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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常見的恩賜 —
 在聖靈論談到「聖靈的恩賜」也就是「靈恩」
在聖靈論談到「聖靈的恩賜 也就是「靈恩
已有詳細的討論，這一講簡單的複習跟補充
 聖經有四次把恩賜排列出來，
聖經有四次把恩賜排列出來
羅十二6-8、林前十二8-10、28-30、弗四11
羅十二6-8 說預言，或翻譯作先知講道，指講道方面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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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執事，或作教導的，或作勸化的，類似今天的輔導，
施捨的，治理的，憐憫人的。
前後換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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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基督徒可以找到自己有一個或兩個恩賜
 這段聖經提醒要專心
這段聖經提醒要專心，
要在神給我們主要的恩賜跟託付上專心

開始播放

—
智慧的言語 知識的言語 指講道方面，
智慧的言語、知識的言語，
指講道方面
信心、醫病、行異能、作先知，

林前十二8-10 九種恩賜有

比較狹義的，指著人或未來的事說預言，

辨別諸靈、說方言、翻方言。
林前十二28 30 九種服事者，或是職份、頭銜
林前十二28-30
九種服事者 或是職份 頭銜

雖然只有七個 實際上範圍是最廣的
雖然只有七個，實際上範圍是最廣的，

—

使徒、先知、教師，
無論公開講道、跟人分享神的道，這總是優先的。
行異能的、醫病、幫助人的、治理事的、說方言、翻方言。
 比較超自然的成份，在人看這個是安慰大的
 在聖經是擺在後面，千萬不要弄顛倒了
神蹟奇事是為了見證所傳的道，道是優先，這些是來協助的，
 如果有人聽見就信了，這是更有福的
 但有些人要經歷到超自然的神蹟才信，
這也是上帝喜悅的，但不要把優先次序弄顛倒

教會的行政組織 — 最常見的就是長老、執事、眾聖徒，


長老：主要做治理，也就是領導、特別是帶同工，

然後教導，關懷，也就是牧養，這三方面
 執事：把各種行政雜務承擔起來，讓長老
專心傳道、不要分心、也不會擔子太重
 眾聖徒：有各種不同的恩賜
彼前四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

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每個基督徒都有神給我們不同的恩賜，
 目的是彼此服事，為了造就人、讓人得到益處
 要把這些恩賜管理好、使用好、常常來應用，
不要讓神給我們的恩賜生銹了
 眾聖徒各有各種恩賜，讓整個教會被建立起來

目的：

弗四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建立基督的身體
聖徒藉著不同的恩賜彼此成全，
照不同的恩賜、職份，各就各位各盡其職，
 讓教會、眾弟兄姊妹得到很好的服事
 傳福音的工作有很好的發展
 基督的身體
基督的身體就被建造起來
被建造起來 — 弗
弗四13-15 健康的教會
健康的教會…
1.

13a 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在講真道上的合一，
 聖經並不是每一句話都指著絕對的教導，
聖經 不是每 句話都指著絕對的教導
有些是有當時的時代背景，譬如蒙頭
 真道在講絕對的原則，應該有
真道在講絕對的原則 應該有
一樣的信念、信仰，是個人跟教會的基礎

3. 消極方面：成熟的基督徒可以勝過所有的異端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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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真道不一樣的都是異教
4.

15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真理 彼此用愛心說真理 說真相
真理，彼此用愛心說真理、說真相
主耶穌常常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主耶穌最討厭虛假，用愛心說真理，
就可以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
我們跟我們的頭基督就緊密的連在一起，
彼此是不同的肢體、器官、部位，
彼此是不同的肢體
器官 部位
全部都在頭的指揮之下。

2.

13b 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我們對主耶穌有一些認識，不只是普通的認識，
神賜給我們有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教師，
裝備
都是在傳道，在道方面得到很好的裝備之後，
 對神兒子的認識是很深刻、很豐富的，會讓我們成熟
 從一個幼稚的基督徒變成成熟的基督徒，
從
幼稚的基督徒變成成熟的基督徒
長大成人以後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耶穌基督很完美的把基督徒應有的形象，充充滿滿的
耶穌
形
表現出來 — 基督徒原來的意思是小基督，
 雖然沒有跟耶穌基督一樣完美
 會越來越完美、越來越成熟、越來越像樣，
成為一個很像基督的成熟的基督徒

不同的肢體、部份、職份、零件
16 全身都靠祂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

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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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按神給我們不同的恩賜，彼此服事，
既然是按神給我們不同的恩賜
彼此服事
照著不同的功用在發揮的時候，
 彼此相助、好像全身不同的器官發揮正常的功能
彼此相助 好像全身 同的器官發揮正常的功能
 全身都健康、身體就增長，而且在愛中建立自己
這是在強調恩賜、這是神的愛，
發揮神給我們的恩賜
發揮神給我們的恩賜，
 這也是愛，讓人家得益處
 彼此建立、自己也被建立
彼此建立 自己也被建立
讓我們看到恩賜的功用跟目的。

11 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1. 使徒 — 教會奠基者、打根基的人，
地基好了以後 上面可以發展的很快
地基好了以後，上面可以發展的很快。
弗二20 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使徒代表新約、先知代表舊約，都是打根基的人，
新約為什麼常把使徒放在先知前面呢？新約更清楚…
 舊約常做預表、預言，新約就是應驗、實現、落實
 使徒比先知更清楚
耶穌基督的救恩、教會的真理、未來的啟示
 使徒都是見過耶穌的人，
在耶穌死而復活 後 做更完 的啟示
在耶穌死而復活之後，做更完整的啟示
重要性在前面，所以聖經先講使徒再講先知。

2. 先知
 廣義的先知 — 就是講道，無論公開或私下講
就是講道 無
或
講
 狹義的先知 — 就像亞迦布，
徒十一28 預告將有大饑荒，後來果然有了
徒廿一10-11 指著保羅說預言，保羅要被補，
後來應驗了
很明確的指著將來做預告，是狹義的先知
現在教會的混亂，
就是把後面這個當做更優先的，
就是把後面這個當做更優先的
把前面那個當做老生常談，不重要。
 這兩個不是二分法，不是要彼此否定
這兩個不是二分法 不是要彼此否定
 但是聖經真的有明確的優先次序，
我
我們不要按著自己的喜好，弄顛倒了
要 著自
喜
弄顛

今天還有沒有使徒？有一些教會還在按立使徒，合不合適呢？
新約到 啟示錄 寫作完成，前後大概六、七十年，
寫作完成 前後大概六 七十年
有多少人被稱為使徒呢？除十二使徒以外，
 徒一
徒 猶大出賣耶穌，補了馬提亞
猶大出賣耶穌 補了馬提亞
 耶穌的弟弟雅各，保羅、巴拿巴
總共只有十六個人被稱為使徒，
總共只有十六個人被稱為使徒
如果使徒的制度、頭銜，有傳承下去的話，
應該 會 有十 個 被稱為使徒
應該不會只有十六個人被稱為使徒。
今天教會再按立使徒，好像也沒有直接違背聖經，
有 接 背
可是既然那六十幾年都沒有別人被稱為使徒，
為什麼 定要有
為什麼一定要有呢？保守一點是不用為妙，
保守 點是不用為妙
 按聖經所講的長老、執事、眾聖徒不是很好嗎？
 如果有人堅持要用，也不要浪費時間去反對，
如果有人堅持要用 也不要浪費時間去反對
因為也沒有違背聖經

3. 傳福音的 — 每個基督徒都要傳福音，
但有些人特別有傳福音的恩賜 就是佈道家
但有些人特別有傳福音的恩賜，就是佈道家。
 佈道家好像都是大場面，面對幾萬個人
 賴明芳老師【小佈道家】也是很好的名稱
【
】
每個基督徒都需要成為傳福音的，
但有人傳福音為主要的恩賜跟責任。
4. 牧師 — 為什麼傳福音的在牧師前面呢
為什麼傳福音的在牧師前面呢？
 跟今天不一樣，就是牧者，主要的責任是照顧羊群，
是傳福音的先把羊生下來 牧者才照顧羊群
是傳福音的先把羊生下來，牧者才照顧羊群
 今天牧師是整個教會的主任牧師，
好像大公司的 CEO 做總裁跟執行
這麼廣的服事是教會歷史的產物，
不是聖經直接教導的制度，聖經的牧師
是比較狹義的，正確的翻譯應該是牧者。

聖經提到牧者有 29 次，14 次指耶穌基督，
包括 太二6，廿五32，廿六31，可十四27…
 7 次在講牧羊人 — 真的在放羊的
 剩下 8 次，2 次講長老 —

5. 教師 — 使徒、先知、傳福音的、
牧師跟教師，都需要傳神的道，
師 教師 都需要傳神的道
有一些人是專心在教導，
有教師的職份、教導這樣的恩賜。
導

徒廿28 保羅跟以弗所的長老們說：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

弗四11 雖然只講五方面的職份
雖然只講五方面的職份，卻是最核心的
卻是最核心的

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神的教會。

長老 領導、帶領教會
 執事 分擔各樣行政雜務
 眾聖徒 按各樣不同的恩賜、彼此配搭


就是牧者，動詞，長老要牧會、要做牧者
彼前五2 彼得跟長老們說：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



1 次比較像今天的牧師 —
有使
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跟教師。
有先
有傳 音
有牧師
教師
牧師是牧者，是比較狹義的
 今天要做整個教會的總領導、總協調者，
今天要做整個教會的總領導 總協調者
不是聖經直接教導，是教會歷史的產物

今天的教會多數都是牧師的制度，
 好像跟新約聖經的強調是不一致的
 有的教會就是拒絕使用牧師的這個頭銜，
像倪柝聲弟兄召會的系統、弟兄會的系統…
都是反對牧師制度的
其實只要照聖經的精神來調整就好了 —
牧師不要把自己當教會的最高領導者，
牧師不要把自己當教會的最高領導者
 把自己當做協調者、
當做長老中的 個
當做長老中的一個
 而且連絡眾長老
一起來領導教會、牧養教會
起來領導教會 牧養教會
這樣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不一定要搞革命、反對牧師。
定要搞革命 反對牧師

—

宗教改革以前，個別的教堂是由神父、祭司帶領的，
 改革之後，基督教或歸正宗，不用神父頭銜，
改成牧師，由牧師來帶領教會
 加爾文更強調直接按聖經的教導，
由長老們一起來領導教會

教會行政現在一般有幾方面…
1. 監督制，也稱為主教制，就像 —
天主教或者叫羅馬公教，
一直都是主教制，
地區的教堂有神父，
更上面有主教、大主教
 某些基督教像英國聖公會，也是有主教，
督教
教
相當有權柄來領導地區的教會
 也包括像衛理公會或循道會衛理宗，
也包括像衛理公會或循道會衛理宗
有很多還是監督制的


監督制雖然沒有直接違背聖經，
可是對聖經「人人皆祭司」的精神，
其實有點違背…

「人人皆祭司」不是馬丁路德發明的，聖經屢次強調 —
出十九4-6 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後，要成為祭司的國度。
出埃
成為祭司
度
彼前二 引用 出十九4-6，把 祭司的國度、聖潔的國民，
擴大成為四句 — 我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有君尊的祭司、
我
被揀
族
有 尊 祭司
聖潔的國度、屬神的子民。
我們都是君尊的祭司 在表達我們都是
我們都是君尊的祭司，在表達我們都是，
把那時教會忽略的重要真理，
提醒 強調 復興過來
提醒、強調、復興過來。
啟一6
啟
6 我們成為國民
我們成為國民、神國的百姓，我們都做父神的祭司。
神國的百姓 我們都做父神的祭司
啟五9-10 耶穌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買了人來，

讓他們都歸於神，又叫他們成為國民，
讓
們都歸於神
叫 們成為國民
做祭司歸於神。
們人人都是祭
權
我們人人都是祭司，監督制主教的權柄很大，
比較不合乎「人人皆祭司」的精神。

4. 無組織制 — 眾聖徒一起起來服事，不要牧師、長老，
 反對牧師的制度、反對宗派的制度
對牧師
度
對宗
度
 弟兄姊妹在一起就是教會了，一切組織都是人為的
實際是不可能的，沒有組織，任何團體都無法運作，
可
那些強調不要組織的，其實中間也有組織，
例如召會，不要宗派、不要牧師，
 可是所謂前面的弟兄就是領導了，
有不同的職份分擔行政雜務
 強調眾聖徒都要起來講道、做聖工
5. 混合制 — 把主教制、會員制混合在一起，
例如循理會、行道會、神道會…
有興趣的可以去研究 教會歷史、
改教以後的歷史 近代的教會史，
改教以後的歷史、近代的教會史，
都可以對各教會的情況做研究。

2. 長老制 — 加爾文強調長老們來治會，
 是聖經比較直接的制度
 長老會、改革宗…就用長老制
這叫代議制 — 全體信徒選出長老，
由長老們共同成為領導，不必凡事
跟眾聖徒討論，直接做決議，來帶領教會。
浸信會、公理會、很多獨立教會都是會員制，
公 會 很多獨立教會都是會員制
3. 會員制 — 浸信會
 由眾聖徒一起決定教會重大的事情
 不是每個來聚會都是會員，
不是每個來聚會都是會員
各宗派都有一些規矩 —
有沒有穩定 是不是受洗
有沒有穩定、是不是受洗、
來教會已經聚會多久…
重大的事情由會員大會決定，
會員都有一票，不由長老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