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十二3-13 教会的生活，讲论教会内的情况，

罗马书

第廿五课…

信徒的教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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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有很多比喻讲到教会像什么：
教会是神的家 神的圣殿 神的羊群
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圣殿、神的羊群、
神的灯台、神的军队、基督的新妇等等，
不过最好的是基督的身体，
不过最好的是基督的身体
因为讲到了有关联的、是彼此配搭的。
保罗用身体作比喻，很可能是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
保罗用身体作比喻
很可能是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
遇见主耶稣的时候，就领悟出来了…
他听到耶稣在天上喊他：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保罗马上问：「主啊，你是谁？」
耶稣回答：「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
保罗想：「我只有打基督徒，为什么耶稣说我逼迫他呢？」
我想保罗就领悟好像打一个人的脚、他的头会不舒服，
他打基督徒，结果耶稣就不舒服了。
天上的耶稣和地上信耶稣的人，好像一个身体的关联。

保罗用基督的身体比喻教会
保罗用基督的身体比喻教会：
 个人在神面前是一个活祭的人生
 众人一同活在神面前
要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
能够彼此配搭、彼此关联，
能够彼此配搭、彼此关联
联合在一起成为教会
教会的生活非常重要
教会的生活非常重要，
一团的炭火愈烧愈旺，
把 根炭火拿出来、就很快熄灭了。
把一根炭火拿出来、就很快熄灭了。
我们都作活祭、事奉神，
 许多这样的基督徒连在一起
愈烧愈旺
 单独一个人会渐渐冷淡
所以教会的生活非常重要。

在保罗很多书信中间，都讲到教会像基督的身体，
 一种生命的关联、然后有美好的配搭
种生命的关联 然后有美好的配搭
 一个人的身体，有手、脚、四肢、五官，是关联的，
所有肢体不同的功用 却是配搭的
所有肢体不同的功用、却是配搭的
十二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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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合乎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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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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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 各有不同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
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
或作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作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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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人不可虚假 恶 要厌恶；善 要亲近
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地款待。

我们不一样的恩赐、才干，神把我们拯救、放在一起，
在主耶稣基督里好像 个身体 样
在主耶稣基督里好像一个身体一样，
 主耶稣是我们身体的头，
指挥 代表 供应需要的源头
指挥、代表、供应需要的源头
 肢体要彼此联络关联，
把不同的恩赐要有美好的配搭

若不关联，不少人礼拜天看看电视节目，
不去礼拜堂 不跟人来往 这是很危险的
不去礼拜堂、不跟人来往，这是很危险的。
好像打一个结、血液循环不通，那就不好了。
肢体不关联是很可怕的，
肢体不关联是很可怕的
手表、眼镜拿下来，都不会可怕，
但是把眼珠挖出来、把手砍下来就可怕了。
劝主内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教会，
找
找一个你适合参加
个你适合参加、神感动你去的，
神感动你去的
跟教会的其他肢体互相联络，
就能同走属灵的道路
 除了主日敬拜神，
找一个教会里适合的小型聚会，
小 聚
团契、小组、姊妹会、弟兄会…
才能跟肢体有好的配合、
互相联络作肢体

肢体必须是关联，才是一个身体，
四肢 五官 百节 各体 有神经 血液系统关联
四肢、五官、百节、各体，有神经、血液系统关联，
 如果把手用绳子绑起来，
绑久了血液循环不通、就不关联了，
慢慢愈久之后细胞都会坏死了
 教会不同的弟兄姊妹集合在一起，
教
要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帮助、
彼此代祷、彼此劝戒，
这些彼此的人生非常重要！

上帝按着信心的大小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我们不要把自己看高 但也不要把自己看低
我们不要把自己看高、但也不要把自己看低，
好像人的身体有不同的功用。
什么叫作信心的大小？就是信心有大有小，
什么叫作信心的大小？就是信心有大有小
主耶稣常常责备门徒们「小信的人哪」，
担忧吃什么 穿什么 看见风浪就害怕了
担忧吃什么、穿什么，看见风浪就害怕了、
遇见什么事就失了信心，但是愈来愈信心成长
 为什么「神所赐的有大有小」？
十二1-2 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你真的是这样的人生吗？真的让主管理吗？
愈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人，神就更多把信心赐给他了


所以不能只讲神的主权、还要讲人的责任，
所以不能只讲神的主权
还要讲人的责任
 神乐意把更大信心赐给基督徒
 但愿你都是献上自己当作活祭，
但愿你都是献 自
作活祭，
遵主旨意、为主而活！

不同的恩赐、肢体在教会中，就应该美好的配搭，
说预言 作执事 作教导 劝化 施舍 治理 怜悯人
说预言、作执事、作教导、劝化、施舍、治理、怜悯人…
个人恩赐不一样，就好像身体，
不同的肢体功用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肢体功用是不一样的
愈去用它、它功用就愈能够发挥，
愈不去用它、愈没有它的功用了。
有人弹钢琴、有人是赛跑的…
 在教会中也是如此，
在教会中也是如此 一个恩赐小小的人
个恩赐小小的人，
肯去用、愈用恩赐就愈来愈大，就能更发挥了，
他现在专 作劝化，慢慢地
他现在专一作劝化，慢慢地
神就把教导恩赐、讲道恩赐、把布道恩赐给他，
被 用
他慢慢就更能被神用


所以主耶稣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凡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夺去。」
恩赐要发挥、要配搭。

配搭，是尊重别人的恩赐、跟别人一同来发挥，
大家都不肯去发挥 就剩下两三个人 就辛苦 劳累
大家都不肯去发挥，就剩下两三个人，就辛苦、劳累。
用身体作比喻，是最好的配搭的一种表现：
 比方眼睛很重要，但是把面包塞到眼睛里、那就不行了
比方眼睛很重要 但是把面包塞到眼睛里 那就不行了
 各有各的用途，要学习尊重别人的恩赐，
我们照着我们的恩赐 即使没有那么重要都不要紧
我们照着我们的恩赐，即使没有那么重要都不要紧
如果让你选作眼睛、还是选作眉毛呢？
可能大半的人会选眼睛，
可能大半的人会选眼睛
 不过上帝配搭眉毛给眼睛是非常有意思的–
眉清才目秀、眉目传情，没有眉毛怎么办呢？
 上帝配搭眉毛跟眼睛，就好像教会里面
，
有的人很能干、做很多事情，
有的人一点点的本事才干，先做很少的事情，
现在让别人先作眼睛、自己好好作眉毛
这是圣经里面用身体作比喻，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神给的恩赐是多样的：罗马书 提了七样、
林前十二 提了九样、
提了九样 弗四 提了五样，
提了五样
这些恩赐上帝按着信心的大小给个人，
然后照着我们信心的程度来服事神。
然后照着我们信心的程度来服事神
作先知讲道、说预言，是有两种的，
 宣告神的旨意，就是讲道，
宣告神的旨意 就是讲道
旧约先知都会宣告神的旨意–
耶和华提到以色列百姓的罪恶，
耶和华提到以色列百姓的罪恶
要悔改、认罪、离开偶像、敬畏神
 预告神的旨意，讲将来可能的事情，
 旧约先知预告弥赛亚来到，童女怀孕生子
，
且要生在伯利恒，也有对列国的预言
 新约，说预言，还是有这一种的恩赐–
亚迦布预言有饥荒发生，
预言保罗要被捆锁、在耶路撒冷被逮捕

身体不会互相嫉妒的、一定是互相合作的，
比方右手比较能干 左手 定不会嫉妒右手的吧？
比方右手比较能干，左手一定不会嫉妒右手的吧？
一只蚊子咬到右手，左手绝对不会说：活该！
一定马上就打过去 解决问题
一定马上就打过去、解决问题。
保罗要我们互相联络作肢体、在基督里成为一身，
 主耶稣是我们的头，
主耶稣是我们的头
头是指挥人的身体各部分、做什么做什么，
头也是代表我们的 护照上的照片都是照我们的头
头也是代表我们的，护照上的照片都是照我们的头
 耶稣是这个身体最重要的，一切为着主耶稣，
个为主耶稣而活的人生在教会里面要显出来
一个为主耶稣而活的人生在教会里面要显出来
我们就照着神按着信心大小所给我们的恩赐，
为神好好讲道 服事人好好服事 爱人不可以虚假
为神好好讲道、服事人好好服事、爱人不可以虚假、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这就是基督徒在 起的生活，
这就是基督徒在一起的生活，
彼此之间的关怀、彼此之间的一些联络。

有相当多的教会，强调、喜欢说预言，
这是很危险的，
这是很危险的
 指着别人说预言，会影响他的各种表现
 把神的真道、神所托付的信息，按正意分解神的道，
把神的真道 神所托付的信息 按正意分解神的道
这是先知讲道、说预言一个重要的表现
教导–作主日学老师、圣经班老师
教导
作主日学老师 圣经班老师
劝化–用辅导、安慰
施舍–很有心
施舍
很有心，把钱财去帮助人的，
把钱财去帮助人的
那是积攒财宝在天、上帝要记念
教会的长老、执事，治理教会各样的事工
怜悯人的–去看顾病患、帮助老年人…
这些不同恩赐好好配搭，神的教会就能兴旺、主耶稣基督的名
不 恩赐好好 搭
教
就会得荣耀、神的福音就能广传。
愿众基督徒好好参加教会，
愿众基督徒好好参
教会，
配搭事奉、荣神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