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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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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经
罗十二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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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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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 恩赐，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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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9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更新的事奉
罗十二3-8

诸长乐牧师 2018.02.04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在主里的家人大家平安。今天诗班献的诗歌说，渴望神赐下灵恩大雨。
你干渴吗？你有对圣灵的工作敏感吗？
最近非常有名，世界最南端的南非开普敦有非常严重的干旱，

如果到四月中还没有下大雨的话 他们连吃的水都有问题如果到四月中还没有下大雨的话，他们连吃的水都有问题。

你们觉得这个时候，南非开普敦的人希望神下一点毛毛雨就好呢？
如果有 天东京缺水了 我们会怎么祷告？「神啊！沾沾湿就行了吗？」如果有一天东京缺水了，我们会怎么祷告？「神啊！沾沾湿就行了吗？」

不！我们一定希望神赐下倾盆大雨。求主让我们真是在他面前都有一颗渴慕的心！
我们今年的信息是「心意更新」，一个更新的人一定在神的面前，我们今年的信息是「心意更新」， 个更新的人 定在神的面前，

在各方面都会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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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人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神造人的时候 不仅给人神的荣美 并且托付他管理世界的使命神造人的时候，不仅给人神的荣美，并且托付他管理世界的使命。
神拯救以色列人乃是要他们去事奉神，并且要进入神所应许之地。
弗二10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弗 10 我们每 个人都是神手中的 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要好好地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一定会知道
在神的国度里，他所接受的使命是什么。而且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

他更深地明白生命的意义，也会成长、并找到他的价值。
圣灵的工作不仅要我们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另方面也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恩赐，

帝 福音 注重 灵使我们可以服事上帝、造就教会、传扬福音。我们常常很注重圣灵
在我们身上拯救的工作—圣灵使我们重生、使我们有神儿女的身分，

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并且感动我们的心呼叫神为阿爸父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并且感动我们的心呼叫神为阿爸父。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比较忽略，圣灵也给我们各样的恩赐可以事奉神。

所以在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中，使徒保罗一开始就讲到，所以在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中，使徒保罗 开始就讲到，
照着神所给我们的恩，来看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 (罗十二3)。



人是为永恒而被造，有一天我们见上帝的时候都要回答两个问题：
1 你和耶稣的关系是什么？你有没有接受他的救恩？你的罪是否得到赦免？1.你和耶稣的关系是什么？你有没有接受他的救恩？你的罪是否得到赦免？
2.上帝在一生当中给你许多的资源：才干、时间、金钱，

神给你健康，神给你好的头脑，你为神做了什么事情？健 ， 好 头 ， 为神做了什么事情
使徒保罗在大马色路上得救的时候，他就问神两个问题：
1.主啊，你是谁？每一个人都要清清楚楚地知道你所信的是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使徒信经的原因：
你要深深地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才有信心去交托。

2 主啊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2.主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你有没有发现很奇妙，当他真正地认识这位耶稣是谁的时候，

他油然而发的就是：主啊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油然而发的就是：主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我觉得这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应该问自己的两个问题，
1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吗？1.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吗？
2.我知道主要我为他做什么吗？

如果我们不知道，你想想看上帝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上帝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拯救我们 救赎我们上帝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拯救我们、救赎我们，

只要我们一个礼拜来做一次礼拜、喝咖啡、看电视，然后我们就上天堂。
有没有一个父母亲对所生的孩子有这样的期望—有没有 父 亲对 孩子有这样 期

孩子你来到世界上，妈妈生得这么痛苦把你生到世界上，
你一辈子什么都不必做，小的时候吃奶，

大的时候吃饭，安安逸逸过一辈子，
没有目标，也不要发挥什么作用。我们都不会这样！

我曾经看过有一些母亲生小孩非常辛苦地生下来以后，
都对这个孩子说：「要是你以后不好好地做人、做事，我掐死你！」
花了这么大的代价给予你生命 难道就叫你在那里浪费吗？不是的！花了这么大的代价给予你生命，难道就叫你在那里浪费吗？不是的！

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盼望，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我们要祷告：
神啊！你在我身上的指望是什么？让我这一生不要亏负你在我身上的指望！神啊！你在我身上的指望是什么？让我这 生不要亏负你在我身上的指望！

让我不仅仅得救，而且能够丰丰富富进入上帝的国。

弗四8主耶稣升上了高天、掳掠了仇敌，

他更将各样的恩赐赐下来 为的是要让人可以事奉他他更将各样的恩赐赐下来，为的是要让人可以事奉他。

在美国曾经有一个孩子，家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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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青少年常常推托，有很多理由，他要玩game。
这父亲锲而不舍地催他去割草，这孩子忍不住站起来说：

「我知道为什么你要生我，就是要我去割草！」他爸爸说：「我知道为什么你要生我，就是要我去割草！」他爸爸说：
「我要割草的话，找个割草工人，割得比你还好、又便宜。

我要你割草，是要你操炼殷勤；
操练你有一个有规律、整洁的人生；

我要你有责任感，要知道这个家是属于大家的，
不是属于爸爸、妈妈而已。」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记得，神不仅给我们新生命，
事他也给我们各样属灵的恩赐，可以让我们来服事他。

一、「自我认知」
使徒保罗在这里讲到「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对你们的人说，使徒保罗在这里讲到「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对你们的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人得救以前，神最不喜欢他的罪。

骄傲但是人得救以后、甚至得救以前，神最讨厌的罪乃是骄傲。
我们常常说神是祝福人的神，但是彼得前书说「神阻挡骄傲的人。」(彼前五5)

你我的人生禁得起上帝的阻挡吗？没有上帝的祝福已经够可怕了你我的人生禁得起上帝的阻挡吗？没有上帝的祝福已经够可怕了，
如果上帝还阻挡我们，你别想要成就任何的事。

所以使徒保罗一开始就提醒我们，你要准确地看自己，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所以使徒保罗 开始就提醒我们，你要准确地看自己，不要把自 看得太高。
特别是觉得自己有经验或恩赐的人—轻看别人的恩赐，觉得祗有自己的是对的。

这里告诉我们「看得合乎中道」，这又是另外一个平衡。
有的时候我们太高看自己 有的时候我们又太轻看自己 觉得自己好像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太高看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又太轻看自己，觉得自己好像什么

都不能做。因此当我们看得合乎中道的时候，
我们可以承认上帝给我恩赐，但是我是有限的。我们可以承认上帝给我恩赐，但是我是有限的。
上帝也把许多的恩赐给别人，我要懂得来欣赏。



人怎么样可以有这样准确的看法呢？
首先我们要从「救恩的角度」来看 在救恩前面人人平等首先我们要从「救恩的角度」来看，在救恩前面人人平等。

不管你是有成就、没有成就、有钱、没钱、健康、疾病，
每个人都靠着耶稣基督得救恩，

我们都祗不过是个蒙恩的罪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在旧约的时候，你会看到每个以色列人都要献半舍克勒的银子，
你说 「我有钱 我多 点 」不 以你说：「我有钱，我多出一点！」不可以；
你说：「我没钱！少出一点！」不可以。

救恩，是人人平等的救恩，是人人平等的。

每个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比别人好时，，

特别我提醒我自己，我也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一个蒙恩的罪人有什么资格，
去瞧不起别的蒙恩的罪人呢？去瞧不起别的蒙恩的罪人呢？

二、从「恩赐的角度」来说：
所有的恩赐 都是圣灵随己意分给我们 主权在神所有的恩赐，都是圣灵随己意分给我们，主权在神。

因此我们有哪些恩赐，我们也不能够自夸，因为都是神给我们。
没有一个人具有所有的恩赐，也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样恩赐，没有 个人具有所有的恩赐，也没有 个人没有 样恩赐，

我们更不可以轻看别人的恩赐。
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是神很大的恩典。

你不要小看教会做清洁工作的弟兄姊妹，
当我在台湾服事时，有一次马上要聚会了，

厕所不通、臭气冲天。
如果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还可以好好地在这里聚会吗？

吵杂声如果外面充满着各样吵杂声，
我们还可以在这里聚会吗？

所以弟兄姊妹 每 个恩赐都是宝贝的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恩赐都是宝贝的。

三、从「信心的角度」来说：
恩赐有大 有小 救恩的信心是 样的恩赐有大、有小；救恩的信心是一样的，

事奉、生活的信心却不一样。
有的人必须要拥有很多才有安全感有的人必须要拥有很多才有安全感，

有的人当他觉得还有剩下他就很平安了！

我和师母刚事奉的时候 我们还要奉养父母 养小孩我和师母刚事奉的时候，我们还要奉养父母、养小孩，
所以我们的薪水很有限。我就跟师母说：

「怎么办？还有几天才发薪水，只剩下两千块！」「怎么办 还有几天才发薪水，只剩下 千块！」
这是我的信心—只剩下两千块。

我感谢神给我好的师母，她跟我说： 「大丈夫
（没问题）！还有两千块，你紧张什么！」

你会发现我们面对同样一件事情，
可是我们信心的程度不 样可是我们信心的程度不一样！

不仅个人如此，教会也是如此。
我很佩服韩国马铃薯汤教会 这个教会很小 只有八百多人我很佩服韩国马铃薯汤教会，这个教会很小，只有八百多人，

而且在公寓里面聚会，很难找到。
为什么叫做马铃薯汤教会呢？因为他们在一个mansion 的二楼，，

一楼是卖马铃薯汤，招牌很大，把教会都遮住了！
但是上帝却大大地祝福这个教会。山不在高、水不在深，有仙则灵；

教会不在大小，教会是在有神的同在。
马铃薯汤教会大可以建堂，

但是他们情愿把钱拿来帮助许许多多需要的人和事工但是他们情愿把钱拿来帮助许许多多需要的人和事工。
当我读他们的书时，他们的周转金只有$30,000韩元，

但是每当有任何需要 神从来没有亏欠过他们但是每当有任何需要，神从来没有亏欠过他们。
这是一个有信心的教会，

有的教会也许要多留一点预算，有的教会也许要多留 点预算，
求神帮助我们在一个有信心的教会。



我们每一个人必须积极地来评估，我们在主里的身分和恩赐，
更重要的要学习主耶稣的谦卑。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太11:29a)，更重要的要学习主耶稣的谦卑。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太11:29a)，

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腓2:6-7)。 因此服事对一个人来说不仅是恩赐的问题，

更是心态的问题。我是主的仆人吗？我有仆人的心态吗？

一个随时准备好是仆人心态的人，绝对不会说：「这不是我的事！」
我到很多的地方吃饭 有时候是有些比较新来的服侍人员我到很多的地方吃饭，有时候是有些比较新来的服侍人员，
有时候是我日文不好所以讲的他听不懂，但就算在不懂当中，

他绝对不会说：「这不是我的事。」一个仆人绝对不会说：「这不是我的事。」他绝对不会说：「这不是我的事。」 个仆人绝对不会说：「这不是我的事。」
我们同在一个上帝的家，我也不希望有一个人说：「这不是我的事！」

一个仆人是随时准备好要服事人的，他会主动的服事、而且留意周围的需要，
特别是那些软弱的和不起眼的 真正的仆人也不会在乎职分特别是那些软弱的和不起眼的。真正的仆人也不会在乎职分，

而是舍己、低调，不论事大、事小，都忠心负责。
一个仆人会常常为别人设想，把每一个工作当作神操练他的机会，个仆人会常常为别人设想，把每 个工作当作神操练他的机会，

是一种机会，而不是重担或勉强！

第二方面、我跟大家分享「肢体的连结」。圣经用很多方面来形容教会，
教会是灯台 照亮世界的黑暗；教会是灯台，照亮世界的黑暗；
教会是基督的新妇，准备迎接要来的新郎；
教会是神的家，我们要在这里彼此相爱；
教会是神的殿，所以我们要一起在这边事奉；
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

彼得是犹太人 所以他对圣殿的印象特别深刻彼得是犹太人，所以他对圣殿的印象特别深刻。
当他讲到神的家，他讲的是比较偏重圣殿这一部分。

而保罗最喜欢用的，就是基督的身体，我觉得这是和他得救的经历有关。
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时，主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扫罗说：「我哪里有逼迫你？你是谁呢？我只逼迫了教会呀！」但是耶稣却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真正的知道教会和耶稣的关系是什么「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真正的知道教会和耶稣的关系是什么：
他真正的知道当他逼迫教会的时候，就是逼迫耶稣；
他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耶稣的身体；他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耶稣的身体；
他知道当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你受苦的时候，耶稣也受苦。

这边讲到一个身体有好多肢体，肢体有很多不同的用处 (罗12:4)，样子也不一样，
但是我们却要彼此服事 缺一不可但是我们却要彼此服事，缺 不可。

每一个肢体不应该互相嫉妒、或排斥。
林前十二特别讲到，手不可以对脚说：「我不需要你！」

假设有一只蚊子在咬我的左手，你觉得我的右手会不会过来帮忙？
「那是左手的事，跟我右手没关系！」

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都受苦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受苦。

我们要学习尊重、欣赏别人的恩赐。
在敬畏基督的当中彼此顺服，在爱中来建造。在敬畏基督的当中彼此顺服，在爱中来建造。
肢体虽然俊美，但一定要连在身体上才能发挥作用 (罗12:5)。

一旦离开了身体，或是某些关节出了问题，
它就不能够发挥作用，甚至枯死。

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鼓励大家一定要参加团契、一定要参加事工的小组，
就好像我们是同领 个饼 同领 个杯 样就好像我们是同领一个饼、同领一个杯一样，

肢体要跟身子连结，它才可以得到血液的供应还有神经的连结。

五年前我去马来西亚开一个宣教会议，我下游览车的时候，一个踩空，
手断了 脚也断了！当我被送到医院的时候 我告诉医生我的脚不能动手断了、脚也断了！当我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我告诉医生我的脚不能动，

但是没有一点外伤！所以医生只注意我的手，他第一次就帮我的手动手术。
后来我再一次跟他说我的脚不能动，他再诊断发现他没有注意！后来我再 次跟他说我的脚不能动，他再诊断发现他没有注意！

外面看都好好的，没有外伤，可是我里面的股四头肌全断了！
就像中国人所说：「把你的脚筋挑断！」我的脚还在，但是

一点用处都没有，必须要把它连接起来，才能继续发挥作用。

不仅仅个人如此，教会也是如此！上帝一切的丰富、智慧都透过教会来彰显。
教会有好的讲道，会吸引很多人；但是教会治理不好，会有很多人走。
我们可以前门开得很大，后门开得更大，这是许多教会都一直在检讨的问题。

我信 徒相通我们今天有读使徒信经讲到「我信圣徒相通」，
乃是讲到我们和古往今来、还有现在许许多多的圣徒，都能够有生命的连结。

我们也应该跟别的教会有连结我们也应该跟别的教会有连结，
一个不连结的教会很容易走入异端、或是极端，这也不是神的心意。



第三方面、「恩赐的发挥」：恩赐是圣灵给每一个信徒用来建造教会的，
圣经有三个地方很清楚地讲到各样的恩赐…圣经有三个地方很清楚地讲到各样的恩赐…

罗十二6-8有七样恩赐，关于话语、治理和牧养；
林前十二8-10讲到九样恩赐，其中也讲到许多超自然的恩赐；讲到九样恩赐，其中也讲到许多超自然的恩赐；

弗五11 讲到五种恩赐，就形成了形成了牧师、教师、传福音的这些职分。
每一个恩赐都很重要，因此我们要求神赐给教会最需要、最能造就教会的恩赐。
哥林多教会当时有方言的混乱，所以使徒保罗说：「你们都要羡慕做先知讲道」
同样地，我们现在也要求神赐下东京教会所需要最大的恩赐！

如果我们很希望很多人归主 就求神要赐下传福音的恩赐如果我们很希望很多人归主，就求神要赐下传福音的恩赐！
当很多人归主以后，我们应该要求神赐下教师的恩赐来教导；
当门徒增多的时候 我们也要求神赐下治理的恩赐可以来治理教会；当门徒增多的时候，我们也要求神赐下治理的恩赐可以来治理教会；
当有许许多多人内心受创，需要安慰的时候，

我们求神赐下劝慰的恩赐；我们求神赐下劝慰的恩赐；
我觉得这在日本当中非常的需要！

如果神恩待我们，把许多贫穷的人带到我们当中，
有很多有需要的人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就需要求神给我们怜悯人的恩赐有很多有需要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就需要求神给我们怜悯人的恩赐，
教会可以编慈慧的预算，但是如果没有怜悯的恩赐，一块钱都用不出去！

教会如果有很多人有病痛，我们就要求神赐下医病的恩赐，教会如果有很多人有病痛，我们就要求神赐下医病的恩赐，
不是生病不要看医生，而是我们抓住「神啊！你既然说你给了医病的恩赐，

求你在教会也彰显！不是彰显我的本事，
而是彰显你的荣耀，因为你是医治人的主。」

我们要怎么样发掘我们自己的恩赐呢？
你千万不要等到知道自己有什么恩赐，才开始服事！

你要投入服事，在不同服事的当中来尝试，你会逐渐发现自己的恩赐，
你会知道有 事情你做起来很有热情你会知道有一些事情你做起来很有热情。

比如说我对「唱歌」很有热情，但是对「海报设计」我听到就害怕！
所以每 个人的恩赐就慢慢会显明！所以每一个人的恩赐就慢慢会显明！

另外一方面就是许多属灵长辈和同伴的印证，说你这个事情做得很好！

我们要接受自己的有限，不是什么都要做，而是一次做一样，
所以这边讲到很多的专一 (罗十二7 8) 但是当你有了那样的恩赐所以这边讲到很多的专一 (罗十二7-8)。但是当你有了那样的恩赐，

要继续地操练、继续地成长，让它越来越成熟可以被神使用。属灵的事情
永远都是「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太十三12)永远都是「有 要 ，没有 连 所有 也要 去。」( 十 )

我在台湾教会有一个弟兄，他非常地不起眼，是一个很安静的弟兄，他求学过程
一串都是失败的过程。后来感谢神，他的父母亲很爱他，就送他到国外， ，

去学设计。他学得非常好！回来以后他就问我说：「我可以为教会做什么？」
我们教会有一些海报，这些东西需要设计，我就请他设计。他就从那开始服事！

他好高兴说：「我终于知道，我可以在哪里被主所用。」
然后神就恩待他，不仅在设计上服事，而且在许许多多上面加给他各样的恩赐！

他成为执事 带领查经 凡是教会有需要的地方 今天停车场没有人他成为执事、带领查经，凡是教会有需要的地方—今天停车场没有人，
他就去停车场；教会需要接讲员，他就去接讲员。他不仅仅自己服事，

也带他全家一起服事 他太太看到他的改变 从不信主到信主也带他全家 起服事。他太太看到他的改变，从不信主到信主。
他马上要成为教会的长老！我也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

最后我愿意提醒大家，服事没有人不受伤的：以利亚受伤，受伤到不想活了；
摩西也受伤，为人极谦和，但却被激到大发脾气；耶稣也受伤。摩西也受伤，为人极谦和，但却被激到大发脾气；耶稣也受伤。

受伤没有关系，休息一下，经历神的大能，再起来服事。

今年的 Australia Open非常地精采，男、女冠军都有很好的故事：今年的 Australia Open非常地精采，男、女冠军都有很好的故事：
男子冠军 Roger Federer 37岁了，以一个运动员来说早就过了巅峰时期，

他也受伤过四年，这四年的当中他比赛一直跟冠军无缘。但是他好好地锻炼
自己、好好地养伤，以致于到去年、到今年他连续拿了三个大满贯冠军。

女子冠军Wozniacki更是特别！她很早就是世界排名第一，
赛 家 赛从来没有拿过满贯赛的冠军，人家就取笑她是没有四大赛冠军的排名第一，

这也困扰她非常久，她也受伤了很久。但是他今年拿到了
A t li O 的冠军 她的排名再 次到世界第 ！实至名归Australia Open的冠军，她的排名再一次到世界第一！实至名归。

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他升上了高天，将各样的恩赐赐下，让我们可以服事他。
我们当中若是还有没信主的朋友 信耶稣不仅可以使你罪得赦免我们当中若是还有没信主的朋友，信耶稣不仅可以使你罪得赦免，

你信耶稣以后你会找到生命的定位和热情，你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爱教会所以赐下各样的恩赐你爱教会所以赐下各样的恩赐，

让我们一起来建造教会，可以荣耀你的名。
你最知道教会需要更新的地方在哪里，

你最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更新的地方在哪里，
求你照着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我们的祷告，

求主复兴你的工作。求主复兴你的工作。
我们这样地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