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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柏訓師生會 

主題：「神永遠的旨意－『基督與教會』」 

【前言】成為有使命感的時代工人 

               －「這是獨居的民，不列在萬民中」(民 23:9) 

(一) 我們的異象：「基督與教會」 

A) 什麼是「異象 」 ﹖  

   異象就是：「聖靈把 神永遠的旨意向我們開啟，它吸引我們，並且控制我們一

切的生活、言行與事奉」。 

B) 「異象」的特點 

a) 異象是聖靈把 神永遠的旨意向我們開啟 

b) 異象會吸引並控制我們一切的生活、言行與事奉 

c) 異象是活的，它是生命，它會不住地增長、成熟 

d) 異象具有最強的黏合力 

e) 真實的異象必然產生不妥協的使命感 

C) 我們的異象：「基督與教會」 

    神的旨意集中在「基督與教會」身上，祂的榮耀也藉「基督與教會」得以彰顯： 

 「基督」 

7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祂豐富的恩典。8這

恩典是 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 9 都是照祂自己所預

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祂旨意的奧祕，10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

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 11 我們也在祂

裏面得了基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做萬事的，照著祂旨意所預定

的… (弗 1:7-11) 

 「教會」 

8 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然而祂還賜我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測

不透的豐富傳給外邦人，9 又使眾人都明白，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

之 神裏的奧祕是如何安排的，10 為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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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得知 神百般的智慧。11 這是照 神從萬世以前，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裏

所定的旨意。(弗 3:8-11) 

 「基督與教會」 

 …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26 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

27 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

沒有瑕疵的(弗 5:25-27) 

 32…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32 這是極大的奧祕，但

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弗 5:31-32) 

 但願祂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

阿們！(弗 3:21) 
  

   1)  「基督」：「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Christ is all & in all) 

          (a) 基督是一切  

(1) 基督是萬有之首，是 神旨意的中心 

 15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 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16 因為萬有都是靠祂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

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

祂造的，又是為祂造的。17 祂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祂而立。 18 祂

也是教會全體之首。祂是元始，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使祂可以在

凡事上居首位。(西 1:15-18)… 祂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西

2:10b) 

 19 並知道祂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20 就是照祂在

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祂從死裏復活，叫祂在天上坐在自

己的右邊， 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

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 22 又將萬有服在

祂的腳下，使祂為教會作萬有之首。(弗 1:19-22) 

(2) 基督是生命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西 3:4a)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約 14:6) 

 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或作：我是復活，我是生

命…)」(11:25) 

(3) 基督是一切救恩的內容：「全有、全足、全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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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祂在基督裏曾賜給我們天上

各樣屬靈的福氣…(弗 1:3) 

 9…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裏面， 10 你們在祂裏

面也得了豐盛。(西 2:9-10a) 

 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著祂也都是實在

（實在：原文是阿們）的…(林後 1:20) 

          (b) 又在一切之內 

(1) 讓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 

                 －基督不僅在凡事上居首位，而且是我們一切生活和事奉的中心、目的、

與內容 

 祂也是教會全體之首。祂是元始，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使祂可以

在凡事上居首位。(西 1:18) 

(2) 連於基督 

             －我們的生活、事奉、 與各種聚會，不僅都當「為著 祂」 (For Him) ，

並且更要「本於 祂」 (Of Him) 且「倚靠 祂」 (By Him, Through Him) ，

才能真正地將榮耀「歸給祂」(To Him)。而這一切的落實全是藉著內

住的基督和聖靈。 

 20…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21 因我活著就是基

督…(腓 1:20b-21a)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

活著…(加 2:20a) 

(3) 經歷並活出基督 

            －不只看見基督是一切，衪又在一切之內。基督徒信仰的核心與人生價

值全在於藉著「連於基督」，學習從一切的生活和事奉中來「經歷基

督」、「得著基督」並且「活出基督」來。 

 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

的人。29 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的模樣，使

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30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

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羅 8:28-30, 腓 

3:7-8) 

 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節期、或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

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西 2: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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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教會」：充滿基督和 神的榮耀 

「教會」是由希臘文 “Ecclesia” 而來，它最基本的定義就是指「一群被召出來

的 人」。換言之，是指被 神所揀選，從世界裏所召出來，為要承受救恩，完

成 神旨意 的一班人。【請參考柏訓 SR1-100 基要神學(13) ：「認識教會」】 

 16 豈不知你們是 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頭嗎？ 17 … 神的殿是聖的，

這殿就是你們。(林前 3:16-17) 

 神的家…就是永生 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 3:15) 

(a) 基督是教會的頭，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18 祂也是教會全體之首。祂是元始，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使祂可以在凡

事上居首位。19 因為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祂裏面居住。(西 1:18-19) 

 22 又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使祂為教會作萬有之首。 23 教會是祂的身體，

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或作：是那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the fullness of 

Him)】。(弗 1:22-23) 

(1) 教會是 神的榮耀與基督豐滿生命的彰顯。教會的生命與成份全是基督，

因為教會乃由基督而出，正如夏娃由亞當而出。 

(2) 「全然為主」(F.O.R. Christ)是教會的意義與價值，也是教會存在該有的

見証：  

i. Fullness － 是基督「豐滿」的彰顯 

ii. Oneness  － 是基督身體「一」的見證 

iii. Richness － 承受元首一切的「豐富」 

(b) 幾個關乎教會重要的表號 

(1) 基督的身體 

(2) 新婦/羔羊的妻 

(3) 神的居所/神的家：會幕與聖殿 

(4) 聖城新耶路撒冷 

(5) 金燈台 

(c) 教會的見証  

a) 生命上：「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b) 事奉上：「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2 祂愛錫安的門，勝於愛雅各一切的住處。 3 神的城啊，有榮耀的事乃指著你說的

（細拉）(詩 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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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們的使命：「成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見証人」 

 主題經文： 

 20…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21因我活著就是基

督… (腓 1:20b-21a) 

 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不以為然﹗就是 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被天使看見，

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 (提前 3:16) 

A) 神兒子道成肉身的神聖意義 

a) 在肉身中彰顯 神 

b) 在肉身中遵行 神的旨意 

c) 敗壞仇敵一切權勢 

d) 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e) 成為救恩的元帥 

B) 我們的使命： 

   －無論個人、家庭、與教會，盼望都「成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見証人」 

a) 在任何處境中 

 20…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21因我活著就是基

督…(腓 1:20b-21a)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加

2:20) 

b) 在任何地方 

 感謝 神！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裏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 (in every place) 顯揚那

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林後 2:14) 

c) 在最平凡的生活中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甚麼，都要為榮耀 神而行。(林前 10:31) 

C) 具有使命感的特點 

 責任感 vs使命感/聚會 vs作教會的見証/被動 vs主動/參加 vs參與/做事 vs做人/… 

 統一 vs合一/交代 vs交通/相安無事 vs同心合意/包容 vs 成全… 

 屬肉體 vs屬靈/為 神 vs出於 神/天賦 vs恩賜/傳統 vs傳承/權柄 vs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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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異象與使命的落實(1)：VIP 模式 

主題經文：11 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12 為要成全聖徒，

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 神的

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5 …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

督， 16 全身都靠祂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

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 4:11-16) 

【異象實行之路：VIP 模式】 (請參考附錄(2) ，有關二、三壘的實行建議) 

1) 廣傳全備福音 (彼得：福音的職事傳福音 - 得材料) 

2) 追求更深生命 (約翰：生命的職事屬靈生命的成長與造就 - 被製作) 

3) 建立身体事奉 (保羅：建造的職事身体的事奉與見證 - 被建造) 

4) 彰顯基督榮耀：成為榮神益人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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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異象與使命的落實 (2) ：「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 

 主題經文： 

 萬有都是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願榮耀歸給祂，直到永遠…(羅 11:36) 

 我們只有一位 神，就是父─萬物都本於祂；我們也歸於祂─並有一位主，就是耶穌

基督─萬物都是藉著祂有的；我們也是藉著祂有的。(林前 8:6) 

 凡稱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賽 43:7) 

A) 基督在世的榜樣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 6:10b) 

 我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太 26:39)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子憑著自己「不能做」甚麼，惟有看見

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樣做」。(約 5:19) 

B) 教會也當藉著「本於祂」和「倚靠祂」來將榮耀「歸給祂」 

a) 本於祂－要在乎：a) 生命、能力、負擔…的「源頭」 

                                                 b)「到底 神所要的是什麼？」 

 他們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狀和影像，正如摩西將要造帳幕的時候，蒙 神警

戒他，說:「你要謹慎，作各樣的物件都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來 8:5) 

會幕的完成在於： 

1) 甘心的參與和盡心的奉獻 

2) 絕對的順服－完全照著「山上的樣式」 

 我尋得耶西的兒子大衛，他是合我心意的人(a man after My own heart)，凡事要

遵行我的旨意。(徒 13:22)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

(太 7:21)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 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約壹 2:17) 

b) 倚靠祂－一面要真正謙卑地承認「離了主，我們就不能做甚麼」， 

         一面卻又深信「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迦 4:6)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

所想的(弗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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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 神，不是出

於我們。8 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林後 4:7-9)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

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I can do nothing)(約 15:5)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I can do all things)。(腓 4:13) 

c) 歸於祂－既然我們是為著 神的榮耀而被造、被製作的，所有的榮耀理當歸給 神。 

        所有生活的目的與事奉的動機也都應該全是為著 神 (Wholly For God) 。 

 1神的眾子啊，你們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歸給耶和華！ 2 要

將耶和華的名所當得的榮耀歸給祂…(詩 29:1-2a) 

 20但願賜平安的 神…21在各樣善事上成全你們，叫你們遵行祂的旨

意；又藉著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裏行祂所喜悅的事。願榮耀歸給祂，直

到永永遠遠。阿們！(來 13:20-21) 

 但願祂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

遠遠。阿們！(弗 3:21) 

C) 對主工人的提醒：「你當預備迎見你的 神」(摩 4:12b) 

a) 在乎主的喜悅 

 我現在是要得人的心呢？還是要得 神的心呢？我豈是討人的喜歡嗎？若仍舊討

人的喜歡，我就不是基督的僕人了。(加 1:10) 

 9 …無論是住在身內，離開身外，我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悅。 10 因為我們眾

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林後

5:9-10) 

b) 要有永存的價值 

 13  …若不是我天父栽種的，必要拔出來。 14 任憑他們吧！…(太 15:13-14a) 

 12 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秸在這根基上建造 13 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

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  14 人在那

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賞賜。 15 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就要

受虧損…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裏經過的一樣。(林前 3:12-15) 

 26…「再一次我不單要震動地，還要震動天。」…27…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

不被震動的常存。 28 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照 神所喜悅的，

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 神。 29 因為我們的 神乃是烈火。 (來 12:27-29)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腓 2: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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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異象與使命的落實 (3)：「同一心靈，同一腳蹤」 

 主題經文：我們行事，不同是一個心靈（或：聖靈）嗎？不同是一個腳蹤嗎？(林後

12:18b) 

A) 「一」是三一 神的所是和所要 

a) 「一」是仇敵一直全力要破壞的 

 人與 神之間 

 人與人之間：尤其是家庭與教會 

b) 神所要的「一」 

1) 「一」的根基是「主的生命」 

2) 「一」的要求在於「十架捨己」 

3) 「一」的力量在於「相同的異象」 

4) 「一」的實行在於「身體的生活與事奉」 

5) 「一」的實際必帶下「貴重的膏油」與「黑門的甘露」 

B) 從「竭力保守聖靈裡的一」到「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 2 凡事謙虛、溫

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 3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

心。…11 祂所賜的，有使徒， … 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

體， 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 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

基督長成的身量…(弗 4:1-3，11-13) 

C) 從「分門結黨」和「相安無事」到「同心合意」 

   －「同一心靈，高舉基督；同一腳蹤，拓展神國」 

a) 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5 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27…同有一個心志，站

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腓 1:5，27) 

 14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 5:14-16) 

b) 同心合意，高舉基督 

 感謝 神！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裏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

的香氣。 (林後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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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你們掛在木頭上殺害的耶穌，我們祖宗的 神已經叫祂復活。 31 神且用右手

將祂高舉，叫祂作君王，作救主… 32 我們為這事作見證； 神賜給順從之人的聖

靈也為這事作見證。(徒 5:30-32) 

 9…神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10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

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 11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

耀歸與父 神。(腓 2:9-11) 

c) 同心合意，建立基督的身體 

 12 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

這樣。 13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

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 18 但如今，神隨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

安排在身上了… 24 神配搭這身子…25 免得身上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顧。

26 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

就一同快樂。 27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林前 12:12-27) 

 15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16 全身都靠祂聯絡得合式，

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弗 4:15-16) 

 1所以，在基督裏若有甚麼勸勉，愛心有甚麼安慰，聖靈有甚麼交通，心中有甚

麼慈悲憐憫， 2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

念… 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腓 2:1-5)  

d) 同心合意，拓展 神國 

 1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 2 看哪，黑暗

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祂的榮耀要現在你身上。

3 萬國要來就你的光；君王要來就你發現的光輝。(賽 60:1-3) 

 18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們在地上所

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19 我又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

心合意地求甚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 20 因為無論在哪裏，有兩三

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太 18:18-20) 

 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19 所以，你們要

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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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異象與使命的落實 (4)：「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主題經文： 

 11 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12 為要成全聖徒，各

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 神的兒子，

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16 全身都靠祂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

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 4:15-16) 

(弗 4:11-13，16)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 神家裏的人了；並且被建造在使

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各房靠祂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

的聖殿。你們也靠祂同被建造，成為 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弗 2:19 -22) 

A) 「成全聖徒，各盡其職」的目的 

a) 從「身體」的角度來看：為了「建立基督的身體」 

 11 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

體， 13 直等到…(弗 4:11-13) 

b) 從「建造」的角度來看：成為「 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各房靠祂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你們也靠祂同被建造，成為 神藉著

聖靈居住的所在。(弗 2:19 -22) 

B) 「成全聖徒，各盡其職」的基礎  

    －為了「改變我們的生命，提升我們屬靈的價值，擴大我們事奉與蒙福的度量」 

a) 「良善」- 屬靈生命的栽培與長大成熟  

b) 「忠心」- 事奉上的裝備、培訓與成全  

c) 「有見識」- 異象的傳承與使命的強化 

C) 「成全聖徒，各盡其職」的挑戰 

a) 成全者 

缺少異象與使命/愛不夠/怕得罪人/受挫、受傷/自顧不暇/缺少計劃/不深入… 

b) 被成全者 

個人主義/驕傲、不肯受教/缺少榜樣/拒絕改變/不長進/付不出代價/被破壞… 

D) 從「建立基督的身體」到「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a) 生命上：「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b) 使命上：「全身都靠祂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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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異象與使命的落實 (5)：「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主題經文：15 …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16 全身都靠祂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

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 4:15-16) 

A) 神為愛祂之人的預備：耶穌基督 

 神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

前 2:9）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祂一同白白地賜給我們

嗎？(羅 8:32) 

B) 「模成 神兒子的形像」是 神召我們的目的，「萬事互相效力」是聖靈積極 

的配合 

 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29 因

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的模樣，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

子。 30..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羅 8:28-30) 

 我們原是祂的工作(或作：「傑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弗 2:10a) 

 不只是「基督內住」（加 2:20），更是「基督成形」在我們心裡（加 4:19） 

 不只是「不再作小孩子」，更是「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弗 4:13-14） 

 不只是「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更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來 6:1） 

C) 「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a) 凡事長進：珍惜每一個成長的機會，勝過一切攔阻成長的因素 

 要愛惜光陰 (或作：充分利用機會-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弗 5:16) 

 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並要在此專心，使眾人看出你的長進來(提前 4:15) 

 有了…又要加上…，有了…又要加上…，…(彼後 1:3-8) 

b) 長進到基督裏：不只專一地追求基督、得著基督，且長進到基督裏 

 13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

前的，14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

3:13-14) 

 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或作：長進到基督裏 Grow up in all things into 

Christ)(弗 4:15) 

c) 長成「榮耀的教會」：在基督身體裏與眾肢體一起成長 

 百節各按其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弗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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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MR1-100.1（2018）神永遠的旨意－「基督與教會」(上)  

課程設計摘要（ Class Syllabus） 

授課老師：于宏潔 
學分：2  

助教郵箱：s0134@cedartc.org 

一. 課程簡介（Introduction） 

    正如啟示錄所記載的七個代表性的教會，每個時代、每個教會都有她特別的處

境與挑戰，也都有她特別蒙恩之處和 神所給她獨有的托付。然而，神永遠的旨意：

「基督與教會」卻是跨越時代、放諸四海皆準的共同標竿與要求。如何藉著聖經與

聖靈的啟示，使我們不僅成為有使命感的時代工人，更是能真認識 神永遠的旨意，

使之從雛形到逐漸成形，進而成為我們一切生活、事奉和各種聚會的準則，成為我

們努力成長的方向和榮耀的使命。 
 
    在人類歷史上，可以說沒有一個世代像現今這個世代鉅變如此的快速。世界潮

流的衝擊、自我中心的思維與生活方式、不住墮落的道德標準、混亂的優先順序...

在在都影響了我們的生活與事奉。箴言中說到：「沒有異象，民便放肆」(箴

29:18)。我們如何才能在今時代中照著主的心意不住長進、同被建造，不僅「一起」

為主剛強站住，進而能「一起」成為黑夜中的明燈，為主發光作見證，我深信這也

是每個教會今日所共同面對的挑戰 

 
    因此，從這一系列信息中，我們不僅希望弟兄姊妹們知道我們的異象和使命到

底是什麼，更希望大家能明白：為什麼它是這麼重要？到底我們的異象和使命如何

能幫助我們面對現今世代的挑戰？它與我們的生活，事奉與言行有何關聯？我們該

如何具體的落實它？又如何能使它代代傳承下去，直到主回來？ 

      《異象與使命》為「柏訓」 學員共同的必修課，且是其他事奉類課程的先修課。課程內

容分為上、下兩系列課程，包括： 
《異象與使命》（上）—「認識 神永遠的旨意：基督與教會」 

1. 我們的異象 

2. 我們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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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異象與使命的落實 

《異象與使命》（下）—「同一心靈，同一腳蹤」 

1. 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 

2. 使命具體實行之路 

3. 教會的牧養與治理 

二.課程目標（Objectives） 
學員能從 神永遠旨意的角度，認識自己及教會存在的目的及使命，影響甚至控制我們的生

活、言行、與事奉，並對教會的建造有具體的認識與實行方向。 

三.課程要求（Requirements） 
A. 【讀書】：從以下五書中任選一書作讀書報告，1000 字左右，報告佔總成績 20%  

                      (建議遞交日期開課後第七周) 

1. 倪柝聲，「聖潔沒有瑕玼」 

2. 倪柝聲，「教會的正統」 

3. 史百克，「教會的意義」 

4. 史百克，「恢復神兒子豐滿的見證」 

5. 史百克，「教會的異象與使命」 

B.   【作業】：佔總成績 60% 

1) 學習這堂課之前，你對「異象」這兩個字是什麼了解？（100 字）上課之後，

你對「異象」有什麼新的了解？（300 字）。用你自己的話，說明一個有異

象的人有什麼特點？（200 字） 

2) 為什麼「基督與教會」應該是一個「異象」？（300 字）它與建造教會有什

麼關聯？（300 字） 

3) 「成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見證人」在你的生活和事奉中有什麼具體的意義？

（各 300 字） 

4) VIP 模型對你的事奉帶來什麼啟發或提醒？（300 字）你計劃如何將它實現在

你的事奉中？（300 字） 

5) 「同一心靈，同一腳蹤」的意義、實行、及挑戰在何處？（各 2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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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全聖徒，各盡其職」的意義是什麼？（200 字）目的為何？（200 字）試

舉一例來說明你將如何改變或改進你目前的服事？（200 字） 

【註】 

1. 作業若在建議日期內無法完成，請告知助教， 

2. 以上所有的作業截止日期為學期結束當天，逾期助教不予批改。 

C. 【考試】 ─ 期末考佔總成績 20% 

四.課程計劃：異象與使命(上)                        
       【前言】：成為有使命感的時代工人 

1. 我們的異象：基督與教會(1) 

2. 我們的異象：基督與教會(2) 

3. 我們的使命：「成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見證人」 

4. 異象與使命的落實 (1) ：VIP 模式 

5. 異象與使命的落實 (2) ：「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 

6. 異象與使命的落實 (3)：「同一心靈，同一腳蹤」 

7. 異象與使命的落實 (4)：「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8. 異象與使命的落實 (5)：「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U4nSFRJNMUXGq9cKp4MsPN6DQhjRbITAo3ujeN8g0-I/edit?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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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一壘〈BASE 1〉：認識基督 
                                   ─ 廣傳全備福音 (Broader Thru Evangelism) 

福音的職事(彼得) - 得材料 

Key point -   基督的救贖 

Key words - 相信，接受 

Key works - 傳福音，Outreach 

A) 個人的佈道與陪談 

a) 因為各人問題不同，個人的佈道與陪談比較能有針對性、親切性和及時性 

b) 對家人、同事、朋友、親戚、路人…發福音單張，跟人傳福音、作見證 

c) 福音聚會後的陪談 

B) 小組的福音 

a) 針對鄰居、社區內的福音對象(Community Outreach) 

b) 利用小組比較像家的親切、又能一起配搭的優勢 

C) 教會持續性的福音真理班 

「信道由聽道而來」，每週主日或小組聚會時利用這種細水長流的「福音真理班」－例

如：系列性的福音專題或是福音性查經，來持續的傳遞福音真理、回答福音方面的問題，

藉此不斷地做鬆土、撒種、澆灌的工作。福音聚會不過是收割、收網。 

D) 教會的福音佈道會 

a) 定期舉辦全教會性的福音佈道會，藉著詩歌、見証、福音信息來傳揚基督，並且當場

呼召、收網。會後的陪談與跟進的關懷也不可忽略。 

b) 利用機會，動員全教會參與會前與會中的禱告、出外發福音單張、邀請親友、照顧參

會者…，不僅藉此挑旺教會傳福音的火焰，也是身體健康、活出大使命的見証。 

E) 福音方面的文宣 

a) 收集或寫作一些好的福音單張和見證－從不同角度、針對不同對象的需要 

b) 收集或制作一些福音性的多媒體，例如：光碟、福音見証集，真道手冊，網站推薦… 

c) 網路福音與宣教：提供常見的福音問題，福音性經文，福音信息及見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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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壘〈BASE 2〉：追隨基督 
                ─ 追求更深生命 (Deeper Thru Discipleship) 

 生命的職事 (約翰) ─ 被製作 

Key Point：全備的救恩 

Key Words：追求長進，生命的改變 

Key works：栽培、造就、各種聚會 

A) 與主關係的建立 

a) 「與主更親，愛主更深」 ─建立親近 神、與 神同行的生活 

b) 加深對聖靈該有的認識與經歷 

c) 建立穩定、有效的靈修生活 

B) 生命的改變與成長 

a) 更深的十架、捨己生命 ─ 「死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在別人生身上發動」 

b) 同釘的亮光與經歷 ─ 得勝的祕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c) 健全的性格與成熟的生命 

C) 真理的裝備 

a) 真道造就 

b) 聖經的熟讀與活用 

c) 基要神學 

D) 生活的教導 

a) 「歸耶和華為聖」─ 分別為聖的人與生活 

b) 橫：個人、家庭、職場與教會生活的教導 

c) 縱：特別的專題: 時間的運用，優先次序的設立，健全的人際關係…… 

E) 各種的聚會 

a) 「榮  神益人」的中心原則 

b) 質與量的正常提升 

c) 禱告會/小組、團契、家庭聚會/主日聚會/擘餅聚會/傳福音/特別聚會/退修會/

同工會/各種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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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壘〈BASE 3〉：事奉基督 
                                ─ 建立身體事奉 (Stronger Thru Bodily Service) 

   建造的職事 (保羅) ─ 被建造 

Key Point：身體的事奉 

Key Words：事奉、配搭、合一 

Key works：訓練、建造、成全、各種的事奉 

A) 事奉上的教導與裝備 ─ 「拉人下海」or「人盡其才」？ 

a) 對「事奉 神」該有的認識 ─ 得救的目的，「人人皆祭司」與「事奉神？事奉

殿？」 

b) 合 神心意的事奉 ─ 「Of Him」，「By Him」& 「For Him」 

c) 主工人的性格─ 最基本的要求：「良善」、「忠心」、「有見識」 

d) 使命感的賦與 (責任感 vs.使命感/被動 vs.主動/消極 vs.積極/為人 vs.為主…) 

B) 「一」的事奉與生活 ─ 「分門結黨」or「同心同行」？ 

a) 「一」的看見 ─ 三一神的一/基督與教會的一/教會五重主要表號 

b) 「一」的原則 ─ 「生命」與「使命」/「聖靈裡的一」與「真道上的同歸於一」 

c) 「一」的見證 ─ 「相愛」、「和諧」、「同心」、「能力」 

C) 恩賜的發掘與成全 ─ 「放牛吃草」or「成全聖徒」？ 

a) 認識個人的恩賜 ─ 生命的成長/年長的印證/身體的印證/聖靈的印證 

b) 恩賜運用的原則 ─ (1)在聖靈裡；(2) 在身體裡；(3)十架的原則；(4) 為著榮神益人 

c) 恩賜的操練與成熟 

D) 身體配搭的事奉 ─ 「各顯神通」or「群策群力」？ 

a) 「各站其位，各盡其職」 ─ 缺一不可  “Not a Gap! “─ 互補、完整、健全 

b) 神家該有的次序 ─   

1) 縱：對 神     

橫：對人 

2) 對人：  

(a) 上： 對帶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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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橫：對同工、同伴   

                           (c) 下： 對被帶領者與服事的對象 

c) 健康、和諧的配搭 ─ 

1) 敞開、積極、及時、成熟的溝通 

2) 藉禱告來連結與強化 

3) 藉十架捨己與積極的愛– 除去一切隔斷的牆 

E) 事奉的傳承 ─ 「曇花一現」or「青出於藍」？ 

a) 神家不能斷代 ─ 仇敵的詭計與歷史的教訓 (長江後浪推前浪) 

b)  榜樣領導 ─ Leader: (1)責任；(2) 榜樣－尊主為大、謙卑、愛、積極主動… 

c) 經驗的累積 ─ 珍惜過去的經驗/不住的增長/團隊同工們定期的事奉檢討與計劃 

(D.E.A.R. Process) 

1) 事奉守則 (Service Guideline) 

2) 事奉清單 (Checkl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