
提了五樣
這些恩賜上帝按著信心的大小給個人，
然後照著我們信心的程度來服事神。
作先知講道、說預言，是有兩種的，
 宣告神的旨意，就是講道，
宣告神的旨意 就是講道
舊約先知都會宣告神的旨意–
耶和華提到以色列百姓的罪惡，
要悔改、認罪、離開偶像、敬畏神
 預告神的旨意
預告神的旨意，講將來可能的事情，
講將來可能的事情
 舊約先知預告彌賽亞來到，童女懷孕生子
要生在
有對列國的預言
且要生在伯利恆，也有對列國的預言
 新約，說預言，還是有這一種的恩賜–
亞迦布預言有饑荒發生，
預言保羅要被捆鎖、在耶路撒冷被逮捕

身體不會互相嫉妒的、一定是互相合作的，
比方右手比較能幹 左手 定不會嫉妒右手的 ？
比方右手比較能幹，左手一定不會嫉妒右手的吧？
一隻蚊子咬到右手，左手絕對不會說：活該！
一定馬上就打過去、解決問題。
定馬上就打過去、解決問題。
保羅要我們互相聯絡作肢體、在基督裏成為一身，
 主耶穌是我們的頭，
主耶穌是我們的頭
頭是指揮人的身體各部分、做什麼做什麼，
頭也是代表我們的，護照上的照片都是照我們的頭
 耶穌是這個身體最重要的，一切為著主耶穌，
個為主耶穌而活的人生在教會裏面要顯出來
一個為主耶穌而活的人生在教會裏面要顯出來
我們就照著神按著信心大小所給我們的恩賜，
為神好好講道、服事人好好服事、愛人不可以虛假、
愛弟兄要彼此親熱、恭敬人要彼此推讓…
這就是基督徒在 起的生活
這就是基督徒在一起的生活，
彼此之間的關懷、彼此之間的一些聯絡。

有相當多的教會，強調、喜歡說預言，
這是很危險的，
這是很危險的
 指著別人說預言，會影響他的各種表現
 把神的真道、神所託付的信息，按正意分解神的道，
這是先知講道、說預言一個重要的表現
教導–作主日學老師、聖經班老師
教導
作主日學老師 聖經班老師
勸化–用輔導、安慰
施捨 很有心，把錢財去幫助人的，
施捨–很有心，把錢財去幫助人的，
那是積攢財寶在天、上帝要記念
教會的長老 執事 治理教會各樣的事工
教會的長老、執事，治理教會各樣的事工
憐憫人的–去看顧病患、幫助老年人…
這些不同恩賜好好配搭，神的教會就能興旺、主耶穌基督的名
這 不同恩賜好好配搭 神的教會就能興旺 主耶穌基督的名
就會得榮耀、神的福音就能廣傳。
願眾基督徒好好參加教會，
願眾基督徒好好參加教會
配搭事奉、榮神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