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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干、恩賜與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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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教會主題： 



【路6:12-16】12那時，耶穌出去，上山禱告，整夜禱告神。13到了
天亮，叫他的門徒來，就從他們中間挑選十二個人，稱他們為使徒。
14這十二個人有西門，耶穌又給他起名叫彼得，還有他兄弟安得烈，
又有雅各和約翰，腓力和巴多羅買，15馬太和多馬，亞勒腓的兒子
雅各和奮銳黨的西門，16雅各的兒子猶大和賣主的加略人猶大。 



一、經文解釋：耶穌的十二使徒 

◆四個漁夫——打魚 
◆一個稅吏——收稅、記賬 
◆一個奮銳黨(匕首黨)——反政府激進分子，刺殺羅馬官員 
◆其余職業不詳  



1.彼得：反應快，做事沖動，能夠帶頭 
2.安德烈：善于處理人際關系，在人際關系上牽線搭橋 
3.雅各：個性火爆，不善于處理人際關系 
4.約翰：個性火爆，不善于處理人際關系 
5.馬太：看重經濟利益，不重政治和名聲 
6.奮銳黨的西門：熱衷政治、激進主義、喜歡武力解決問題 
7.腓力：謹慎保守， 做事容易先想到困難 
8.巴多羅買/拿但業：個性耿直，說話直接，心中沒有詭詐 
9.多馬：理性多疑，愛思考反問，不輕易相信  
10.亞勒腓的兒子雅各：平凡安靜、默默無聞  
11.雅各的兒子猶大：喜歡思考提問 
12.賣主的加略人猶大：貪愛錢財、不忠心、不誠實，出賣耶穌 

使徒?…… 



◆醫病、趕鬼的恩賜——【路9:1、6】1耶穌叫齊了十二個門徒，給他們
能力、權柄，制伏一切的鬼，醫治各樣的病，……6門徒就出去，走遍各
鄉宣傳福音，到處治病。 
◆說方言的恩賜——【徒2:1-4】1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2忽然，
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3又有
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4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
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教導的恩賜——【徒4:1-4】1使徒對百姓說話的時候，祭司們和守殿官
並撒都該人忽然來了。2因他們教訓百姓，本著耶穌，傳說死人復活，就
很煩惱，3於是下手拿住他們。……4但聽道之人有許多信的，男丁數目約
到五千。 
◆行異能的恩賜——【徒2:43】眾人都懼怕。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神跡。
【徒5:12】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間行了許多神跡奇事。 



◆治理教會的恩賜——【徒6:1-7】1那時，門徒增多，有說希利尼話的猶
太人向希伯來人發怨言，因為在天天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2十二使
徒叫眾門徒來，對他們說：“我們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飯食，原是不合宜的。
3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
的人，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5大眾都喜悅這話，就揀選了司提
反……神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許多祭司
信從了這道。 
◆辨別諸靈的恩賜——【徒5:1-5】1有一個人，名叫亞拿尼亞，同他的妻
子撒非喇賣了田產，2把價銀私自留下幾分，……3彼得說：“亞拿尼亞，
為什麼撒但充滿了你的心，叫你欺哄聖靈，把田地的價銀私自留下幾分
呢？……”5亞拿尼亞聽見這話，就僕倒，斷了氣。 
◆…… 



◆十二使徒原來跟都跟我們一樣，都是很平凡、很普通的人， 

  除了他們的職業專長和個性特點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但是當耶穌呼召他們成為使徒，開始服事的之後， 

  神把作為使徒，服事教會所需要的能力（也就是“屬靈的恩賜”） 

  一樣一樣的加給他們……  



二、才幹、恩賜與職事： 

1.才幹/能力：  

【太25:14-30】14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就叫了僕人來，把他的
家業交給他們，15按著各人的才幹給他們銀子，一個給了五千(他連得，
talent) ，一個給了二千，一個給了一千，就往外國去了。  

◆才幹(dunamis,G1411)＝能力(有某種才幹＝有某種做事情的能力) 
    先天的才幹/能力＝天分/天賦，與基因有關 
    后天的才幹/能力＝專長/專業，與學習和工作經歷有觀 
◆神給每一個人不同的才幹/能力，無論是基督徒還是非基督徒…… 



1.語言文字類：翻譯、口譯（中文、英語、西班牙語、韓語等）、采訪、撰稿、新聞報
導、編輯、出版等 
2.行政辦公類：文字輸入、資料管理、圖書管理、電話、接待、采購、客戶服務等 
3.音樂美術類：歌唱、樂器、指揮、作曲、繪畫、手工、平面設計、服裝設計等 
4.影音多媒體類：攝影、攝像、燈光、音響、導播、影音剪輯、3D動畫、編劇、導演、
播音等 
5.電腦網絡類：硬體、編程、網絡安全、數據分析、3C設備維修等 
6.社會服務類：社會福利、社區關懷、法律服務、兒童教育、婚姻輔導、青少年輔導等 
7.建築房產類：建築設計、建築施工、水、電、空調、室內裝飾、園林景觀、花藝等 
8.醫療健康類：醫生、護士、保健咨詢、針灸、按摩、老人看護等 
9.餐飲服務類：廚藝、烘焙、飲品、清潔、接送、物流、汽車維修等 
10.金融財務類：賬目處理、投資理財、保險、房地產交易等 
11.公關企劃類：活動策劃、活動組織、形象設計、廣告、公共關系等 
12.運動競技類：球類、田徑、戶外運動、水上運動、武術、射擊、保安、災難預防等 
  …… 

◆常見才幹列表：  



2.恩賜/屬靈的恩賜：  

◆恩賜(Charisma,G5486)＝神恩典的賜予。是指聖靈在基督徒身上的工作，
以至於基督徒有了某些特別的、可以服事教會的能力，也稱為屬靈的恩賜。 

【林前12:1、4-11】1弟兄們，論到屬靈的恩賜，我不願意你們不明白。
……4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卻是一位。5職事也有分別，主卻是一位。6功用
也有分別，神卻是一位，在眾人裏面運行一切的事。7聖靈顯在各人身上，
是叫人得益處。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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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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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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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這一切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
隨己意分給各人的。 
【林前14:12】你們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屬靈的恩賜，就當求多得造就教會
的恩賜。 



◆主要恩賜列表：  

羅12:6-8 林前12:8-11 林前12:28-31 弗4:11-16 彼前4:10-11 
①(說預言) 
②執事 
③教導 
④勸化 
⑤施捨 
⑥治理 
⑦憐憫人 

①智慧的言語 
②知識的言語 
③信心 
④醫病 
⑤行異能 
⑥先知 
⑦辨別諸靈 
⑧說方言 
⑨翻方言 

①(使徒) 
②(先知) 
③(教師) 
④(行異能) 
⑤(醫病) 
⑥幫助人 
⑦治理事 
⑧(說方言) 
⑨(翻方言) 

①(使徒) 
②(先知) 
③傳福音 
④牧師 
⑤(教師) 

①講道 
②服事人 
③百般恩賜 

【彼前4:10-11】10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11若有講道的，要按著神的聖言講；若有服事人的，要按著神所賜的力量服
事，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穌基督得榮耀。  



【羅12:6-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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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或作執事，就當專一執事；或作教導的，就當專一教導；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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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種屬靈恩賜 
【林前12:8-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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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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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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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這一切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隨己意分給各人的。 
——九種屬靈恩賜 
【林前12:28-3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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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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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豈都是得恩
賜醫病的嗎？豈都是說方言的嗎？豈都是翻方言的嗎？31你們要切切的求那更大
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九種屬靈恩賜 
【弗4:11-16】11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五
種恩賜 



3.才幹與恩賜的區別：  

①才幹與恩賜都是神賜給人的能力。 
【太4:19】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 
 ◆得魚——才幹；得人——恩賜。 
②才幹是神賜給所有人的，恩賜是神賜給基督徒的。 
③才幹可以是先天就有的，也可以是後天努力學習訓練得來的。但是恩賜
完全是聖靈隨己意分給各人的。 
④才幹可以用來做屬靈的事，也可以用來做非屬靈的事。而恩賜完全是為
了事奉的需要，是為了建立神的百姓，服事教會，榮耀上帝。 
⑤對於基督徒來講，才幹和恩賜都應該用來服事神。當我們願意用我們的
才幹來服事神時，這種才幹可能會轉變成我們的恩賜，或者是恩賜的一部
分。  
 
 



三、發掘使用你的才幹與恩賜： 

【提前4:14-15】你不要輕忽所得的恩賜，就是從前借著預言、在眾長老按
手的時候賜給你的。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專心，使眾人看出你
的長進來。 
【提后1:6-7】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借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
旺起來。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不可輕忽：輕忽(neglect)＝忽略、不重視、不關心 
◆不要膽怯：“我不行”，“我不會”，“我只會一點點”，“我怕做不
好”…… 
◆要殷勤：不要懶惰，不怕花時間，不怕麻煩，不怕付代價…… 
◆要專心：不要“一時興起”，“蜻蜓點水”…… 
◆如火挑旺：每隔一段時間，需要被重新提醒 



【太25:14-30】14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就叫了僕人來，把他的家業交
給他們，15按著各人的才幹，給他們銀子，一個給了五千，一個給了二千，一個
給了一千，就往外國去了。16那領五千的隨即拿去做買賣，另外賺了五千；17那
領二千的也照樣另賺了二千；18但那領一千的去掘開地，把主人的銀子埋藏了。
19過了許久，那些僕人的主人來了，和他們算賬。20那領五千銀子的又帶著那另
外的五千來，說：‘主啊，你交給我五千銀子，請看，我又賺了五千。’21主人
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
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22那領二千的也來，說：‘主啊，你交
給我二千銀子，請看，我又賺了二千。’23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
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
快樂。’24那領一千的也來，說：‘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沒有種的地方
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25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銀子埋藏在地裏。請
看，你的原銀子在這裏。’26主人回答說：‘你這又惡又懶的僕人！你既知道我
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27就當把我的銀子放給兌換銀錢的
人，到我來的時候，可以連本帶利收回。28奪過他這一千來，給那有一萬的！29

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30把這
無用的僕人丟在外面黑暗裏，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 



◆你有沒有輕忽神給你的恩賜與才幹? 
◆你是否用神給你的恩賜、才幹來服事人、服事神? 
◆ “交賬”……  

【箴16:4】耶和華所造的，各適其用…… 
【弗2:10】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里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
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我什麽恩賜、才幹都沒有”——恩賜才幹需要“發掘” 
◆“我只會一點點，別人比我做的好”——①才幹恩賜VS.服事需要 
                                                                            ②恩賜才幹可以“發展” 



1.禱告尋求（問上帝）： 
 
2.才幹調查與恩賜調查（問自己）： 
  ◆《屬靈恩賜調查表》(Online) 
      —適合開始服事一年的基督徒 
  ◆《才幹調查表》 
   —適合任何人 
  ◆《服事心願調查表》 
      —適合任何人 
3.客觀印證（問別人）： 
  ◆尋求屬靈遮蓋和屬靈同伴的意見： 
  ◆《恩賜客觀印證表》 
      —適合任何人 



4.在實際的操練、應用中來顯明 
 ◆所有的測試都不過是輔助。 
   恩賜、才幹不是測出來的，而是在服事的中顯明出來的。 
 ◆小組是最好的操練、應用、顯明恩賜的地方。 
   小組運作的5W，歡迎、敬拜、禱告、教導、傳福音、關懷、信心…… 



①治理(leadership)： 
“大家不要亂，Peter把抹布拿
給我，Paul去拿掃把來，Amy
看看孩子有沒有燙到 ……” 

⑤教導(teaching)： 
“下次喝湯，一隻手拿著
湯匙，另一隻手扶著碗，
這樣就不會倒。來，你像
我這樣做看看。” 

④服事人(serving)： 
“你的湯給他了，我
給你再裝一碗……” 

②憐憫人(mercy)： 
“沒關系，小孩子發生這種事情很正常啦。
我的小孩子常常打翻東西。有一次他們還把
湯倒在客人的衣服上……” 

③施舍(giving)： 
“你的湯倒了，不要緊，
我的這碗給你喝……” 

…… 



【提前1:12】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我們主基督耶穌，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
服事他。  
【林前12:4-6】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卻是一位。職事也有分別，主卻是一位。
功用也有分別，神卻是一位，在眾人裏面運行一切的事。 
【徒20:24】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
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 
【羅11:13】我對你們外邦人說這話，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職
分。 
【徒1:16-17】(彼得)說：“弟兄們，聖靈借大衛的口，在聖經上預言領人捉
拿耶穌的猶大，這話是必須應驗的。他本來列在我們數中，並且在使徒的職
任上得了一分。 

5.職事/職分/職任（diakonia，G1248）＝服事、服事的崗位、服事的職務 



結語：尋找神預備叫你行的…… 

【弗2:10】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
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彼前4:10】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
賜的好管家。  

【約12:26】……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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