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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常见的恩赐教会常见的恩赐与行政组织行政组织

教会常见的恩赐 —
在圣灵论谈到「圣灵的恩赐」也就是「灵恩」在圣灵论谈到「圣灵的恩赐」也就是「灵恩」

已有详细的讨论，这一讲简单的复习跟补充

圣经有四次把恩赐排列出来圣经有四次把恩赐排列出来，

罗十二6-8、林前十二8-10、28-30、弗四11

罗十二6-8说预言，或翻译作先知讲道，指讲道方面的恩赐，

或作执事，或作教导的，或作劝化的，类似今天的辅导，

施舍的，治理的，怜悯人的。

虽然只有七个，实际上范围是最广的，虽然只有 个，实际上范围是最广的，

每个基督徒可以找到自己有一个或两个恩赐

这段圣经提醒要专心，这段圣经提醒要专心，

要在神给我们主要的恩赐跟托付上专心

林前十二8-10九种恩赐有 —
智慧的言语 知识的言语 指讲道方面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指讲道方面，

信心、医病、行异能、作先知，
比较狭义的 指着人或未来的事说预言比较狭义的，指着人或未来的事说预言，

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

林前十二28 30九种服事者 或是职份 头衔林前十二28-30九种服事者，或是职份、头衔—
使徒、先知、教师，

无论公开讲道 跟人分享神的道 这总是优先的无论公开讲道、跟人分享神的道，这总是优先的。
行异能的、医病、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翻方言。

比较超自然的成份 在人看这个是安慰大的比较超自然的成份，在人看这个是安慰大的
在圣经是摆在后面，千万不要弄颠倒了

神迹奇事是为了见证所传的道 道是优先 这些是来协助的神迹奇事是为了见证所传的道，道是优先，这些是来协助的，

 如果有人听见就信了，这是更有福的

但有些人要经历到超自然的神迹才信但有些人要经历到超自然的神迹才信，

这也是上帝喜悦的，但不要把优先次序弄颠倒

教会的行政组织— 最常见的就是长老、执事、众圣徒，

长老：主要做治理，也就是领导、特别是带同工，

然后教导，关怀，也就是牧养，这三方面

执事：把各种行政杂务承担起来，让长老

专心传道、不要分心、也不会担子太重

众圣徒：有各种不同的恩赐

彼前四10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彼前四10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
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每个基督徒都有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目的是彼此服事，为了造就人、让人得到益处

要把这些恩赐管理好、使用好、常常来应用，

不要让神给我们的恩赐生锈了

众圣徒各有各种恩赐，让整个教会被建立起来



目的： 弗四12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

圣徒借着不同的恩赐彼此成全，

照不同的恩赐、职份，各就各位各尽其职，

 让教会、众弟兄姊妹得到很好的服事

 传福音的工作有很好的发展

基督的身体就被建造起来 — 弗四13-15健康的教会…基督的身体 来 健康的教会

13a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1.

在讲真道上的合一，

圣经并不是每一句话都指着绝对的教导，

有些是有当时的时代背景，譬如蒙头

真道在讲绝对的原则，应该有真道在讲绝对的原则，应该有

一样的信念、信仰，是个人跟教会的基础

13b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2.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我们对主耶稣有一些认识，不只是普通的认识，

神赐给我们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

都是在传道，在道方面得到很好的装备之后，

对神儿子的认识是很深刻、很丰富的，会让我们成熟
 从一个幼稚的基督徒变成成熟的基督徒，个幼稚 督 成成熟 督 ，

长大成人以后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耶稣基督很完美的把基督徒应有的形象 充充满满的耶稣基督很完美的把基督徒应有的形象，充充满满的

表现出来 — 基督徒原来的意思是小基督，

 虽然没有跟耶稣基督一样完美

 会越来越完美、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象样，

成为一个很像基督的成熟的基督徒

3. 消极方面：成熟的基督徒可以胜过所有的异端邪说。

14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跟真道不一样的都是异教

15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4.

真理 彼此用爱心说真理 说真相真理，彼此用爱心说真理、说真相

主耶稣常常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主耶稣最讨厌虚假，用爱心说真理，

就可以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

我们跟我们的头基督就紧密的连在一起，

彼此是不同的肢体、器官、部位，彼此是不同的肢体、器官、部位，

全部都在头的指挥之下。

不同的肢体、部份、职份、零件

16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
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既然是按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彼此服事既然是按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彼此服事，

照着不同的功用在发挥的时候，

彼此相助 好像全身不同的器官发挥正常的功能 彼此相助、好像全身不同的器官发挥正常的功能

 全身都健康、身体就增长，而且在爱中建立自己

这是在强调恩赐、这是神的爱，

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

 这也是爱，让人家得益处

 彼此建立、自己也被建立彼 建 、自 被建

让我们看到恩赐的功用跟目的。



11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1.使徒— 教会奠基者、打根基的人，

地基好了以后，上面可以发展的很快。地基好了以后，上面可以发展的很快。

弗二20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使徒代表新约、先知代表旧约，都是打根基的人，

新约为什么常把使徒放在先知前面呢？新约更清楚…
旧约常做预表、预言，新约就是应验、实现、落实

使徒比先知更清楚

耶稣基督的救恩、教会的真理、未来的启示

使徒都是见过耶稣的人，

在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做更完整的启示
重要性在前面，所以圣经先讲使徒再讲先知。

今天还有没有使徒？有一些教会还在按立使徒，合不合适呢？

新约到 启示录 写作完成 前后大概六 七十年新约到 启示录 写作完成，前后大概六、七十年，

有多少人被称为使徒呢？除十二使徒以外，

徒 犹大出卖耶稣 补了马提亚 徒一 犹大出卖耶稣，补了马提亚
 耶稣的弟弟雅各，保罗、巴拿巴
总共只有十六个人被称为使徒总共只有十六个人被称为使徒，

如果使徒的制度、头衔，有传承下去的话，

应该不会只有十六个人被称为使徒应该不会只有十六个人被称为使徒。

今天教会再按立使徒，好像也没有直接违背圣经，

可是既然那六十几年都没有别人被称为使徒，

为什么一定要有呢？保守一点是不用为妙，什 有 ，

按圣经所讲的长老、执事、众圣徒不是很好吗？

 如果有人坚持要用，也不要浪费时间去反对，如果有 坚持要用， 不要浪费时间去反对，

因为也没有违背圣经

2.先知
广义的先知 就是讲道 无论公开或私 讲广义的先知 — 就是讲道，无论公开或私下讲

狭义的先知 — 就像亚迦布，

将有大饥荒 后来 然有徒十一28预告将有大饥荒，后来果然有了
徒廿一10-11指着保罗说预言，保罗要被补，

后来应验了后来应验了
很明确的指着将来做预告，是狭义的先知

现在教会的混乱，

就是把后面这个当做更优先的就是把后面这个当做更优先的，

把前面那个当做老生常谈，不重要。

这两个不是二分法 不是要彼此否定这两个不是二分法，不是要彼此否定

但是圣经真的有明确的优先次序，

我们 要按着自己的喜好 弄颠倒了我们不要按着自己的喜好，弄颠倒了

3.传福音的— 每个基督徒都要传福音，

但有些人特别有传福音的恩赐 就是布道家但有些人特别有传福音的恩赐，就是布道家。

 布道家好像都是大场面，面对几万个人

赖明芳老师【小布道家】 是 称赖明芳老师【小布道家】也是很好的名称

每个基督徒都需要成为传福音的，

福音 责但有人传福音为主要的恩赐跟责任。

4.牧师— 为什么传福音的在牧师前面呢？牧师 为什 传 音 在牧师前

跟今天不一样，就是牧者，主要的责任是照顾羊群，

是传福音的先把羊生下来，牧者才照顾羊群是传福音的先把羊生下来，牧者才照顾羊群

 今天牧师是整个教会的主任牧师，

好像大公司的 CEO 做总裁跟执行好像大公司的 CEO 做总裁跟执行

这么广的服事是教会历史的产物，

不是圣经直接教导的制度 圣经的牧师不是圣经直接教导的制度，圣经的牧师
是比较狭义的，正确的翻译应该是牧者。



圣经提到牧者有 29 次，14 次指耶稣基督，

包括包括 太二6，廿五32，廿六31，可十四27…
 7 次在讲牧羊人 — 真的在放羊的

剩 次 次讲长老剩下 8 次，2 次讲长老—

徒廿28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们说：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牧者 动词 长老要牧会 要做牧者就是牧者，动词，长老要牧会、要做牧者

彼前五2彼得跟长老们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

 1 次比较像今天的牧师 —
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师。师

牧师是牧者，是比较狭义的

今天要做整个教会的总领导、总协调者，今天要做整个教会的总领导、总协调者，

不是圣经直接教导，是教会历史的产物

5.教师— 使徒、先知、传福音的、
牧师跟教师 都需要传神的道牧师跟教师，都需要传神的道，

有一些人是专心在教导，

有教 教导 样有教师的职份、教导这样的恩赐。

弗四11虽然只讲五方面的职份，却是最核心的 —弗四11虽然只讲五方面的职份，却是最核心的
长老 领导、带领教会

执事 分担各样行政杂务执事 分担各样行政杂务

众圣徒 按各样不同的恩赐、彼此配搭

宗教改革以前，个别的教堂是由神父、祭司带领的，

改革之后，基督教或归正宗，不用神父头衔，

改成牧师，由牧师来带领教会

加尔文更强调直接按圣经的教导，

由长老们一起来领导教会

今天的教会多数都是牧师的制度，

 好像跟新约圣经的强调是不一致的

有的教会就是拒绝使用牧师的这个头衔，

像倪柝声弟兄召会的系统、弟兄会的系统…
都是反对牧师制度的

其实只要照圣经的精神来调整就好了—
牧师不要把自己当教会的最高领导者牧师不要把自己当教会的最高领导者，

 把自己当做协调者、

当做长老中的 个当做长老中的一个

 而且连络众长老

起来领导教会 牧养教会一起来领导教会、牧养教会

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不 定要搞革命 反对牧师不一定要搞革命、反对牧师。

教会行政现在一般有几方面…

1.监督制，也称为主教制，就像 —
 天主教或者叫罗马公教，

一直都是主教制，

地区的教堂有神父，

更上面有主教、大主教

某些基督教像英国圣公会，也是有主教，

相当有权柄来领导地区的教会

也包括像卫理公会或循道会卫理宗，理公会 循道会 理宗，

有很多还是监督制的

监督制虽然没有直接违背圣经监督制虽然没有直接违背圣经，

可是对圣经「人人皆祭司」的精神，

其实有点违背…



「人人皆祭司」不是马丁路德发明的，圣经屡次强调 —
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 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出十九4-6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要成为祭司的国度。

彼前二 引用 出十九4-6，把 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
扩大成为四句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有君尊的祭司扩大成为四句 —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

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
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 在表达我们都是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在表达我们都是，

把那时教会忽略的重要真理，

提醒 强调 复兴过来提醒、强调、复兴过来。

启一6我们成为国民、神国的百姓，我们都做父神的祭司。启 6我们成为国民、神国的百姓，我们都做父神的祭司。
启五9-10耶稣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了人来，

让他们都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让 们 归于神，又叫 们成为 民，
做祭司归于神。

我们人人都是祭司，监督制主教的权柄很大，

比较不合乎「人人皆祭司」的精神。

2.长老制—加尔文强调长老们来治会，

是圣经比较直接的制度是圣经比较直接的制度

长老会、改革宗…就用长老制

这叫代议制 全体信徒选出长老这叫代议制— 全体信徒选出长老，

由长老们共同成为领导，不必凡事

跟众圣徒讨论，直接做决议，来带领教会。

3.会员制— 浸信会、公理会、很多独立教会都是会员制，会员制 、 、很多 教 都是 员制，

由众圣徒一起决定教会重大的事情

不是每个来聚会都是会员，不是每个来聚会都是会员，

各宗派都有一些规矩 —
有没有稳定、是不是受洗、有没有稳定、是不是受洗、

来教会已经聚会多久…
重大的事情由会员大会决定重大的事情由会员大会决定，

会员都有一票，不由长老决定。

4.无组织制— 众圣徒一起起来服事，不要牧师、长老，

反对牧师的制度 反对宗派的制度 反对牧师的制度、反对宗派的制度

弟兄姊妹在一起就是教会了，一切组织都是人为的

实际是 能的 没有组织 任何团体都 法运作实际是不可能的，没有组织，任何团体都无法运作，

那些强调不要组织的，其实中间也有组织，

例如召会，不要宗派、不要牧师，

 可是所谓前面的弟兄就是领导了，

有不同的职份分担行政杂务

 强调众圣徒都要起来讲道、做圣工

5.混合制— 把主教制、会员制混合在一起，

例如循理会、行道会、神道会…

有兴趣的可以去研究教会历史、

改教以后的历史、近代的教会史改教以后的历史、近代的教会史，

都可以对各教会的情况做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