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课      

神为你预备了恩赐 

 

 本书的前两课将先让你对本课程所讲述的内容有个基本概

念。在第一课中，你将了解到自己在基督身体中的重要性。 

 属灵恩赐只赐给那些属于基督身体的人，因此你必须尽可能

了解基督的身体以及它的运作方式。当你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

主时，你就成为他身体的一部份了。每个信徒都是他身体上重要

的肢体。神赐恩赐给各个肢体，而且所赐的因人而异。 

 作为人，你是属世家庭或团体中的一份子；当你成为耶稣的

信徒时，你也是一个更重要的家庭或团体，即基督身体的一部份。

当我们学习这一课时，你将逐渐明白你对神有多重要，对他身体

上的其他肢体有多重要。你还将发现，神为你预备了一个或几个

特别的恩赐，而且他也需要你。 

 13



 

课文大纲 

 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基督是头 
  众信徒是身体 
  每个信徒就是一个肢体  
 每个肢体都很重要 
  每个肢体都是身体的一部份 
  每个肢体都有各自的功用 
 不要相互比较 
  相互比较不讨神喜悦 
  相互比较令人沮丧 
 要忠实地运用神的恩赐 
  认识神的恩赐 
  运用神的恩赐 

学习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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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学完本课时，应该能够： 
 列举出基督身体的两大部份。 
 解释为什么基督身体上的每个肢体都很重要。 
 说明信徒之间为什么不应该相互比较，说出三个缘由。 
 解释哪些肢体和神的恩赐有关联。 

学习要领 

1. 阅读课文进程部分，并在圣经上查找每段参考经文。 
2. 回顾哥林多前书 13 章。学完本课时，你应该能够引用 13

章的头两节经文。 
3. 花时间想一想每个关键词的含意。 
4. 按小节学习本课，请回答文中的习题并核对答案。 
5. 回答课后的自测题。如果有答错的，请重读本课，直到回答

正确为止。 

关键词 

 理解每课开头所列举的关键词，将有助于你的学习。如果你

对下列任何词义有疑问，可以立刻查找其词义，也可以在阅读的

过程中碰到时再查。 

  装备  管家      功用  天赋 

 

课文进程 

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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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1、 列出基督身体上的两大主要部份。 

基督是头 

 在理解基督和信靠他的人之间的关系时，我们需要想点办

法。使徒保罗用人的身体来阐明了这一点。他指出：基督是身体

的头。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头有多重要。如果没有头，那么两个后

果是毫无疑问的，第一，我们会死；没有头，无法生存；第二，

我们将静止不动，毫无用处。同样的道理，基督作为头，他要努

力让他的身体按自己的旨意行事。“基督身体”的另一个称谓是

“教会”。 

1 阅读歌罗西书 1：15-18。回答下列问题。 
a) 在这段经文中，保罗指的是谁？___________________ 
b) 还有哪些词语用来描述基督的身体？_______________ 

 圣经经常提到基督是身体的头，你应该仔细阅读以下各段经

文三遍：以弗所书 1：22-23；4：15-16；5：23；歌罗西书 2：
19。 

众信徒是身体 

头缺少了身体和身体缺少了头一样，都毫无用处。头固然重

要，身体也同样重要。基督的身体是由一切信靠他名的人构成的。

身为信徒，你就是他身体的一部份。那是一个伟大的真理。保罗

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罗马书 12：5) 

2 阅读哥林多前书 12：12-13；以弗所书 4：4；5：29-30，歌
罗西书 1：24。填充以下句子。 
a) 基督是身体的____________。 
b) 基督的身体又可以被称为____________。 

 16



c) 信徒是基督____________上的肢体。 

每个信徒就是一个肢体 

 基督的身体有两个主要部份：(1)一个头，(2)许多肢体。我
们的肉身不是由一个单一的肢体组成的，而是由很多肢体组成。

手臂、腿、手指、心脏等等都是我们身体上不同的肢体。基督的

身体也是这样。每个真信徒都会成为他身体的一部份。这就意味

着全世界的所有真信徒，都是他身体上的肢体。“身子原不是一

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哥林多前书 12：14) 来自不同种族、
肤色、地区和国家的人们，都是同一个身体上的肢体。 

3 说出基督身体上的两大部份，并在你参与组成的那一部份前打
X。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选出正确的答案。基督的身体像我们的肉身一样有： 
a) 一个肢体。 
b) 许多肢体。 

每个肢体都很重要 
目的 2、解释为什么基督身体上的每个肢体都很重要。 

每个肢体都是身体的一部份 

如果你的大脚趾没有连接在你的身体上，它会怎么样？一定

会渐渐腐烂，归回尘土。然而大脚趾是你身体上重要的一部份。

少了它，你的身体就不完整。身体缺少了某些肢体，活动就会受

到限制。譬如说：只有一条腿的人不能够赛跑；没有眼睛的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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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看见；没有手臂的人不能爬树。 

 对基督而言，他身体上的每个肢体都很重要。“你们就是基

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体。”（哥林多前书 12：27）也许我们
可以这样引申这句话，即基督身体上的每个肢体，都是这个身体

上的一部份。就像你的脚趾是你身体的一部份一样，信徒也是基

督身体的一部份。 

5 阅读哥林多前书 12：15-26，选出正确的答案。 
a) 所有信徒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b) 基督身体上的各个肢体各不相同。 
c) 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并不彼此需要。 

每个肢体都有各自的功用 

脚趾和耳朵的用处不一样；眼睛和脚的用处也不一样。同样，

基督身体上的各个肢体的用途也各不相同，且各有自己的功用。

“功用”的意思是“特殊的工作或任务”。眼睛的功用是看。想

想你的大脚趾，它可能隐藏在鞋子里，你可能很少想到它，然而

它仍有自己重要的工作和任务。除了和其它脚趾一起，组成一只

完整的脚之外，它还帮你平衡整个身体。假如少了大脚趾，你会

非常想念它。它也有益于你身体上的其它部份，少了它你会很容

易跌倒，无法跑快，甚至走路会瘸。 

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和你自己肉体上的肢体一样。每个肢体都

有其自己的功用，因此不论是对头还是对身体上的其它肢体而

言，都很重要。 

6 阅读罗马书 12：6-8和哥林多前书 12：18-25。在正确的叙述
前面写 T，不正确的叙述前面写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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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a  基督身体上的所有肢体都具有同样的功用。 
___b  功用的意思是“身体” 
___c   基督身体上的每个肢体都很重要，因为他们都有各自的功
用。 

不要相互比较 
目的 3、 说出两个信徒之间不应该彼此比较的理由。 

相互比较不讨神喜悦 

神造我们每个人的时候，没有任何两个人是一样的，就像他

让我们身体上的各个器官各不相同一样。你想，如果你因为大脚

趾没有长在鼻子的地方而抱怨，神会喜悦吗？不会！我们知道神

创造了我们身体上的每个部位，而且让每个部位各得其所，发挥

出各自的功用。 

当我们和基督身体上的其它肢体互相比较，抱怨我们为什么

和他们不一样时，主是不喜悦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认识到，神

之所以这样造我们、安置我们，是为要让教会全体得益处，是为

了他的荣耀。 

若是因为我们的恩赐和别人的恩赐不一样就不高兴，那么我

们是在论断神。这就好像是说：“神哪！你为什么不把那个恩赐

给我？”假如你为三个朋友准备了三份礼物，这些礼物都很实用，

可其中一个朋友抱怨说，为什么自己的礼物和另一个人的礼物不

一样，这个时候，你会有什么感受？你肯定很不高兴。 

7 阅读哥林多前书 12：15-18。我们从这几节经文中，认识到我
们不应该互相比较。下列几项关于不能互相比较的理由中，

 19



哪些是正确的。 
a) 相互比较不讨神喜悦。 
b) 相互比较，使我们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c) 相互比较，表示我们不了解自己对基督的身体有多重要。 

相互比较令人沮丧 

“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

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哥林多后书 10：
12) 

 当我们拿自己的恩赐去和别人比较时，可能的结果有两个。

第一个结果是，我们可能因为自己的恩赐和别人的不一样，觉得

别人的恩赐好像更重要一些，而感到沮丧。第二个结果是，我们

可能因为感觉自己的恩赐，比另一个人的好而骄傲，从而让对方

感到气馁。 

 如果我们都能认识到，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是最适合我们的，

那么这将对我们有益处。如果我试图穿我太太的鞋子，肯定会很

不舒服，因为它们根本不适合我。同样的道理，神给你的恩赐是

最适合你的，给其他人的恩赐也是最适合他们的。这样的话，拿

自己的恩赐和别人互相比较，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里，还有一点很重要。保罗写道，“我们这许多人，在基

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罗马书 12：5）我们既同属
一个身体，就没有理由互相比较恩赐。我们每个人都会受益于其

他人的恩赐。为什么要拿脚和嘴比较呢？他们长得不一样，功用

也不一样，但是二者都必不可少，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脚带我

们走到食物面前，嘴把食物吃掉，最后获益的是整个身体。基督

身体上的肢体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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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阅读哥林多前书 12：21-27。在下列句子的空格里填写恰当词
语。 
a) 当我们相互比较的时候，我们既会让____________，也

会让____________感到沮丧。 
b) ____________将适合我们的恩赐赐给了我们。 
c) 我们不应该相互比较，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 

____________上不可缺少的肢体。 

 

 

要忠实地运用神的恩赐 
目的 4、 说出属灵恩赐的来源。 
目的 5、 解释该如何运用神的恩赐。 

认识神的恩赐 

作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要承担属灵事工。为了让你承

担起这个事工，神在给你恩赐的时候，给了你一个或若干个恩赐。

每个肢体都至少拥有一个恩赐。圣经中几乎每个提到恩赐的地方

都说到，恩赐是赐给每个肢体的。 

这些恩赐不是我们的父母或老师给的。没有一个世人具备赏

赐恩赐的权柄。此外，这些恩赐也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 

天赋是与生俱来的能力。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天赋。有人也

称天赋为恩赐，但不同于属灵恩赐。很多非信徒都有天赋。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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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非信徒可能具有音乐天赋，可能有公开演说的天赋，但这些

都不是属灵恩赐。 

属灵恩赐的来源只有一个，那就是神。“各样美善的恩赐和

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

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各书 1：17) 

9 阅读罗马书 12：6；哥林多前书 12：7、11；彼得前书 4：
10，选出正确的句子。 
a) 神的儿女中，只有某些人拥有属灵恩赐。 
b) 属灵恩赐是从神来的。 
c) 属灵恩赐和人的天赋相同。 
d) 我们的老师们可以给我们属灵恩赐。 

运用神的恩赐 

圣经里有一个简单的规则，适用于神的所有恩赐。“你们白

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马太福音 10：8) 把它用到属灵
恩赐上，意思就是身体上的各肢体要把他们所得的恩赐，运用得

合乎赏赐者的旨意。 

有时信徒们没有把他们的恩赐运用出来。有时他们自私地、

毫无爱心地运用恩赐。这两种情形都无法实现恩赐本身的目的。 

因此，信徒的责任是要：（1）按各个恩赐本来的目的善加运
用。（2）让爱来掌管恩赐的运用。“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
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得前书 4：10） 当圣经说到
人的责任时，用了“管家”这个词。管家的意思是照看别人的东

西。作为信徒，我们是属灵恩赐的管家。也就是说，我们要照看

自己所得的恩赐，并要用他们来扩展神的国度。对于管家，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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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很明确的规则。“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哥林多前

书 4：2）忠实地运用属灵恩赐，既会给赏赐者带来荣耀，也会
给基督的身体带来祝福。 

要有果效地运用属灵恩赐，关键是爱。离了爱，属灵恩赐就

无法达到其本来的目的。“惟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加拉太书 5：6) 

10 选出正确的答案。 
a) 运用属灵恩赐是为要让其他人得益处。 
b) 管家的意思是要关心自己的事。 
c) 当我们忠实地运用神所赐的恩赐时，就是荣耀了神。 
d) 属灵恩赐比爱更重要。 

11 要有果效的运用神给我们的属灵恩赐，关键是 
a) 让别人知道你有属灵恩赐。 
b) 和你的邻居互相比较恩赐。 
c) 让爱掌管恩赐的运用。 
d) 等候某件事的发生。 

你应该已经记住了哥林多前书 13章的前两节。当你继续学
习本课程时，请阅读和背诵这段经文，它是有关让爱掌管属灵恩

赐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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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题 

 复习过本课之后，完成本测验。然后与书后的参考答案核对

答案。重新复习所有回答错误的问题。 

是非题。请在正确叙述前的空白处填写 T。错误的写 F。 

_____ 1  基督身体上的两大部份是头和手。 

_____ 2 基督的身体有许多肢体。 

_____ 3 由于身体上的某些肢体是隐藏的，所以不重要。 

_____ 4 基督身体上的不同肢体具有不同的功用。 

_____ 5 基督很愿意我们相互比较。 

_____ 6 和基督身体上的其它肢体比较时，可能会让这些肢体感
到沮丧。 

_____ 7 人的天赋不是属灵恩赐。 

_____ 8 属灵恩赐是与生俱来的。 

_____ 9 神不按我们的喜好赐给我们属灵恩赐。 

_____ 10 管家的职份包括忠实地运用属灵恩赐。 

_____ 11 所有属灵恩赐，要藉着爱才能达到最佳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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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1 a） 基督           b） 信徒或教会。 

7 a) 相互比较不讨神喜悦。 
   c) 相互比较表示我们不了解自己对基督的身体有多重要。 

2 a）头            b）教会        c） 身体 

8 a）我们自己，别人 
 b）神 
 c）身体 

3 a）头         b）肢体 

9 a）错误      b）正确      c）错误    d）错误 

4 b) 许多肢体。 

10 a）正确     b）错误       c）正确    d）错误 

5 a） 正确    b） 正确      c）错误 

11 c) 让爱掌管恩赐的运用。 

6 a） 错误 
 b） 错误 
 c）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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