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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版

第6课 8月1日-8月7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0年第3季‧7～9月

无限的可能

安息日下午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林前 12:12；太 3:16-17；林前 12:7,林前 1:4-9；太 25:14-30。

存心节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人的。”（哥林多前书 12:11）

上帝呼召我们为祂做见证（徒1:8；赛43:10）。见证并不是一项特殊到只

有少数被拣选的人才能拥有的恩赐才干。做见证乃是对每位基督徒发出
的神圣呼召。

《圣经》使用不同的用字遣词来形容我们在上帝面前所受的呼召。我们
要做“世上的光”、“基督的使者”以及“有君尊的祭司”（太5:14；林

后 5:20；彼前 2:9）。这位呼召我们做见证及服侍人的上帝，也同样装备

我们。祂分赠不同的属灵恩赐给每位信徒。上帝呼召人，并不是选择那
些在人眼中视为条件最好的，而是把最好的条件赐给每个乐意受祂呼召
的人。正如祂将救恩白白地赐予凡愿意信祂的人一般，祂也将恩赐白白
地赐予他们。

当我们把自己献给上帝，愿意终生为祂效力时，我们在服侍上的潜力
就没有穷尽。“对于一个舍己、乐意让圣灵在他心里做工、并度在上
帝里全然成圣之生活的人而言，其潜力乃是无限的。”──怀爱伦，

《论．健康布道》（编按：旧版原书名为《服务真诠》，The Ministry of
Healing），原文第159页。

在本周课程中，我们将研究，透过圣灵的恩赐我们在服侍上可以获得的
无限潜能。

■研究本周学课，为8月8日安息日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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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8月2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0年第3季‧7～9月

【不同的恩赐：在服侍中合一】

你是否曾经思考过门徒彼此之间的
歧异有多大？他们的背景、性格、
脾气和恩赐都不尽相同。但这一点
并没有对教会构成阻力，它反倒成
为助力。马太是一个税吏，他为人
精于算计、从不出错。相反的，彼
得说话常常不经大脑，但他为人热
心又主动，也有天生的领导风范。
约翰心肠软，但他也很敢说话。安
得烈人缘极好，也对周围的人事物
很敏感，容易察觉到他人的需要。
多马天生好质疑，而他也经常提出
疑问。这些门徒当中的每一个人，
虽然性格才干各异，但都被主大大
地使用，来为祂做见证。
请阅读林前 12:12-13,18-22。关于
基督的肢体──教会需要不同恩赐
的人，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中看见
什么？

上帝乐于接纳拥有不同背景、才干
及能力的人，并为了服侍分派他们
不同恩赐。基督的肢体决不是由单
一群体、性质相似的人所组成。它
并不是一间由自认拥有相同背景的
人组织的俱乐部。它是由不同恩赐
的人组成的动态团契，这群人因他

们对基督和《圣经》的爱团结在
一起，他们委身要分享祂的爱，
并与世界分享真理（罗 12:4；林
前 12:12）。基督肢体的成员们拥
有不同的恩赐，但每个成员都是宝
贵的；对于基督肢体的健康运作也
是缺一不可的。正如眼、耳、鼻功
能各异，但都是身体不可或缺的，
因此所有的恩赐都是必须的（林前
12:21-22）。
若你仔细观察并研究人体，就会发
现即便是最小的单位亦有它无可替
代的重大功用。想想你的睫毛──
若我们真的失去了像睫毛这样看似
微不足道的构造会如何呢？灰尘的
微粒会模糊我们的视线，其造成的
结果可能导致无法修复的伤害。教
会里看似最微小、最不重要的成
员，亦是基督肢体的基本组成分
子，也是受圣灵恩赐的。当我们全
然将这些恩赐献给主时，我们每一
个人就都能带来永恒的改变。
无论你多么有才华，是否有些事是
你不擅长、但其他教会里的成员却
精通的？对这件事的观察和认知如
何帮助你坚守自己的岗位并发挥所
长？

星期一

8月3日

第6课／无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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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一切恩赐的供给者】

根据林前12:11,18；弗 4:7-8；以及
雅 1:17,上帝乃是一切恩赐的源头，
世上“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来自于
祂。因此，我们可以确保祂会依照
我们各人的特质，将最适合我们的
属灵恩赐赐给我们，而祂也会善加
使用我们的才干和技能来为祂服
务，并荣耀祂的名。
请阅读马可福音13:34及哥林多前书
12:11。上帝将属灵恩赐给了谁？

《圣经》的阐述十分清楚。上帝分
派给我们每一个人一项特別的任
务，是要将福音传给人。在耶稣的
比喻中，那位即将离家的主人临走
前，将家业交给他的仆人管理，他
分派给每位仆人不同的指定任务
（可13:34）。各人有各人的要务，
上帝将属灵恩赐分赠众人，为的是
要交付他们受召要完成的属天任务
或事工。当我们将自己的生命献给
主，并透过浸礼成为祂肢体──也
就是教会的一分子，圣灵便分派恩
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为这肢体服
务，向世界做见证。
1903年，怀爱伦写信给某位人士，
鼓励他将上帝分派给他的恩赐用于

服侍上。她如此写道：“我们都是
上帝家庭中的成员，或多或少都被
赋予了从天而来的恩赐，对于恩赐
如何使用我们必须负起责任。无论
我们的才干大或小，都要为主的服
侍而善加利用它，我们也要认明各
人都拥有善用其恩赐的权利。”

“无论多么微不足道，我们永
远不该轻视任何身、心、灵的
资产。”──信函260（Letter
260），1903年12月2日。
请阅读使徒行传 10:36-38,马太福
音 3:16-18,以及使徒行传 2:3842。关于受洗时圣灵所赐的应许，
这些经文告诉了我们什么？

正如耶稣受浸时接受圣灵恩膏，为
要将福音传遍天下预备并装备自
己，我们每一个人受洗时也获得了
圣灵同在的应许。上帝渴望使我们
得着那积极的保证，祂已实现了祂
的话语，分派了属灵恩赐给我们，
为了要将祝福带给祂的教会和这个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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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8月4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0年第3季‧7～9月

【属灵恩赐的目的】

请阅读哥林多前书12:7及以弗所书
4:11-16。为何上帝要将属灵恩赐给
每位信徒？这些恩赐目的为何？

属灵恩赐具有许多功能和目的。上
帝赐下这些恩赐，是为了要培育并
加添力量给祂的教会，好完成其布
道事工。它们的存在是为了要培育
出合一的教会，预备完成祂在世上
的使命。《圣经》的作者呈现了许
多上帝赐给教会的属灵恩赐范例：
如牧养、服侍、宣讲、教导、鼓励
及施舍。此外，它也提到其他恩赐
诸如热心款待、帮助、怜悯人及甘
心乐意服侍等等。在此不一一赘
述，完整列表请参照罗马书第12章
及哥林多前书第12章。
你可能会有些疑惑，不明白属灵恩
赐和天生的才干有什么不同？属灵
恩赐乃是神圣的天分，由圣灵分派
给每位信徒，以此装备他们，使他
们能从事教会的布道及为世界服务
的工作。这当中也包括由圣灵认
可、并用于为基督服务的天生才
能。人的一切天赋才干都是上帝赐
予的，不过并不是每一项都会用于
为基督服务的事上。

“比喻中的银子不仅代表圣灵的特
別恩赐，也包括一切先天或后天
的，肉体或属灵方面的才能。这一
切才能都要用来为基督服务。我们
既成为祂的门徒，就应当把自己，
以及我们一切所有的都奉献给祂。
这些才能经祂洁净与提炼之后，再
归还我们，用来荣耀祂并造福同
胞。”──怀爱伦《基督比喻实
训》，原文第328页。

再者，上帝已在教会建立了许多特
殊的恩赐，例如预言的恩赐以及教
会里的各种职分，如牧师和长老就
是基督肢体中、担任教师职分的
人，他们负责培养并装备每位信徒
来服侍（见弗4:11-12）。教会所有
领导职分的功用，皆是为了要协助
每位教友找出自己的属灵恩赐，并
教导他们善用这些恩赐，以強健基
督的肢体。
你拥有哪些天生的才干是在属世环
境中非常有用，但也可以为教会带
来祝福的呢？

星期三

8月5日

第6课／无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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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你的恩赐】

比较哥林多前书1:4-9和哥林多后书
1:20-22。关于上帝的应许，这些经
文透露了什么讯息？特別是有关基
督再来之前的属灵恩赐？

上帝应许在我们的主复临之前，祂
的教会要展现圣灵所授予的全部恩
赐。祂的应许是确定的。祂已在我
们心中赐下圣灵的见证，来引导我
们明白祂所给予我们的恩赐。祂是
提供恩赐的上帝，也是祂透过自己
的灵，将恩赐显现给我们。
阅读路加福音11:13,雅各书 1:5及马
太福音 7:7。若我们想找出上帝赐
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祂会建议
我们怎么做？

当我们将自己献给上帝，我们就领
受了由祂的灵所给予的恩赐，并祈
求祂将所赐的显现给我们。当我们
的心不再为自我荣耀所填满，转而
将服侍基督视为生命中的首要之
事，祂的灵就会将祂为我们预备好
的恩赐启示我们。“在门徒借着信

心与祈祷完全顺服圣灵的运行之
后，他们才领受了圣灵的沛降。从
特殊的意义上说，天国的‘家业’
这时才托付给基督的门徒……这些
恩赐在基督里已经属于我们了，但
实际的获得却在于我们是否领受了
上帝的圣灵。”──怀爱伦《基督
比喻实训》，原文第327页。
属灵恩赐（见林前12:4–6）是上帝
所赐，使我们能有效地为祂服务。
平常的布道事工是我们可以展现自
己恩赐的一般场域，到了为特定主
题或节日举办活动时，则可以让我
们有机会善用恩赐。属灵恩赐给予
某人时，并不是一开始就发展完全
的。当圣灵启示你从事某些领域的
服侍时，要祈求祂引导你着力于某
一特定事工，好让你能够透过外展
活动充分发挥长才。

你的专长是什么？更重要的问题
是，你如何发挥、增进这些才干，
使它们能为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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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8月6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0年第3季‧7～9月

【使我们的才干增长】

请阅读马太福音25:14-30中，按才
干接受托付的比喻。在这故事中，
你认为哪一个观点是最显著、也最
具重要意义的？为什么前两个仆人
的作法受到上帝称许，最后一位仆
人却受到责备？关于如何善用我们
的才干，这一则比喻教导了我们什
么？请特別注意马太福音25:29。

主人是按每位仆人“各人的才干”
（太 25:15）来分配家业。每人
得的银子数目都不同。一个得了
五千，一个得了两千，另一个得了
一千。每个仆人都可以选择如何投
资或使用受托的才干。这其中的一
个重点在于，他们所得到的都不是
属于自己的。这产业的所有权乃是
属于別人的，那人只是将管理权托
付给他们。
主人最关切的，并不是哪位仆人的
才干最多或最少。因为重点不在于
他们每个人本身拥有多少才干，而
在于他们各人如何运用这些才干。

保罗在林后8:12说：“因为人若有
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
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对上
帝来说最关键的不是你拥有多少，
是你如何运用所拥有的。

上帝称赞前两位仆人，是因为他们
忠心地运用了自己的才干。他们的
才干因善用而累积。至于那位“又
恶又懒”的仆人，因丝毫没有使用
主人所赐的才干，以至于它们也无
法获得半分的增长。这其中不变的
真理就是“服务的定律就成了我
们与上帝，我们与同胞之间的连
结。”──怀爱伦，《基督比喻实
训》，原文第326页。不忠的仆人彻
底浪费了他服务的机会，因此他最
终连服务的能力也一并失去了。
当我们善加利用上帝所赐的各项天
赋来荣耀祂的名时，我们的才干就
会不断增加、扩张并成长。该如何
找出上帝赐给你的天赋呢？不妨谦
卑地祈求上帝，将祂希望你为祂服
务的事工领域启示你。一旦祂指明
了，就请你全心投入。你的恩赐会
随着使用而不断增长，你也会在为
祂而做的服务中得享成就与满足。
思考这个比喻并将其运用在你生活
中。对于你现在所做的，以及上帝
赐予你的一切，这比喻告诉了你什
么？（切记，任何你所拥有的事物
也都是上帝的恩赐。）

星期五

8月7日

第6课／无限的可能

进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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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问题

阅读怀爱伦《基督比喻实训》〈论

1仔细思考每个人都曾经从上帝那里

正确理解《圣经》中对于属灵恩赐

地教会可以有什么样实质的帮助呢？

结。认清每个人都有宝贵之处，都

侍可以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才干〉，原文第325-365页。

的教导，将有助于教会的合一与团

领受恩赐这件事。这对于你所在的当
这样的想法对教会中每位成员参与服

是基督肢体不可或缺的一员，乃是

2与你安息日学班学员分享自己曾因

命，教会中的每一成员都是不可替

历。在班上分享你如何发现到自己的

合一的重要观念。要完成基督的使
代的。每个人都有为了从事服务而
被赋予的恩赐。

为某一位教友的恩赐而受到祝福的经
属灵恩赐。你认为自己的恩赐是什
么，你如何使用它为他人带来祝福？

“所有人都被交付了一项要为耶稣

3本课特別指出，我们的恩赐会随着

被赋予了特殊的恩赐或才能。‘祂

的过往经验。你是否能想到某些恩赐

从事完成的工作。祂的每个仆人都
按着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

给 了 五 千 ，一 个 给 了 二 千 ，一 个
给了一千，另外两个又给了另一
个。’每个仆人都有自己负责的财
产。我们受托的财产与我们各种能
力成正比。在分配恩赐时，上帝并
没有分配不均。祂按照仆人已知的
能力分配了才干，而祂也期望得到
相应的回报。”──怀爱伦，《教
会证言》，第二卷，原文第282页。

切记属灵恩赐乃是为了上帝，不是
为我们自己的荣耀而赋予。上帝给
人恩赐的目的是为了高举祂的名。

我们不断使用它而增长。回顾你自己
是上帝曾经赐给你，而你后来因为不
断使用它来荣耀主的名，而越发增
长？与此同时，再问自己一次星期四
课文的最后一道问题：对于上帝所赐
你的一切，你有多忠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