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員：楊志明牧師 

⼆、信息：務必要做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三、經⽂：林前 12 ：1－27 、14 ：1－5 、18 －19 

四、前⾔：善⽤恩賜祝福了別⼈，更為⾃⼰創造了今⽣與永世喜樂幸福的未來。 
感謝神，因著哥林多教會因說⽅⾔之恩賜造成教會聚會時的⼀些困擾與失序，因此保羅 
對恩賜有了更深⼊的教導。 
 

五、⼀、恩賜是什麼？ 
（⼀）字⾯之意義：它是神無條件賜給⼈的禮物，是⼈與⽣俱來服事神、服務⼈的才幹與性情。 

故每⼈必有⼀或多樣恩賜，天⽣我材必有⽤，應感恩。 
（⼆）經⽂之意義（12：4－6）：它關係到職稱⾓⾊之定位與功能之不同，有時混⽤。就如聖 

⽗、聖⼦、聖靈三位⼀體真神的職份⾓⾊不同，卻在⼀體中分⼯合作。 
 

六、⼆、恩賜的性質：以⾝體與肢體間關係做⽐喻 
（⼀）多樣性：因⼈的受造有限性，故各有所需，也各有所⾧，「術業有專攻」需要彼此幫補， 

⼈⽣才能完善。舉凡所有有益於他⼈⾝、⼼、靈⽅⾯之做事能⼒與性情，皆是神的恩賜。 
但聖經提到較多教會中需要的恩賜才能。「這⼈蒙聖靈賜他智慧的⾔語，那⼈也蒙這位聖靈 

賜他知識的⾔語，又有⼀⼈蒙這位聖靈賜他信⼼，還有⼀⼈蒙這位聖靈賜他醫病的恩賜，又叫⼀ 

⼈能⾏異能，又叫⼀⼈能作先知，又叫⼀⼈能辨別諸靈，又叫⼀⼈能說⽅⾔，又叫⼀⼈能翻⽅⾔。 

這⼀切都是這位聖靈所運⾏、隨⼰意分給各⼈的。」「神在教會所設立的：第⼀是使徒，第⼆是 
先知，第三是教師，其次是⾏異能的，再次是得恩賜醫病的，幫助⼈的，治理事的，說⽅⾔的。 

豈都是使徒嗎？豈都是先知嗎？豈都是教師嗎？豈都是⾏異能的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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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 

式，百節各按各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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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2：8－11、 28－29、羅 12：6－8、弗 4：11、16） 

（⼆）尊貴性：在神眼中盡都相同，無尊卑之分。 
（三）功⽤性：有⼤⼩之分，以能貢獻服務造福多少⼈⽽定。如做先知講道恩賜與說⽅⾔恩賜 

相互⽐較。 
做先知講道：造就多⼈，貢獻較⼤，獎賞也⼤。 
說⽅⾔：只造就⾃⼰，貢獻較⼩，但也很重要，不應忽視。 

（三）發展性：恩賜是需要⼈⾃⼰努⼒去發掘並發展的，以致於可以由無變有，由少變多，由 
      ⼩變⼤。（14：1、12） 

§ 簡易恩賜發掘法：「⾃⼰喜歡，別⼈也喜歡。」 
§ 簡易恩賜成⾧法：「多多服事，熟能⽣巧。」 
故為了使⾃⼰在愛神愛⼈之⼼能夠成⾧，應羨慕善⼯，羨慕蒙主使⽤，追求更多更⼤的 
恩賜，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為他⼈及⾃⼰創造幸福喜樂的未來。 
 

七、三、總結： 
（⼀）神賜「恩賜」祂兒⼥之⽬的：為了群體（教會）共同的益處。 
（⼆）為了祂永世愛的國度之需要。「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最要緊 

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各⼈要照所得的恩 
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彼前 4：7－10） 

 
      

講 台 信 息 



綜 合 消 息 

1、 歡迎第一次新來的朋友及線上的朋友，在主日的早

晨和我們一同敬拜主，領受屬天的祝福 ！ 

2、今聖餐主日，服事同工孫小玲、顏志穎、李至倫、鄭

妍緹，請預備心。 

3、主日後舉行小組同工召聚，區長、正副小組長、屬靈

家長請留步。 

4 、「聖靈更新營」已於昨天圓滿結束。請福長們把握幸

福小組在第七週介紹幸福的教會，鼓勵 BEST（剛參

加過營會的學員）參加洗禮，與我們成為一家人，

同享在教會裏的美好團契。 

5、聖誕節洗禮訂於 12/25(日)舉行，即日起接受報名，

受洗者請提供基本資料及兩吋相片 2 張。 

6、空中英語教室與天韻聯合舉行聖誕音樂會，於 12/9

（五）晚上 7:30 在高雄靈糧堂，欲參加者請自行掃

QR-Code 索票。 

7、12/31「跨年禱告會」預作見證者，請盡快向行政同

工報名，名額有限哦！ 

8、本堂羅夢同弟兄已於 11 月 28 日安息主懷，將簡單

舉行家庭追思，求主豐盛的憐憫與安慰臨到他所有

的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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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家人座談會 

§ 12/31 跨年禱告會 

 



� 綜 合 消 息 � 

2. 歡迎第⼀次新來的朋友及線上的朋友，在主⽇的早 
晨和我們⼀同敬拜主，領受屬天的祝福 ！ 

2. 今⽇聖餐主⽇，服事同⼯為⺩璉勝、葉慧芳、陸依箖， 
吳佩蓉，請預備⼼。 

3.「祝福有夠神」⺫前已有九個⼩組為 best 完成報名， 
尚未登記的⼩組請加快腳步哦！⾄ 9/11 截⽌。共三 
個時段（上午 10-12 點、下午 3-5 點、晚上 7-9 點）。 

4.「⽣命衝擊營」已於 8/31 結⽌報名，但仍有弟兄姐妹 
陸續報名中，因此持續開放，⾄額滿結⽌，⿎勵邀請 
Best 參加。 

5. 第⼋期幸福⼩組將於 10/24 開跑，請各組提供福⾧ 
及同⼯名單，也請預備隊呼囉！ 

6. 溫馨提醒：親⼦室僅提供三歲以下的幼兒由⽗⺟陪 
同，聆聽主⽇崇拜，超過此年齡的兒童，請⾄兒主教 
室上課，謝謝配合。 

7. 疫情好幫⼿〜「防疫噴霧槍」每組優惠 140 元，餘數
不多，歡迎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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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上帝的安排，都是愛 
約書亞學⻘／林璟涵姐妹 

 
在我成為基督徒後，我⼀直很想「感受」神。因為在教會常常會看到有很多⼈分享⾃⼰是如何經

歷神，我⼀直覺得⾃⼰沒有像他們有那麼明顯的領受，我很羨慕。在幾個⽉前，我⾃⼰也發⽣了⼀件
很神奇的事。 

⼤四快畢業的時候，我為了進⼊研究所，所以⼀定要準時畢業，但我是轉學⽣所以補學分補到壓
⼒很⼤，還有語檢畢業⾨檻要拼。多益考了很多次，到後來我開始懷疑⾃⼰，也不理解上帝為什麼不
幫我。某⼀天，我突然做了⼀個夢：「夢裡的我站在⼀個很明亮潔⽩的地⽅，前⾯有⼀個穿著⽩袍的
⼈正在擁抱另⼀個⼈。當下不曉得為什麼就覺得祂是耶穌，但我很清楚的記得這個念頭⼀出現，就出
現另⼀個聲⾳告訴我：『這不是真的，⼀切都不是。』當這個念頭出來的時候，我眼前穿著⽩袍的⼈突
然朝我⾛來，然後抱著我跟我說話。當下我不停流淚。」就像很多⼈⼀樣，醒來後會忘記夢⾒什麼，
直到我滑開⼿機，看到我的記事本，裏⾯記錄著耶穌在夢裡跟我說的那句話：「我要賜給你善良、智
慧、並使你圓融。」看到這句話之後，夢裡的所有細節，突然回到我的腦袋裡了。那天我真的覺得很
神奇，也將這件事跟我的好友分享。 

我上篇的⾒證提到，我那陣⼦愁著想順利進⼊研究所，但⾨檻⼀直沒過，在最後⼀次分數「剛好」
過了。在那段期間，教會有邀請傳道來為我們預⾔祝福，她說她看⾒我⼀直追求⼀些我根本可有可無
的東⻄，然後也⼀直在把這些東⻄丟掉。當時我根本不懂這是什麼意思，只有滿頭問號。當時陪伴約
書亞的秋真姊⿎勵我，把這段預⾔記錄下來，以後再來看，會懂！現在，我真的深刻的體會也明⽩了。 

進⼊研究所後，我發現我不知道我到底在追求什麼，似乎只是不想讓家⼈失望，落⼊了所謂「成
功的陷阱」。進⼊⼀個我完全不熟悉的領域，也遭受到很多⾔語和⼼靈上的打擊。我⼜陷⼊另⼀個⾃
我懷疑和焦慮之中。在各種掙扎過後，我選擇不繼續唸碩⼠了。做出選擇後其實也鬱鬱寡歡，因為要
⾯對家⼈對我的失望以及就業的壓⼒。在某天我坐在沙發上滑著 104 的網站，⼀邊在⼼裡跟上帝吶
喊：「主啊！能不能從天上掉下⼀份好⼯作給我！」不可思議的事⼜再度發⽣了！我的 Line突然來了
⼀通電話，是⼀位很久沒⾒的朋友的媽媽打來的，⼀接起來那位阿姨就問：「璟涵，妳找到⼯作了嗎？」
然後，我就獲得了⼀份與我⼤學專業相關的⼯作，明年⼀⽉就要上班了！在沒有教師執照的情況下，
我竟然因著平時的家教經歷和補習班代班經驗⽽被國⼩選中，當起了⼩學代課⽼師。 

如果我沒有進⼊研究所，我不會諒解上帝為什麼不幫我。如果我沒有認識兒時的那位朋友，她媽
媽也不會找到我，問我能不能去⼯作。如果我沒有先前在補習班和家教的教學經驗，我沒辦法在沒有
教師執照的情況下，去⼩學教書。如果我不認識上帝，沒有他的愛和幫助，我沒辦法回頭看⾒⽣命中
的這些點連成線後，有多奇妙。 

分享⼀篇我在基督教網站發的貼⽂：「不要沮喪，沒有⼀件事，是忽然臨到我們⾝上的，我們沒有
偶然的境遇。⽗神是主宰⼀切的，祂安排每件事。祂知道你需要幾根頭髮，神給你的不會多於或少於
你所需要的。祂是主宰⼀切的，祂知道。祂使萬⼈、萬事、萬物都互相效⼒，叫你得益處。」 
希望⼤家，有⼀天回頭看的時候，也會發現上帝所做的⼀切，都是最美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