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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課 ND-404:《教會生活》 

于宏潔弟兄 2015 年 8 月 23 日《新人門徒訓練》的信息整理文章 

背誦經文：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的豐滿」(弗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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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22) 

 

禱告： 

主耶穌，我們謝謝祢把我們擺在一個屬靈的大家庭，讓我們能夠過正常的教會生活。主啊，

為著在這個家中祢所有給我們的恩典，我們感谢祢。為著前面未知的歲月，我們也交在祢的手

中，幫助我們在這裡能夠有真實的成長，也幫助我們在這裡真實地被祢來裝備，好讓我們能夠

成為一個更合祢心意、更討祢喜悅、更能夠在祢手中有用的人。祝福我們這堂的聚會，奉主耶

穌基督的名，阿們！ 

我想在我們這一生裏面， 面臨很多的選擇，你選擇嫁給誰或娶誰，是人生中很大的事。 

或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或是找對了另外一半，終生蒙福。另外還有人生很重要的抉擇，就是你

可能選擇哪一個主修、或是你的事業（career），或是你到底做哪一方面的工作，也可能影響

你這一生。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抉擇就是，當然是我們選擇了信耶穌，這是最大的；除了信耶

穌以外，我們選擇加入哪個教會，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用什麼樣的態度來過教會的生活，比你選擇加入怎麼樣的一個正統的教會還更重要。

就像我們在矽谷（Silicon Valley）的人，我們很容易明白，因為基本上大家生活的軌跡都差不

多。我們都很想找一個好的學區搬過去，為甚麼？我們希望我們的孩子能夠得到很好的教育。

我相信選學校固然很重要，但是孩子的學習態度，跟他學習的環境，跟他的同學的素質，跟這

個學校在傳甚麼，通通也都是我們應該很在乎的。 

當我們今天在這裡講《教會生活》，一方面我們要在乎選擇甚麼樣的教會，只要是一個正

統傳 神話的教會，都是我們可以在那裡好好事奉 神、好好成長的地方。而關鍵是在於到底我

們存著怎樣的態度來過教會生活。教會生活對我們這一生是很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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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久以前有六、七個禮拜講《家庭生活》，家庭月（family month），我們從不同的

角度講到《家庭生活》。家庭的確太重要。但是，教會是另外一個在我們人生裏面最重要的一

個團體。家是一個小單位，教會是一個大單位，是一個大的家。所以，選擇怎樣的教會，在怎

樣的環境裏面，我用怎樣的態度來過教會生活，這些絕對影響我們這一生、我們今生的品質、

生活的品質。它也一定影響我們在 神的國度，在 神的旨意裏面，我們屬靈的價值。當很多弟

兄姊妹換工作要搬到別的地方，問我們的時候，我們第一件在乎的就是你周圍有沒有一個屬靈

的環境？你周圍有沒有一個要主、愛主的教會讓你可以加入？這件事情比你找一個好工作更重

要。工作不過是讓我們的收入多增加一點，工作不過是讓我今生的事業（career）可能有更好

的發揮。但是， 再怎麼樣它在一生中也是短暫的。 

我今天早晨去英文組跟他們講《屬靈的傳承》（Spiritual Inheritance），我說在我們每一

個人的這一生裏面，至少有兩本簿子。有一本簿子是你的個人履歷（personal history），從你

出生到你成長，上什麼學校，有什麼成果，你這一生所有的遭遇，如果 神把我們全部記起來

的話，每一個人有一本自己的歷史。但是，有另外一本簿子是專門記載我們這一生任何跟基督

發生關係，跟 神的國、 神的旨意發生關係的。所以《瑪拉基書》說：「敬畏耶和華的彼此

談論」（瑪 3：16）  神都把他們的話記下來。這個不是我編的，這是《聖經》上講的。 

在我們這一生裏面，有多少的東西被 神記下來？多少的東西它有永恆的價值？到

底有多少的東西是跟 神、跟 神的國度發生關係的？所以，今天我們選擇參加怎樣的教會，

我們用甚麼樣的態度過教會生活，我們周圍屬靈的同伴是怎樣的屬靈同伴，對我們這一生影響

其實是很大的。因為，你想想看你每個禮拜就是來這裡。屬靈的教育基本上除了我們個人的靈

修，聖靈直接教導我們以外，我們很重要的屬靈成長環境就是在教會裏面。 

一、我為什麼需要過正常的教會生活？ 

今天我們講《教會生活》，這個題目是非常重要的。我在這邊第一個就用我們自己

的口吻來問自己：“我為什麼要過教會生活？”你們覺得呢？為甚麼要有教會生活？還

是仍沉醉在第一堂的《是主》的信息裏面？ 

“你想要得到屬靈的餵養。”很好！還有沒有？任何人？ 為甚麼要有教會生活？

為甚麼（why）？  “要成長。”很好！要屬靈的餵養，要成長。“成為基督身體的一部

份。”我們已經是基督身體的一部份，我現在是說過教會生活。“希望是在身體裏面。”

好（OK）。“屬靈的家。”很好！“屬靈的支持、幫助（support）”好（OK）。“享

受主。” 

你們的答案都很好啊，真的每一個都很好啊。因為這是我們本能的回答，我加入教

會，因為我有需要，我有渴慕，我希望在這裡成長。或是說“我為甚麼加入教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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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希望在教會裏面我能夠蒙恩，能夠蒙福，我能夠得到最好的造就，能夠得到最好的

關懷，當我需要的時候，可以找到同伴，有支持、幫助（support），這些都是我們來教

會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我今天要先講「教會生活」的目的，就跟我們前一陣子跟弟兄們介紹的那一

本書，我們最近正在讀的。我剛剛因為去英文組，沒有機會聽 Roger 弟兄的見證，我相

信你們聽了就知道，弟兄們參加這個讀書會，很有收穫，所以你們應該來。婚姻的目的

不是為了我個人的幸福和快樂，這是我們傳統的觀念，這是好萊塢的思想，這是今天這

個世代最普遍、根深蒂固的觀念：我結婚是為了我的幸福和快樂。但是《聖經》給我們

的教導說：婚姻的首要目的不是為了我個人的幸福和快樂，那只是一個結果，婚

姻的目的是為了 神的榮耀。 

那同樣的，今天我們為甚麼要過教會生活？我希望在這裡得到餵養，我希望在這裡

找到家，我希望在這裡有屬靈的同伴，我希望在這裡得到關懷，我希望在這裡能夠享受

主的愛，這些統統都對的。但是，來到教會最重要的目的，我們為什麼要過教會生

活？因為 神把祂的國、祂的旨意託付給我們，祂把祂的榮耀託付給我們。今天我

們在這個地上短短的客旅今生，不過幾十年，最多一百年，不要講最多一百年，我們江

老弟兄已經一百多歲了，就算一百年，到底有多少東西跟 神的國度發生關係？到底有

多少的事情跟 神的榮耀、跟永恆發生關係？這是 神在乎的。而且，我也絕對相信，不

要等到你去見主，也許在離開地上之前，你就會覺得，這是真的！你最在乎的是到底我

今生有什麼東西是真正有永恆的價值？ 

1.  教會是 神的居所 

我們要知道，教會一方面它是 神的居所， 神住在這裡。所以，祂的同在、祂

的認可（approval）、祂的喜悅是我們來教會最重要的目的。所以，我要來過

教會生活，我不是在這裡要跨過祂，找到屬靈同伴；我不是要跨过祂，得到屬靈的

教育。我是要來這裡遇見祂的，我是要來這裡事奉祂的，我是要來這裡討祂喜悅的。

如果這些不是我們來教會的目的， 就像我們講婚姻一樣，如果幸福、快樂是我婚姻

的目的，早晚你就會發現，這個期望是婚姻痛苦的原因。因為，當我得不到的時候，

我就把我的埋怨，把我的挫敗感（frustration），把我的要求都放在對方身上，覺得

你為甚麼不能滿足我？你為甚麼不能給我一個快樂的家？為甚麼我的家不像個家？

你把責任、埋怨都放在對方身上。 

我不知道剛才 Roger 弟兄有沒有交通，他在弟兄會交通到，像荊棘一樣 ，你不

靠近我，沒事；你靠近我，就有你受的，你一定會被我扎傷的。而你被扎的有多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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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因為是你在痛，因為我們只顧到自己。所以，婚姻是這樣，來到教會也

是這樣。如果我們把來到教會我必須得到這個，必須得到那個，必須這樣，必須那

樣，你把這個要求都放在牧者或是教會的領袖（leader）身上的話，弟兄姊妹，這

是不公平的（That’s unfair）。不僅是不公平，而且那是為甚麼教會生活不能滿足的

很重要的原因。因為我們都只顧到自己。我們忽略了教會是為著 神的榮耀， 神有

更重要的託付要藉著教會來做。的確在這裡會蒙福，會蒙恩，會享受愛，會享受這

個，會享受那個，但是那是一個榮 神益人的教會，一個健康的教會它該有的結果，

而不是我來教會的目的。你來教會的目的如果只是為了找一些好朋友，不要來教會

你也找得到。 

我有一個高中的同學，他這兩天來這邊度假，我上次已經邀他來了，我們幾十

年的好朋友，真的是甚麼東西都可以講，甚麼東西都可以分享的，但是他還沒信主。 

我要找好朋友，我可以的，我有很多狐群狗黨。談得來，聊得來，在一起聊的讓大

家很快樂，或是分享心中的痛苦。那些東西在世界上一樣可以找得到，當然品質可

能比不上教會。但是，原諒我說，受傷最重的也常是在教會。 

今天來到 神家，我們必須要認識，過教會生活很重要的目的是因為 神的

同在在這裡。我們來到 神的家中，我們是為著 神的榮耀。祂把祂自己充滿在

這裡，不光讓我們享受祂的祝福，享受祂的同在，而更是在這裡承受祂兒子的生命，

要做祂兒子生命的見證人。個人是這樣，家庭是這樣，教會也是這樣。 

弟兄姊妹，如果我們先對「教會生活」有一個正確的認識的時候，你在過教會

生活的時候，你是帶著使命感來參加，而不是帶著要求，帶著期望。因為我們會有

很多未滿足的需求（unmet needs），跟婚姻是一樣的，那種不能滿足的需求，我們

裏面就會有很多的沮喪、不滿足，這是一定的！但是如果我們今天來到教會， 我們

的態度是帶著我剛才說的，是要幸福快樂的話，我們一定失望，我們來到教會，我

們沒有得到它最好的那一部份，而我們給教會帶來的，也常常不是我們最好的這一

部份，就跟婚姻是一模一樣的。所以，我也很希望主在這裡藉著我們講這些生活上

的信息，能夠幫助我們。 

今天一個正常的、健康的教會，它一定是建立在一個正常健康的家庭裏面。同

樣的，當一個教會正常、健康的時候，我們一定在主的面前有太多的祝福要承受；

有太多的恩典，我們可以享受；有太多神聖的使命，我們可以一起完成。這是 神所

要的教會。 這也是爲甚麽司布真（Spurgeon）牧師說，你爬也要爬回教會來，爬也

要爬回到 神的面前來。即使你累到一個地步，已經不行了，你還是得爬回來，

因為神家充滿了 神的同在， 充滿了 神的生命，充滿了 神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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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第十章第二十五節說：「你們不可停止聚會」不只是一個命令，

弟兄姊妹，因為它實在是在我們生活裏面太重要的。我們要有健康的教會，一定要

有健康的家。但是你從另外一面講，也是一樣的，健康的教會幫助我們容易有健康

的家。這兩個都是相輔相成的，因爲原則是一樣。婚姻是爲著 神的榮耀，同樣

的，教會也是為著 神的榮耀；婚姻需要捨己，教會的生活絕對需要捨己；婚

姻需要你帶著使命感進入婚姻，教會更是需要帶著使命感進入教會。 

2.  教會與 神的榮耀和 神永遠旨意的完成息息相關 

－是 神歷代以來所隱藏的奧秘，直到新約時代才啟示出來 (弗 3:5-6,9-10) 

－教會的使命是要彰顯神的榮耀，個人的蒙恩蒙福不是目的乃是必然的結果 

－神旨意的完成有待於教會的成熟－羔羊的婚宴與聖城新耶路撒冷的降臨 

(啟 21:9-10) 

   因爲教會是 神的居所， 神同在的地方，教會是彰顯 神的榮耀， 神整個旨意

的完成跟教會息息相關。所以，你讀到《啓示錄》第二十一章，《啓示錄》一共有

多少章？ 《啓示錄》第二十二章新天新地降臨 神永遠旨意完成之前，講到第二十

一章，祂講到：「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 神那裡從天而降，預備好了，

就如新婦裝飾整齊，等候丈夫。」有羔羊的新婦、有聖城新耶路撒冷從天而降，

而這兩件事情都是講到教會。今天，我們不要只是盼望主快點回來，今天教會能夠

歡迎、迎接，讓主早點回來在於教會的成熟。所以，我們不光要為自己教會禱告，

更要為這個世代的眾教會禱告。沒有一個世代像今天這個世代眾教會所面臨的壓力、

挑戰、試探、危險。最可怕的一個挑戰就是：沒有一個世代像這個世代，這麽挑旺

人的自我中心。這個後現代的思維、生活方式。整個的生活方式（life style）就算

你不是自我中心，你也是自顧不暇，從早到晚忙得不得了。而人的心都在自己，自

己的家、自己的工作，然後有一點力量放到 神家來。已經整個顛倒（reverse）過

來了。 

但是，教會是跟 神旨意發生關係的， 神的榮耀要藉著教會彰顯； 神

的旨意的完成藉著教會的成熟。 

     3.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弗 1:23) 

  －教會所能擁有的能力、對仇敵的威脅、所能帶下的祝福與影響力…都

遠非個人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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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況「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弗 1:23）教

會是基督的身體，跟基督是一個，根本是同一個生命，是分不開的，然後是祂充

滿万有者的豐滿。所以，教會在這裡整個所承受的，所要彰顯的，是宇宙中太偉

大的生命，就是耶穌自己。所以，今天在教會裏面，教會所能夠擁有的能力，它

對仇敵所產生的威脅，它能夠帶下來的祝福，它能夠發揮的影響力，都絕對不是

個人可以相比的。我們已經講過很多例子了，一根筷子一折就斷了，那十根筷子

折不斷；一個炭火一下就滅了，擺在碳堆裏面，哪怕你原來是濕的，是冰冷的，

放在碳堆裏面，它一定燒起來。而在碳堆裏面，你把最紅的拿出來放到一邊去，

它冰冷、它熄火是早晚的事情。 

所以，你就曉得，今天一個人所能夠承受的祝福，能夠產生的能力，能夠對

抗的仇敵力量都遠遠、遠遠、遠遠比不上教會所能夠發揮的能力，教會所能夠產

生的影響力，教會所能夠帶下來的祝福，教會在仇敵面前所能帶下來的力量。所

以，以前有過比賽，他们看馬可以拉多重的東西，冠軍的那匹馬可以拉 4500 磅，

那不得了。亞軍的那匹马，拉了大概 4200 磅，所以兩匹馬分別，一個 4500，一個

4200，拉了 8700 磅。結果他們做了一個實驗，把這兩匹馬合起來一起拉，結果拉

了 12000 磅，多了 3300 磅，兩個就比它們個別的能夠做的就多了。 

在《聖經》裡面讲到迦南七族個個高高大大的，以色列百姓進迦南打仗。 神

在《利未記》第二十六章對 神百姓的應許，就是你們如果順服 神的話，你不是一

個對一個。如果我們真的順服 神，大家真的同心為著 神國活的話，祂說你們五個

人可以要一百個人逃跑，就變成一個人可以打二十個了，不是一對一了，一對二

十了。祂說一百個人能夠叫多少人逃跑？如果乘以二十的話，是兩千。《聖經》

上說，一百個人可以叫一萬個人逃跑。換句話說，只要真正同心爲著 神的榮耀、 

神的旨意而活著，我們所產生的力量，那是加乘的，不是加的，是乘數的效果。 

所以，今天在 神家裏面，教會所能產生的力量是絕對不是你個人可以的。所

以很多人說，我在家愛主就好了，特別是現在，很多教會已經提供現場直播。禮

拜天不聚會的人越來越多，早上起不來，沒有關係嘛，喝著咖啡，翹著腳，吃著

水果，狗還跳在你身上，孩子在旁邊玩，你在這邊聼著于牧師講道，一樣笑 ，一

樣聼啊。他們在那邊敬拜，在那邊流淚禱告了，你就起來上厠所了，去搞院子，

你還是覺得你好像在聚會，但是我跟你講，在教會跟不在教會，不一樣！就是不

一樣。在這裡提供了我們更多遇見 神的機會，在這裡有聖靈直接的工作，在教會

裏有同心的禱告，有教會的保護，教會的教導，教會的糾正。有時候，我們走到

懸崖邊緣，真的需要被管教，需要被挽回。弟兄姊妹，這都不是我們個人獨自可

以得到的，我們需要 神的家，我們需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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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督是愛、是光、也是生命，教會也該活出這些特質 

那麽，當我們講到教會的時候，因爲我們說過教會跟基督分不開來，教會根本就是

基督，團體的基督。所以，四福音講耶穌，個人的基督在地上的行傳；《使徒行傳》講

團體的基督，基督在復活裏，在聖靈裏面，在教會裏面，祂在地上的歷史。所以，今天

我們在這裡，個人接受了耶穌作生命，整個教會更是在這裡作耶穌基督生命的見

證。 

所以，我們最近剛在讀《約翰福音》，你不管讀《約翰福音》、讀《約翰壹書》，  

神給老约翰一個很重要的托付，就是把 神兒女們帶到起初，帶到 神的心意中，帶到生

命的裏面來。所以《約翰福音》和約翰的書信，基本上都可以分成三大段。他講到基督，

祂是愛；祂是光；祂是生命，祂是能力，祂是靈，就是這三方面。這是基督身上最明顯

的特點，祂來，把 神的愛帶來；祂來，祂把光帶到了這個黑暗的世界裏面。「黑暗遮

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賽 60：2）但是 神卻「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

（路 1：78）臨到這個地。同樣的，祂來，把生命帶來了，把永恒的生命、永遠的生命

帶給我們。祂是靈，祂是能力，我們這個人軟弱無能沒辦法的，但是基督來，全部改變。 

所以，基督是光、是愛、是生命、是能力。同樣的，今天教會在地上，我們

是基督的身體，我們是祂生命的發表，我們是祂生命的承受者和彰顯者。所以，

一方面教會在這裡承受基督，不斷地長、不斷地長、不斷地長，像《以弗所書》能夠說：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弗 4：13），教會在生命裏面不斷地長。同樣的，教會也

在這裡彰顯基督。所以,《提摩太前書》第三章第十六節說：「大哉！敬虔的奧秘，無

人不以為然，就是： 神在肉身顯現」祂不光講到耶穌基督，祂也講到教會。 

所以，今天教會應該是充滿了耶穌。我小的時候，去參加青少年聚會，讲员說我們

每一個人都是小耶穌，說：“自己是小耶穌”。哇，他把那個使命交給我們，你到哪裏

去活就是要活耶穌。今天這種道很少人講了，這是在《聖經》中，《腓立比書》剛講了，

保羅說：「我活著就是基督」（腓 1：21）。既然基督是我的生命，既然《加拉太書》

第二章第第二十節又說：「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那麽，

我就是應該是基督啊。所以，教會是基督的發表。祂是光、是愛、是生命。 

1.  教會充滿主的愛，聖徒也當彼此切實相愛 

「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

深... 」( 弗 3: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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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

13:35) 

當我們在這裡講到教會是愛的時候，教會的特點很多，對不對？我曾經問過

很多人，我相信自己的教會希望不要再回答錯了。因爲上次我在東岸講道的時候，

就有弟兄姊妹跟我講，說：于弟兄，沒有想到你自己牧養的教會弟兄姊妹都會答錯。

所以，我們答錯了，我們覺得還好。因爲那個時候我問過大家，我說：教會最大的

特點是甚麼？還有沒有人要回答？答錯沒關係啦，我陪你丟臉。教會最大的特點是

甚麼？ 

“ 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謝謝。教會最大的特點應該就是 神的同在，而

不是愛。 

我們太多的觀念覺得教會最大的特點就是愛，愛是教會該有的見證，愛是教會

不可少的，愛的確是教會非常重要的特點，不可少的特點。但是教會最大的特點是 

神的同在。是甚麼使我們與地上的萬民有分別呢？乃是因爲祢與我們同去。人在甚

麼事情上知道我們跟地上的萬民有分別呢？豈不是因爲祢跟我們同去嗎？ 

所以，弟兄姊妹， 神的同在是最重要的事。但是 神的愛也的確是教會裏面一

個明顯得特點，所以，主耶穌才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

此相愛」（約 13：34）《約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五節，祂說：「你們若（有）

彼此相愛（的心）」這是中文的翻譯，不是光有心就夠了。那個「有」和「的心」

都是中文的，我弄了括號把它括起來，就是那個是應該刪掉的。「你們若(有)彼

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 13：35） 

所以，大家都覺得我有心要去愛。有心愛跟真正活在愛裏面，那是兩件事情。

我很有心，半夜起來幫小孩（baby）換尿布，但老婆還是你去吧，我起不來，對不

對？我很有心，家事全包了，可是回到家，累到躺到那邊看電視就是起不來。我很

有心，絕對準時，不要于弟兄說，我真的巴不得早到，可是就是遲到。所以，有個

弟兄，他說他那天做夢，夢到他給自己寫墓碑，他說：這裡躺著一個全心全意愛主

的人。他寫完墓碑以後，沒想到，主來糾正他：這裡躺著一個有心全心全意愛主的

人。就表示你只是有心和有真正屬靈的實際（spiritual reality）差遠了。所以，在 神

家裏面要能夠活出真正的愛，那其實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愛，我覺得我還是應該要多講一點。 我們對愛的定義和期望，跟在婚姻裏面

是很像的。因爲我們總覺得是我需要感覺好（feels good），我活在感覺或是活在一

種條件的裏面。就是如果你愛我，我就順服你。如果你順服我，我就照主的話，愛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 新人門徒訓練           2015-08-23 

 

ND-404                 Page 9 
 

 
 

你。所以，每一個人讀《以弗所書》都加了一個條件。《以弗所書》 神從來沒有給

條件，你們作妻子的，就是要順服你們的丈夫，對不對？「教會怎樣順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弗 5：24）那我們就加了條件了，如果我的弟

兄愛我，順服他是自然的事；那丈夫就說我的妻子， 神對丈夫的要求清清楚楚的：

「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弗 5:25、28）。

可是我們就加條件了，她如果順服，我愛她是很自然的事，愛是不能勉強的，她只

要順服、只要溫柔、只要聼我的，我一定愛她。這都是我們加上去的條件。 

弟兄姊妹，今天來到 神家裏面，我們要講彼此相愛不容易。 我們讀了這本書

的第二章的篇頭，他說：婚姻是一個無情的揭發者，對不對？同樣的，我跟你講，

不光婚姻是這樣，教會也是這樣。教會是我們這個人肉體生命無情的揭發者，你不

來教會還好，會摸著你，會反對（against）你的人不多。因爲你不喜歡他，你就離

開他嘛；你不喜歡這個工作，換一個工作嘛；你不喜歡你的朋友，就不要接他電話。

可是你在家庭裏面，在教會裏面，他是一個你逃不掉的關係，他是一個肉體生命無

情的揭發者。你就發現我們的愛，我們這個人屬靈的生命，我們跟 神的關係，在家

庭裏面，在教會裏面，各方面都受到挑戰。把我們那些自己不知道的死角，那些卑

情下品，那些見不得人的醜陋，都藉著家庭、藉著教會在這裡被揭發出來。 

我從小到大在教會幾十年了，看到教會裏面出問題的時候，那時候就想怎麽可

能是這個樣子。臺上在講道，底下拿番茄打傳道人，這事發生在我小的時候， 10

嵗時候的教會。你能夠想到這樣的事情發生嗎？我們去年去歐洲一個國家，弟兄姊

妹在教會打起來，打到警察來，打到上報紙，打到到最後法院判這個教會關門，整

個封鎖至少一年。打起來，打群架，你說這是甚麼？當然我們今天沒有那麽糟。教

會怎麽會變成這個樣子？ 

人的肉體是沒有底的，沒有止境的。所以爲什麽《耶利米書》第十七章第九節：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我跟你說，連你自己知道

的黑暗，別人不知道的。你以爲你知道了，你還是不知道，你還有更多更黑更壞的

自己不知道。 

在 神家裏面， 神就把我們擺在這班人中間，擺在那班人中間，擺在這個弟兄

底下，擺到碰到于弟兄。你想說：奇怪了，爲什麽別的教會牧者都不是這個樣子。

你會有很多的想，會去羡慕別人，但是弟兄姊妹，其實 神在這裡真的是作我們肉體

生命無情的揭發者。祂把我們揭發出來。這也是為什麼我後來在講道中鼓勵過弟兄

姊妹，你要爲著周圍讓你不舒服的人感謝 神。看你們怎麽都嚇得那樣子看我？要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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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周圍那些讓你不舒服的人感謝 神。因爲不舒服就碰到了我們的天然生命，碰到我

被攪擾、被過不去的那個個性、那個自私、那個自我。 

我甚至跟弟兄姊妹講，你應該感激那些讓你不舒服的人，他們爲著你受苦了。

雖然你覺得你是從他受苦，但是，你知道嘛，他要成爲逼迫你的人，他也要付代價

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嗎？像我今天如果成爲國豪弟兄受苦的原因，他看到我就頭疼，

看到我就睡不着覺。但他慢慢有一天在主面前過關了，他靠著主十字架得勝了，他

得生命，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我對他再坏，他都從 神手中接過，他都用屬靈反

應我。你知道 神一定管教我的。我受的虧損太大了，因為我欺負（take advantage 

of）他，我在他身上得逞，我的脾氣能夠隨便地發給他。那他在主的面前逆來順受，

他學了，他長進了，他得到永恆的生命，他屬靈生命成長像耶穌了，但是我卻越來

越像魔鬼。我將來去見主的時候，我一定要去交帳的。 

所以，你要知道主為的要製作你我，有時候犧牲了旁邊的一些人。所以，我們

是 神手中的傑作。我跟你講，很多的傑作都需要特殊工具（special tools），沒有

這樣子的特殊工具那個瑕疵拿不出來，沒有那個特殊的工具還不能夠彎到那個角落，

米開朗基羅在雕刻的時候，有些壁石還挖不出來，他需要特殊的工具達到那個死角

裏面去，把那個東西給拿出來，變成一個傑作。 

弟兄姐妹，我承認在教會生活裡面，是我整個人被剝皮又剝皮，天然生命被 

神暴露。太多裏面天然人的敗壞，不像主，不合神心意的地方需要藉著教會的生活

被  神暴露。家庭生活也一樣。 神在這裡潔淨我們，神在這裡降卑我們這個人， 

神在這裡朔造我們這個人， 神在這裡雕刻我們這個人。所以真實的愛，是講到 神

的愛（Agape），「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約 13:35）用的就是 神的愛

（Agape），就是講到 神的愛。真正是在主裏面的，我們看到我們是同為一體，同

為後嗣，同蒙應許，我們真的在主的裏面同命、同心、同前途。我非愛你不可，你

也非愛我不可，雖然我身上有很多地方不好，但請你包容我，忍耐我（be patient）。 

所以，葛培理牧師（Billy Graham）的太太路得（Ruth），在她還沒走以前，

人家問她說“你的墓碑上要寫什麽？ ”她說：我的墓碑將來我要寫：所有的工程

已經結束了，謝謝你的耐心（construction is over,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你

看到施工中諸多不便的牌子，她是說我走了以後我就說：工程結束了（construction 

is over）謝謝你們的耐心。你現在到北卡去看她的墓碑上面就是寫的這句話。那我

也先跟你們講：工程會要結束的，謝謝你們的忍耐（construction will be over,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真的，你們在我身上一定也碰到很多不舒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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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神家裏面看見 神把我們擺在基督的身體，擺在教會裏面，為的要讓我

們這個人的生命被潔淨，為的讓我們這個人可以被降卑，真正的捨己，能夠像耶穌。 

這是講到教會「彼此切實相愛」，這個「切實相愛」不容易的，不是表面的

吃，喝，快樂在一起，那是酒肉朋友。我們是在 神的裏面是同命、同心、同前途。

那個生命讓我們息息相關，我們同一個使命，我們同一個前途，所以，我們雖然不

完全但我們真誠相待（we are not perfect but we are sincere）我們是來真的。 

2.  教會是世上的光與鹽 

「13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14 你們是世上的

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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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16) 

第二個講到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鹽。主說：「13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

味，怎能叫它再鹹呢？14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太

5:13-14），祂說：「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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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 

所以，教會如果健康正常的時候，人來到中間你傳福音其實不需要太費力的，他本

身就被光照，他本身裏面就羡慕，他本身就有一種說不出來的，他覺得我也想要。所以，

這是爲什麽威爾斯大復興的時候，是罪人自己來敲教會的門，來敲基督徒的門說：我想

信耶穌。我們昨天早上禱告會的時候陳明還說彩虹（rainbow）團契禮拜五，兩個實習生

（intern）會後就決定說要信耶穌。你教會正常的時候，教會真的是充滿了光，充滿了鹽。 

光和鹽都是爲了對付黑暗的，對付仇敵的。光來把黑暗趕走了，光來黑暗一定被趕

走，只要是真光黑暗一定留不住，它一定被趕走。只要是鹽，沒有失味的鹽，鹽來了就

防腐，對不對？那同樣的光和鹽也有正面的功用，光來了給人指引，給人安全感，給人

方向。同樣的，鹽來了給人活力，給人新鮮感，不會那麼枯燥無味，人生乏味，所以教

會是光是鹽的時候，人來到我們中間就覺的：哎，你們這般人怎麼不一樣！哎呀，你們

就是不一樣！我覺得這般人不一樣。 

我想到從前台灣有一個空軍高級將領，他的太太一天到晚和她的朋友都是牌桌上的

朋友，達官貴人，天天比穿衣服啦，比世界上的東西。她說有一次被人家硬是邀去聚會

的時候，她說她進到那個聚會的房間，發現那裡的人都那麼樸實，姊妹都穿著藍色的褂

子，弟兄穿著卡機褲、白襯衫，就是這麼簡單。教會沒有什麽顯赫的設備。可是她說她

一來到他們中間，她就說這般人是去哪裡找來的，是她在外面沒看過的，真的個個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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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樸實，但是生命裏面確有一種尊貴，一種氣質，那種愛是她在世界感覺不出來。她

後來信耶穌之後作見證，她說那天聚會才開始唱詩歌，她坐在底下就一直流淚，一直流

淚。她覺得我真臟，我是個罪人。還沒有人跟她傳福音，她自己已經覺得自己臟，光來

了，不用講，自己知道自己臟。 

所以，教會裏面應該要正常，我們今天不需要爲了這麼多世界的墮落的事情在這裡

歎氣，在這裡難過黑暗當權。弟兄姐妹教會要發光，埃及全地都黑暗的時候，以色列的

家中仍舊有光。人願意來就光，教會生活就是要為主作見證，我們在這裡把真理的準繩

給拉出來。 

3.  教會是基督生命的彰顯－我們是祂『道成肉身的見證人』 

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弗 1:23) /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西 3:4) 

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16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腓 2:15b-

16a) 

請注意：我們教會小組 C.E.O. 三個主要功能與這三點非常吻合：彼此相愛

(Caring)、生命建造(Edifying)、與明光的見證(Outreach) 

那麼第三個，教會是基督生命的彰顯，我們是祂『道成肉身的見證人』，祂把

祂的生命給我們，活出來就應該是祂。所以，以前有一個老弟兄，幾乎快八九十年以

前，在印尼講道的時候，對著底下上千個會眾。他說如果一個活物裏面裝的是狗的生

命，它活出來的是什麽？全場上千人都說是狗；他說如果在這邊有一個活物（living 

creature）裏面裝的是基督的生命，請問活出來是什麽？底下全場鴉雀無聲，沒有人

敢講！沒有人敢講！他就說我再問一次，如果裝的是狗活出來是什麽？全場都說是狗。

他說如果裝的是基督呢？又不敢講。就是我們連最基本的真理，因為自己的失敗，因

為自己不配的感覺，讓我們不敢有那個勇氣去相信， 神要作這件事。祂把祂的兒子

給我們，不是只叫我們信耶穌將來可以上天堂。祂把祂的兒子給我們，給我們這樣敗

壞的罪人，是要來替代我們，要透過我們這個人，在我們所在的崗位、所處的世代、

所處的環境裏面來活出耶穌來。這是一個偉大的託付，所以教會是祂生命的發表。所

以，人來到教會裏面應該感覺到這般人是充滿著活力的，不是死氣沉沉的，不是愁眉

苦臉的，我們生命豐盛加上自由——這是教會生活該有的情形。 

雖然，我們自己常常覺得自己不配，差遠了，但是，有的時候別人來還真的覺

得我們中間不一樣。你們還記得一年多前有位福音朋友來到我們中間，他回去以後就

叫他的女婿女兒也要來這個教會。因為他自己是學氣功的，他說這個教會的正能量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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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他說你一定要來！你一定要來！他說他一來到這裡就發現這個教會的正能量太強

了，他說來到這個教會就要深呼吸，要多吸一點回去，這是他們表達的方式。弟兄姐

妹，我真的巴不得教會真的是生命豐盛加上自由，我們真的把基督活出來。人來到我

們中間，不是我們外面活潑叫做生命豐盛，而是我們真的基督的生命在我們裏面是真

實的，人在我們身上碰到一種說不出來的力量。 

我十八歲去台北讀大學的時候，我們班上有幾個同學是因為當年考不上大學，

在台灣二十歲是要當兵的，當三年，當完三年兵以後他回來再重考大學。所以，我十

八歲的時候我們那些退伍的軍人已經都是二十三、四歲了。在我們那個年紀就覺得已

經大很多了，還有的是混幫派的。那你知道這些人來當了同班同學，平常大家跳舞啊，

出去逛街啊，吃喝啊都可以在一起；但當他自己碰到挫折，碰到煩惱，碰到很深痛苦

的時候，我就記得，半夜他跑到我的床邊找我。我跟他在我們學校旁邊的橋邊，陪他

一個晚上與他談話。他心中有很多的苦悶，他說我雖然不信基督教，對宗教不了解，

但是我覺得你可以幫助我。所以，他就把他很多的苦惱跟我講。上班也是一樣，有人

跑來找我們，他說你一定是基督徒，你可不可以告訴我，我該怎麼處理。 

弟兄姊妹，因為在我們裏面生命是真的的時候，別人會知道。教會更是這樣，

所以，我巴不得人來到我們中間能夠看到我們中間就是跟世人不一樣。太多的地方可

以表現我們跟世人不一樣，不是藉著行為，但是行為很重要。所以我爲什麽跟年輕的

孩子們講，我說你們碰到大人要打招呼。因為以前有個日本媽媽來到我們這邊英文組

接他的孩子，她不敢相信我們這邊的年輕人會跟大人打招呼。她們在日本教會的年輕

下一代跟大人見面好像是陌生人一樣，不會打招呼。同樣的我也跟我們的大人講，碰

到這些年輕孩子要跟她們打招呼。我們要跟世人不一樣，不管世界變得怎樣， 神家

就是 神家， 神家就是基督的彰顯， 神家就是有基督的生命，我們要把祂給活出來，

這是教會。 

這三個特點光，愛，生命，和我們教會的 C.E.O.的功能（function）是很配合的。

我是前兩天在預備信息的時候突然想到，我們的 C.E.O.其實跟它是很吻合（match）

的，對不對？ 

C.（Caring）講到關懷，講到愛。E（Edifying）講到生命的建造，生命的成全，

彼此建造。O（Outreach）講到我們作光作鹽，在地上作見證（Outreach），能夠把福

音，把主的恩典，把主的愛能夠傳播出去。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在這些方面好好地加強，

真的在各個方面能夠活出小組該有的功能（function），也活出教會該有的功能

（function）。希望這個 C.E.O.的同工都不是掛名的，是真正能夠把教會該有的這個

見證，一個身體裏面該有的這個功能，能夠把它給活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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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會生活的實行 

1. 過「脫罪」與「分別為聖」的生活－「豈不知一點麵酵能使全團發起來嗎？」

(林前 5:6) 

第一，要過「脫罪」與「分別為聖」的生活，《哥林多前書》第五章第六節講

到：「豈不知一點面酵能使全團發起來嗎？」所以，教會跟世上最大的不同在於 

神在這裡，而 神是聖潔的神。《希伯來書》第十二章第十四節祂說：「你們要追求

與眾人和睦，并要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所以，你發現 神要求教

會要追求和睦，在愛裏面和睦同心合意。同樣的，在教會裏面最基本的特點，就是

沒有罪，不然， 神不願意跟我們同在。所以，教會生活裏面我們一定要對付罪，我

們個人的、家庭的、教會的，一點面酵能夠使全團發起來。不光是罪惡，就連我們

任何的，像這個面酵，主耶穌也說是錯誤的教訓，對不對？有任何的言語、批評、

論斷、謠言（rumor）、或是我們有任何的觀念，像今天這個世代的觀念，很多的觀

念都進到神家裡面來。查經聚會都是說，你讀這段《聖經》你的感覺是什麽？你們

可能覺得這個沒有錯，對不對？你讀了這段《聖經》，要不要分享你的心得、你的

感覺。這都已經是後現代文化的思維，已經洗腦了神的兒女們。你讀這段《聖經》

的感覺是什麽？爲什麽不問說，這段《聖經》聖靈想告訴我們什麽？這是一個藝術

學院的教授，他自己帶著學生去看畫展，他說現在已經都改變了，大家看這幅畫，

這幅畫給你的感覺是什麽？而不會問說：作者畫者在這幅畫裏面想要表達什麽？你

發現我們全部都是繞著自己了，讀經也是這個樣子，我們已經把世界的觀念帶進到

教會裏面來了。 

所以，錯誤的言語、教訓、觀念，還有肉體的行為、態度，這些東西我們都需

要在主的面前小心。過教會生活我們要一起來，不是只有少數人去對付。 我真的希

望我們要保持這個教會的純正。我剛才也跟那些孩子們講了，我說：這塊地我們絕

對不能夠為著錢把它給賣掉，這是神的榮耀要充滿的地方，我們要知道這塊地是為

著神的榮耀的。教會一定要在主的面前，知道我們的價值，知道我們是做什麼的。 

大概三年前，東岸有一個教會的人打電話給我，他說他非常痛苦，他們教會裏

面有人在後面發傳單。我說是什麼樣的傳單？他說是攻擊教會的牧、長、執。我說

爲什麽要攻擊？他說因為這個教會是幾十年前查經班開始成立的，後來變成教會。

他說這些當牧長的呢，都是台灣來的，他們都是已經成家立業，在這裡愛弟兄姊妹，

接待我們這些後來從國內來的。（打電話給我的是一位國內來的。）他說接待我們

啦，打開家，弄飯給我們吃啦，在教會傳福音給我們，建造我們。後來有人來了，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 新人門徒訓練           2015-08-23 

 

ND-404                 Page 15 
 

 
 

這個人讀了神學，拿了學位來到教會，他就開始攻擊教會，他說爲什麽都是台灣來

的？你知道嗎，這就是在神家裡面散播紛爭， 神從來沒有說教會只有台灣來的，或

是只有國內來的。 

有個弟兄講的很好，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乃是新造的人，乃是屬靈的人，是

神要的。在 神的面前沒有男女，更沒有什麽台灣來的、香港來的、大陸來的。弟兄

姊妹，我們在 神家裡面， 神在乎， 神要的，就是我們要的； 神在乎的，就是我們

在乎的。但是，有人就是在教會會做這些事情。所以，《希伯來書》的作者才說：

你們要聖潔，「…恐怕有毒根生出來擾亂你們，因此叫眾人沾染污穢。」（來

12：15）就是在教會裏面要做破壞的事，所以我們要一起保持這個教會的純正，完

全讓主居首位。是以 神為中心（Christ Center），以基督為中心（God Center）的教

會，不要讓任何世界的原則、講法、觀念、教訓進到這個教會，有的話我們一起來

拒絕它。 

2.  讓主在凡事上居首位－「祂也是教會全體之首…使祂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西 1:18) 

第二個教會的生活是要「讓主在凡事上居首位」，保羅在《歌羅西書》講

到：「祂也是教會全體之首，他是元始，是從死里首先複生的，使祂可以在

凡事上居首位。」（西 1:18） 

3.  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存心謙卑、捨己，一切的生活、事奉與言行全為著能

『榮神益人』 

第三個「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我們不久前剛講過。「存心謙卑、捨己」，

讓我們一切的生活、事奉與言行全為著能夠『榮神益人』。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以前在 De Anza 之前， 我們有一個很小很舊的教會在 Orange Avenue（地名）。

老期的弟兄姊妹可能都還記得，一個小小的教會是一九四幾年蓋的。那個教會的結

構很特別，在這個教會的聚會廳的後面有一個小小的廚房，還有一個原來牧師住的

地方我們當辦公室。我記得有一年冬天下著毛毛雨，加州冬天是下雨的，我到後面

的廚房去拿東西。我在那裡洗東西的時候，因為那個地方是比較高起來的，窗外是

比較低下去的，那個房子是有一半在地下室，一半是在地上的。所以，我在那邊就

看到後面有一個頭在那邊動來動去，那我就踮起腳來從廚房裏面往外看。我們中間

有一個才信主不到一年的弟兄，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Stanford PhD），才信主不

到一年，下雨天他一個人在後面掃落葉，沒有人叫他掃，他才剛來教會沒有太久。

他就是覺得教會臟，在后面沒有人看到，他一個人就去做這件事情。這是神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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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做給人看，你愛 神，愛 神家，希望 神家表達出來的是一個見證。雖然很少新來

的人（New comer）會跑到教會後面去看，但是他就覺得 神家是 神的居所，就是

應該最乾淨的、最好的。我非常感動，我就覺得這就是 神家。 

今天在我們教會裏面， 你們不要想禮拜天來聚個會而已，你要知道在背後有

多少的弟兄姊妹，他們可能週末進來修這個、弄那個、清這個；有多少的弟兄姊妹

在你看不到的時候，為著 神家禱告，為著每一次的聚會禱告，爲著把仇敵的作為

趕逐出去。我前兩天才聽到一個美國牧師在臺上講，他說任何時候教會門一打開來，

魔鬼就一定進來，他說仇敵的工作一定進來，他說一定要奉主的名，在主的名底下，

在主的寶血底下，在主的十架大能底下。教會要禱告、要趕逐魔鬼的作為，他說不

然的話仇敵一樣在教會工作的。但是，今天不要以為我們禮拜天坐在這裡，一切事

情都是理所當然的（take for granted），背後有太多的工作，對不對。爲什麽這個

牧師在他年輕的時候，一次聚會有一個人進來帶著槍，走到他前面來，他奉主的名

在裏面斥責仇敵，捆綁仇敵的作為。那個人掏出槍來，在他面前連續打了六槍，結

果沒有一槍打中他。他說仇敵的作為就是這樣，牠可以來教會破壞的。 

我們以前在教會講道，講到一半有人跑到講臺上硬要叫我下臺（本來以為是

被鬼附的，後來知道是精神問題），他要上來講。弟兄姊妹，這些還是外面看得到

的，看不到的東西——那種背後的批評論斷， 神家裡面的混亂，仇敵一直都來做

的。 

我們一定要在主的面前知道，要讓主居首位，然後用耶穌基督的心，我們彼

此謙卑束腰、我們捨己、我們相愛、我們來這裡服侍。所以，我常常看到在垃圾桶

旁邊，有一些弟兄們不光丟自己的垃圾，幫忙在那邊把那些盤子擺正，幫忙把一些

灑到旁邊的垃圾撿起來，弟兄姊妹，這都是愛 神家。投影團隊（projector team）、

敬拜團隊（worship team）、音響團隊、 錄音團隊……，你們不知道的地方有太多

的人在為這個家擺上，希望讓主居首位，而且帶著耶穌基督的心彼此服侍。 

4.  信靠聖靈，順服聖靈－「你們既靠聖靈入門，如今還靠肉身成全嗎？你們

是這樣的無知嗎？你們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嗎？難道果真是徒然的

嗎？」(加 3:3-4) 

第四個，雖然放在這裡，但是它太重要了，一定要「信靠聖靈，順服聖靈」，

這邊我引用了《加拉太書》，我能夠引用的經文因為紙張太短了，我只能夠挑一節

用。保羅在這裡告訴我們，他說：「3 你們既靠聖靈入門，如今還靠肉身成全

嗎？你們是這樣的無知嗎？4你們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嗎？難道果真

是徒然的嗎？」（加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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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他是講到我們的生命裏面，不要再活在律法的底下，既然靠聖靈入門，不

是靠行為稱義。但是這個話你一樣可以用在今天教會生活裏面，家庭生活裏面所有

的事情上。你要靠自己的努力、力量去做好，你會發現徒勞無功。你在教會裏面，

如果是憑著肉體在這裡過教會生活，我跟你說，浪費你自己的時間，而且很可能還

給 神家帶來傷害，而且還可能給魔鬼工作的機會。 我們說：沒有人是完全的（we 

are not perfect），但我們真誠相待（but we are sincere）。甚麽叫做真誠相待

（sincere）？我們是真的，我們是需要聖靈來改變我，讓我能夠真正地在主裏面、

在聖靈裏面來過教會的生活，來達到 神在我身上的期望。 

我們傳福音，我們帶敬拜，我們講道，我們有任何的事奉，我們一定要學習依

靠聖靈，聖靈就是耶穌自己，復活的耶穌自己。祂在聖靈的裏面回到我們中間來。

所以，我們一定要靠著聖靈，在教會做每一個服事，哪怕是最小的。 

我被 神不知道打過多少次，很多的時候，自己以為預備的很好，應該可以講

的很好， 神就讓我像吃了死蒼蠅，死老鼠一樣，哎呀，講完道就巴不得鉆到洞裏面

把自己遮蓋起來，丟臉。可是，當你自己覺得不行，依靠主的時候，反而聖靈可以

工作。 

葛培理牧師（Billy Graham）曾經講過一句話，他說今天的教會百分之九十五

的事工，如果把聖靈挪掉，大家照樣會去做，而且照樣能夠做。他說初期的教會不

是這樣。初期的教會如果把聖靈拿掉的話，初期的教會有百分幾九十五的事工根本

做不起來。弟兄姊妹，今天我們人太能幹了，我們不會依靠聖靈。帶查經，翻翻

《聖經》，讀讀預讀就可以帶了，安排兩個人講講，討論問題就可以帶了。弟兄姊

妹，你可以帶，但是那個是不是神要的？那個是不是靠著聖靈，還是靠著肉身在成

全？我連做飯食，《聖經》上講到司提反是被聖靈充滿，大有智慧的人，他都需要

被聖靈充滿的，連做飯食都需要聖靈，你更不要說我們做其他的服事了。 

所以，今天在這個世代裏面要學會依靠聖靈，謙卑承認自己無能、無有、不行

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但是，我希望我們這個教會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在我們所做的

服事上學習放下自己，放下自己依靠聖靈，讓聖靈有空間去做一些只有聖靈可以做

的事，好不好？聖靈做的絕對超過我們，對不對？聖靈說的話絕對比我們有力，但

是我們都把祂的時間用完了，全部用自己的方法替代了，你讓聖靈沒有工作的空間

了。在家裡面也一樣，帶孩子們，帶家庭祭壇，要讓聖靈來做，學習依靠祂。 

5.  遵行聖經中關於教會生活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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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彼此相愛；彼此體恤；互相代求；彼此順服；彼此認罪；彼此包容；彼此

饒恕；彼此同心；彼此和睦；互相建立；彼此相顧；互相服事；順服教會紀律

(太 18:15-17, 帖前 5:14, 多 3:10…)；學習身體配搭服事  (林前 12, 14 章)；「成全

聖徒，各盡其職」(弗四)… 

第五個，「遵照聖經中所有關於教會生活的教導」，我在這裡列了很多，每一

點都在《聖經》上有，因為紙張位置的關係我不能把經文列給你們。也還不止這些

呢，包括這些彼此啦、互相啦這樣經文太多了，都是講到教會生活。彼此嘛，當然

不是一個人；互相，當然不是一個人。所以，你把這些教訓多多找出來，它還有彼

此款待呀、彼此親熱啦、彼此洗腳啦，我都沒有空列了，太多了。 

那我就希望大家，我們有一個題目，會讓大家從三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從所有的彼此、互相的經文裏面，你至少找一個出來。 

第二個，這裡也講到順服教會的紀律，我列了三處的經文，《馬太福音》第十

八章第十五到十七節：「15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

一處的時候，指出他的錯來。他若聽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16他若不聽，

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可定準。17若

是不聽他們，就告訴教會；若是不聽教會，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

還有《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五章十四節：「我們又勸弟兄們，要警戒不守規矩的人，

勉勵灰心的人，扶助軟弱的人，也要向眾人忍耐。」跟《提多書》第三章第十節：

「分門結黨的人，警戒過一兩次，就要棄絕他。」講到教會的紀律，你也挑一處。 

第三個，是從身體的配搭事奉，或是成全聖徒，各盡其職，這些經文裏面你也

挑一個點，能夠跟組員去分享，然後去交通我們怎麼樣可以具體實行的路。 

我希望，我們整個基督徒聚會（Christian Assembly），到底我們這個教會能夠

達到什麼樣的水平，到底能夠承受 神多少的祝福，到底能夠在神手中有多大的用處，

完全在乎我們每一個人如何來過教會的生活。我非常非常地、真心地、誠懇地、迫

切地希望每一個人都把自己，在聖靈裏，擺到身體的裏面來。我們一起讓教會更好，

更合 神的心意。讓這個教會真的是神的居所， 神喜歡來且充滿了神的榮耀。祂的

光、祂的愛、祂的生命充滿在教會中。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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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我們謝謝祢，謝謝祢不光拯救了我們，不光祢的寶血洗淨了我們一切的罪，也不光

祢把一個永生的盼望賜給我們，我們更謝謝祢，祢把我們擺在祢身體的裏面，擺在教會中。主

啊，教會雖然是我們蒙恩、蒙福的地方，也是我們成長的學校，我們在這裡接受各樣的裝備，

教會也是我們在這裡得到保護、得到供應的地方。但是，我們更知道教會是你的身體，是祢的

居所，也是祢榮耀的發表，也是祢旨意的成就者。主啊，幫助我們！既然被你擺在同一個教會，

不僅僅擺在同一個世代中，同樣擺在這個地方，擺在同一個教會裡。主啊，你讓我們從心裏面

彼此珍惜，也讓我們從心裏面彼此切實相愛，我們都帶著一個榮耀的負擔和使命，我們要成為

祢榮耀的彰顯。讓教會真的是一個充滿愛的地方，教會是一個充滿光的地方，教會也是一個充

滿祢生命的地方。主啊，祢祝福我們，祝福每一個小組，也祝福每一個家庭，讓我們所有的學

習，所有的長進都成為教會的祝福。謝謝主，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