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窩窩福福堂堂查查經經團團契契  

第三十五課：認識自我 
（羅馬書十二：3-8） 

查經前討論 

你以為你的恩賜是什麼？ 

你現在是否正積極地使用你的恩賜呢？ 

 

(一) 合乎中道(v.3) 

1. 保羅這一段的對象是誰? 

所有信徒，每一個  

(a) 這是否針對那些神職人員或是執事長老而言呢？ 

非也  

(b) 難道每一個信徒都有神給我們的恩賜嗎？你的恩賜是什麼？ 

是  

2. 保羅是用什麼口吻來提醒我們有關使用恩賜的真理？ 

既有權柄，也有恩慈    

(a) 你以為保羅在此只是分享他個人的看法嗎？ 

不只是個人分享，也是有權柄的囑咐  

(b) 保羅是憑什麼權柄教導我們這些真理？ 

參看註  

（註：很明顯，保羅是以使徒的身份向我們說這一番話。） 

3. 我們再細看 v.3，單單在一節短短的經文內，有一個字都重覆了四次，這是個什麼字？（我

是指希臘文的字） 

phronein（看），（think）      

(a) 我們就來詳細看看這個字： 

◆ 「看」(phronein)  

◆ 「過於所當看的」(huperphronein) 

◆ 「看」(phronein) 

◆ 看得合乎中道(sophronein) 

究竟「看」(think)phronein 是什麼意思？ 

參看註  

（註：中譯本「看」是一個很好的翻譯，較諸英文 think 這個字更貼近原文的意思，這包

括我們的思想，價值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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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首先我們從消極的角度看，保羅給了我們一個什麼命令（原文是 imperative=命令式） 

不要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看得合乎中道  

(i) 我們看的對象是什麼？ 

自己  

(ii) 什麼是「看自己過高」？這又有什麼危險？ 

自大  

(c) 如果我們不看自己過高，又可否看自己過低呢？「看自己過低」又有什麼問題和危險

呢？ 

自卑也是不好的，自卑＝退縮  

(d) 看看下面的一個故事 

一個人患了怪病，他看到什麼東西都是特大的，這很自然覺得自己渺小，非常自卑。

他為此而感極煩惱和不安，於是便去見醫生，尋求醫治。醫生診斷後，對他說：「你的問

題是戴了一副特大放大鏡，以致樣樣東西都變成特大，我現在替你換上一副眼鏡，你的問

題自然會得到解決了。」當這仁兄戴著這副新眼鏡出診所門，看到所有東西都是特小的，

自然以為自己是特大的，便非常開心，滿有自信的橫過馬路，他看到一輛貨車衝來，再看

一下，原來是架小小的玩具貨車，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地方，便繼續昂然的橫過馬路，就

這樣他就死於四輪之下，原來他所配戴的是一副特小縮形鏡。 

(i) 你以為「自卑」與「自大」有何危險？ 

都有傷害自己  

(ii) 撫心自問，你是否一個「自卑」或「自大」的人呢？你有為此而感到痛苦嗎？ 

  

4. 從積極的角度看，保羅吩咐我們要怎樣看自己？ 

要看得合乎中道    

(a) 究竟這裏所看的對象是什麼？ 

自己（參看註）  

（註：雖然這裏沒有說明，但很明顯的這與這節的上半部是一樣，v.3 的前半部所看的對

象是「自己」，同樣這裏的對象也是指自己。） 

(b) 究竟「照著神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是什麼意思？ 

參看下面  

(i) 這是一節比較難解的經節，因為 

◆ 「分給…大小」一字（metron）有七個不同的看法 

◆ 「信心」一字有五個不同的看法 

◆ “of ”(the measure of faith)有二個不同的看法，於是這節聖經有 70 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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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 

(ii) 但總括來說有二個比較可信的看法，第一個是中譯本的看法，metron 這一個字

是解作分給多少(measure)，信心是神的恩賜。有些信心比較多，一些信心比較少，

信心大的，看自己也比較正面和積極，信心小的，看自己也較負面和消極。所以

這節聖經是各人要按著神給我們信心的大小來衡量我們自己的恩賜和實力，你同

意這看法嗎？為什麼？ 

不同意，信心小的會「賴」神，信心大的會自傲  

(iii) 第二個解法則以 metron 為標準(standard)，而信心則是指福音或信仰，我們看自

己的恩賜或看自己的能力時，是要按著神給我們的準則來看。這準則是基於神的

福音和神的話，而不是基於我們主觀的感受。唯有用這標準來看自己才看得合乎

中道，你同意這看法嗎？為什麼？ 

比較可信，因為我們要有一副正確的「眼鏡」才會看得準  

  

(二) 在基督裏成為一身（v.4-8） 

1. 保羅用一個什麼例子來比喻教會？  

身體  

(a) 「身體」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diversity and unity   

(b) 如果我們說「身體」既有許多不同作用的肢體(diversity)，但這許多肢體卻成為一身

(unity)，教會的特色是什麼呢？ 

既分但又是合與一  

(c) “organization”與“ organism”有沒有分別？教會是 organization 抑或是 organism ？  

前者是沒有生命，後者是有生命的  

(d) unity 與 uniformity 有什麼分別？身體的特色是 unity 抑或 uniformity？ 

前者是內在，後者是表面和外在  

2. 正如身體有許多不同的肢體，教會亦有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恩賜，究竟「恩賜」是什麼意

思？  

不是自己有，是 gift  

(a) Charisma 這個字是什麼意思？這與我們所說的「天份」（talent）有沒有不同呢？ 

Charisma 是用於建立教會，天份是普遍一些  

(b) 保羅在此提出有那幾種恩賜？ 

(i) 屬 speaking gifts 的有  

說預言、勸化、教導、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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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屬 service gifts 的有 

執事、治理、施捨  

3. 什麼是「說預言」，這是否說是指「能預知未來之事」的恩賜嗎？  

神的代言人  

(a) 保羅怎樣鼓勵那些有「說預言」恩賜的人？ 

照信心程度說  

(b) 什麼是「照著信心的程度」？ 

參看註  

（註：這裏所謂的「程度」（metron）(standard)其實是指準則，信心也是指信仰，換言之，

所有說預言的都要照著神給我們的信仰作為基礎和準則，一切與此違背的都是錯誤的。） 

(c) 你有沒有「說預言」的恩賜？你又是否正積地使用這恩賜？ 

  

4. 跟著保羅提到三個不同的恩賜，保羅用同一手法去形容這三個不同的恩賜？究竟這是那三

個恩賜？當保羅形容這些恩賜時他用什麼同一的手法去形容？  

執事、勸化、施捨，都是用「專一」去形容  

(a) 是那三個不同的恩賜？ 

如上  

(i) 「執事」是什麼意思？ 

參看註  

（註：diakonia 是指服事，(service）可以指事務性的服事，如使徒行傳六：1，派飯

職事，也可以指其他服事，如教導使(徒行傳六：4)等。) 

(ii) 「教導」又是什麼意思？這與「說預言」有沒有不同？ 

參看註  

（註：在保羅時代，「說預言」是指那些從神到啟示而宣講的，是 more spontaneous ，

而教導是指教導舊約聖經或是使徒的書信，或是其他 tradition。但到如今「先知」的

職份已停止了，大致上無論是說預言或是教導都是講述聖經的話語，是沒有多大分別

的。） 

(iii) 「勸化」又是什麼意思？這與「教導」又有沒有分別？ 

參看註  

（註：parakaleo 通常可譯作安慰、勸慰、鼓勵（encourage），是指用神的話語去安慰、

去輔導。提摩太前書四：13 告訴我們，勸化與教導而互相關連，極為接近。）  

(b) 當保羅描述這三個不同的恩賜時，他都是用一個希臘文的 preposition en (in service, in 

teaching, in exhortations)，中文則譯作「專一」究竟這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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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看註  

（註：這樣的文法結構有兩個意思：第一，正如中譯本所譯，是指專一（focus, concentrate），

所以無論你是有教導、或是勸化、或是「服事」的恩賜，你就要好好利用這恩賜，專一事

奉。第二個意思是：立即去使用這些恩賜，而不是「拖」，正如 NIV 的翻譯：let him serve, 

let him teach, let him encourage。） 

(c) 你有沒有上述的三個恩賜，而且又是積極及專一的使用中？若非，原因何在？ 

  

5. 最後，我們看看最後的三個不同的恩賜，這是什？ 

(a) 「施捨」是什麼意思？ 

參看註  

（註：這個字原文 ho metaoidous 是指一個可以分享的人，這與先前所描述的不同，這是

因為保羅是形容那個人，而非恩賜，換言之，那一個有「施捨恩賜」的人，而不是指「施

捨」的動作。而施捨可以指負責使用一些慈惠金的人，也可以是指捐輸的人。） 

(b) 一個「施捨的人」當持什麼態度來「施捨」？ 

參看註  

(註：「誠實」一字，希臘文是 haplotes，這個字有二個意思，一是慷慨，一是誠實，即動

機要純正，只是為神的榮耀而作，前者的意思較為可信。) 

(c) 「治理」又是什麼意思？ 

參看註  

（註：原文也是指一個人 ho proistamenos，一個能治理的人。至於治理的意義則有不同的

看法，有人以為這是指領袖（leader, president），有人又以為這是指負責主管慈惠基金的

人，前者的說法較為可靠。）  

(d) 「治理的人」應持什麼態度治理？ 

參看註  

（註：希臘文 en spoude 可解作勤力(diligent)，熱心、負責任、及落水，而不是高高在上，

指手劃腳。） 

(e) 「憐憫」又是什麼意思？ 

參看註  

（註：這是指一些特別事奉，如探病、輔導那些心靈受創的人、或扶立一些軟弱的人。） 

(f) 「憐憫」人的當持什麼態度去憐憫？ 

參看註  

（註：希臘文 hilaron 可譯作「歡歡喜喜，開開心心」 cheerful。） 

6. 你有沒有上述的三種恩賜？你是否正積極的使用這些恩賜嗎？若非，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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