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众系统神学大众系统神学大众系统神学大众系统神学 第五十课第五十课……

教会论 教会健全的功能教会健全的功能

播映操作小技术：滑鼠click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号/总片数 音量、全萤幕

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暂停 课程纲要 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前后换片 暂停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暂停 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前后换片、暂停

请按 开始播放

教会健全的功能教会健全的功能

以前教会界很流行谈教会增长，

这些年来有 个改变这些年来有一个改变 —
不只在追求人数的增长，应该是要追求健康。

最近的口号是「健康的教会」最近的口号是「健康的教会」，

只要是健康就会增长，不一定长的很快

但是无论在数量 品质上都会增长但是无论在数量、品质上都会增长，

不但希望在人数上增长，

希 教会 质是 高也希望教会的品质是提高的、

更合神的心意

这一讲谈的就是这种品质方面的，

健全的 健康的教会 应该有那些功能健全的、健康的教会，应该有那些功能。

教会的五大功能
1 敬拜的功能 信主的人在 起就是教会 起做什么1. 敬拜的功能：信主的人在一起就是教会，一起做什么？

应该是敬拜神，「来做礼拜」就是一起来敬拜神。

弗五19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不但是赞美主，而且是多采多姿的…
诗章 诗歌 颂词 诗歌的歌词诗章 — 诗歌，颂词 — 诗歌的歌词

灵歌 — 没有编曲、作词，按着神的感动开口歌颂神

彼此对说 互相呼应 启应 激励的彼此对说 — 互相呼应、启应、激励的

当时的教会已经是很活泼的敬拜了。

口唱心合，不是只有歌唱的很好听，

 心里真的对神的爱跟称赞、对神的敬畏跟尊崇真 神 赞 神 尊崇

内在对神的态度跟外在所唱、所演奏是一致的

敬拜广义的说…
在祷告中敬拜赞美神 读经也是敬拜神在祷告中敬拜赞美神、读经也是敬拜神，

不只是单向的 — 一直跟神说话、向他唱歌

也是双向的 静 来 神 我也是双向的 — 静下来，聆听神对我们说话

讲道，神话语的分享，是在聆听神的话，

看去看长辈，跟他说、对他关心、表达敬爱，当然很好，

如果一直不让长辈对我们说，这样对吗？当然不对。

敬拜赞美不是只有我们一直跟神讲，
 静下来像马利亚一样安静在神的脚前
 借着读经、听道，借着神话语的分享，

我们来体会神的心意，也是敬拜的内涵

敬拜也包括守圣餐，这是表达对于上帝

赐下他的独生子 为我们死 为我们流血赐下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

也是敬拜的重要内涵之一。



2. 宣教 — 敬拜是向上的，

宣教就是向外、向我们的四周围。

太廿八18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太廿八18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19 所以 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1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20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20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三节提到七方面 —
前面五点跟第二大功能宣教有关 前面五点跟第二大功能宣教有关

 后面两点跟第三大功能教导有关

大使命不是只有说「你们要去」，

直接这样出去 就像耶稣所讲 把羊送 狼群直接这样出去，就像耶稣所讲 — 把羊送入狼群

 不是凭着自己的勇敢跟热心，就直接出击了

1) 18 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
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
我们是靠主的权柄去 — 靠主权柄

2) 19 你们要去，

就是主动出击，不是等人家来，就是主动出击，不是等人家来，

 不是只是叫人家来，来教会听福音，

我们的生活就是见证我们的生活就是见证
有些人不肯来、不能来、不想来，

我们不只是在教会里面传福音我们不只是在教会里面传福音，

在教会外面我们可以去接触他们

3)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传福音不是只传给熟悉的族群 背景相似的对象传福音不是只传给熟悉的族群、背景相似的对象，

要像保罗讲的 — 遇见什么人、就做什么人，
够 来 能够跟上层的人来对话、辩论

 也可以跟基层的人，很亲切的接触他们

练要练习不只是跟自己类似背景的人…

我非常佩服一个朋友，原来是在台北高级的社区，我非常佩服 朋友，原来是在 高 ，

当被神带领到乡下，可以跟邻居老太婆谈话谈一个小时。

超越文化、传给万民 — 不能只跟同文化的人，超越文化、传给万民 不能只跟同文化的人，

 可以跨文化跟自己社会阶层不一样的，

也可以真的到不同的民族里面去也可以真的到不同的民族里面去

传给万民，不是万人，

 你会唱歌、是有名的歌手，会有万人来听你唱歌 你会唱歌、是有名的歌手，会有万人来听你唱歌

万民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族群

4)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做主门徒 不是信徒而已 真正的信是做门徒做主门徒、不是信徒而已，真正的信是做门徒。

中国传统的门徒是要花相当的岁月，

在师父的手下 完全降伏 听师父的调教在师父的手下、完全降伏、听师父的调教，

 例如学理发，按照台湾人习俗

要学三年十个月 — 师父不但教你理发，

也教为人处世、洒扫庭除、待人接物…
门徒的意思不是只学一个手艺，

不像现代学生只是考试、会考分数高就可以了，

是包括做人、整个人被师父调教

这也是圣经门徒的意思 — 我们带领人信主，这也是圣经门徒的意思 我们带领人信主，

他是要真正来跟随神、做主的门徒，

传福音 深度布道 要看到人格 言行改变传福音、深度布道，要看到人格、言行改变，

才算传福音成功 — 他真的在跟随主了。



5)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 归三一神。

洗礼为什么要奉父、子、圣灵？

 我们的上帝是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

三一神的合作，才使我们信而受洗的，

圣灵把圣父所预备、圣子所完成的救恩

施行在我们身上，这才是真正的得救

如果 是脑袋 意基督教的道 这样 够如果只是脑袋里同意基督教的道理，这样不够，

是经历到 —
父的拣圣父的拣选、

圣子的救赎、

圣灵的感动，

我们重生得救，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也才能开始做基督的门徒。

3. 教导

太廿八20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耶稣的吩咐何等多，最重要记载在圣经里，

已经让我们 生享用不尽 钻研不完了已经让我们一生享用不尽、钻研不完了 —
 我们自己要先熟悉耶稣基督的教训

使徒对于耶稣的教训 所完成的救赎使徒对于耶稣的教训、所完成的救赎、

未来、末世、重要的真理，都有教导

这 些 在人信主之后都要继续教导这一些，在人信主之后都要继续教导，

才是完整的布道。

大使命就包括19 布道方面、20 教导方面，

 连贯在一起，信了以后要有全备的教导贯在 ， 有 导

 明白以后，照神的心意，去遵守、更新而变化来生活

4. 团契，希腊文 koinOnia，大写的 O、长音的，

新约出现很多次 同经节就有 同的翻译新约出现很多次，不同经节就有不同的翻译，

没有团契这两个字，实际上充满了团契的例子…

徒二42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

不像现在讲的 把职务 财务交接给你不像现在讲的 — 把职务、财务交接给你

原文就是互相交往、有密切的交往，

不是做孤单的基督徒不是做孤单的基督徒

罗十二13 圣徒缺乏要帮补。我有、他没有，我的就分享给他。

林前一9 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天下信他的人都成为他的孩子，在神的家里

一起享受神家里的丰盛，就是一同得分
团契也包括一起来享受神的福份

林前十16 守圣餐 — 同领基督的身体。 这也是团契

耶稣已经升天，他设立圣餐，

 我们擘饼、喝葡萄汁时，一起领受基督的身体，

耶稣在我们守圣餐的时候，就临在我们中间，

我们再一次借着守圣餐的过程，我 再 借着守圣餐 程，

领受耶稣的牺牲所带来属灵的效果跟祝福

约壹 3我们将所看见 所听见的传给你们约壹一3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
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团契

使徒领受神给他们的真理跟恩典，传给我们，我们也领受了，

 我们的领受跟使徒的领受，其实是相同的，， ，

因为有相同的成分，我们就相交了

我们在主里面有热络的交往，我们在 面有热络的交往，

不但彼此相交，也一起跟耶稣相交



约壹一7 我们真正的在灵里面的团契、彼此相交，

条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

有一个条件…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
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

 光明跟黑暗是不相交的，光明跟黑暗是不相交的，

我们要在光明中才与神相交、

也才能够彼此相交也才能够彼此相交
 我们不是一个人孤伶伶的来做基督徒，

乃是一起来相交 —乃是 起来相交
与神相交、也彼此相交

 彼此分享 也一起领受 一起交流 彼此分享，也 起领受、 起交流

5. 服务 — 已经信主的人在一起，是教会内的相交，

他所领受的丰富 爱 真神也希望我们把从他所领受的丰富、爱、真理，

也可以分享出去，所以团契跟服务很有关系。

英国神学家 John R.W. Stott 谈到团契，

有一个很好的定义，英文翻译成 Fellowship，， 译 p
 Sharefrom — 我们一起从神有领受，

一起来敬拜神、仰望神起来敬拜神、仰望神

 Sharewith — 从神有领受、不完全一样，

就把从神所领受的彼此分享就把从神所领受的彼此分享
 Shareout 把领受的分享出去，包括宣教、服务，

对还没信的人，不是只是劝他信耶稣而已，对还没信的人，不是只是劝他信耶稣而已，

 关心他的需要，特别是在困苦中的人

 照神的感动去照顾、去服务、 照神的感动去照顾、去服务、

去服事、去救济、去关怀他们

提前五16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
不可累着教会 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

古代最可怜的寡妇，是没有家人、没有儿女，以前的女人

没有受教育、没有学手艺，没办法跟男人竞争，

如果没有家人，在当时就是最弱势的。

保罗这句话意思 — 寡妇没有家人，教会要来照顾，

教会不但讲神是爱而已，也表现神的爱去照顾穷乏的人，

包括没有信主的、需要关怀的人。

路十 耶稣谈到「要爱你的邻舍」，有人问「谁是我的邻舍」？路十 耶稣谈到「要爱你的邻舍」，有人问「谁是我的邻舍」？

耶稣讲了好撒马利亚人的比喻 —
 真正的邻舍并不是住在我房子旁边才叫邻舍 真正的邻舍并不是住在我房子旁边才叫邻舍，

神让我们遇见的人就是我们的邻舍

 碰到急难 困苦 需要关怀 神让我们遇见他 碰到急难、困苦、需要关怀，神让我们遇见他，

就要照神的感动、靠神的大爱去爱他

我们用一段圣经做例子，来看一个健全的教会 —
是那 个教会呢 五旬节刚刚诞生的教会是那一个教会呢？五旬节刚刚诞生的教会，

已经是一个很模范的教会了…

徒二37 当彼得讲道完，众人觉得很扎心，
他们竟然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问使徒说怎么办？
38 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应许的生命 」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应许的生命。」

一个健康教会的特征 —
1. 重生的教会

 向神悔改、接受耶稣、罪得赦免、圣灵内住的，

这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教会的会友如果都重生得救了，教会的会 如果都 救 ，

这个教会就是很健康的



2. 教导 — 42a 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中国字的「听」 就是用耳朵 也用心中国字的「听」，就是用耳朵、也用心，

要不然就像耶稣讲的

「 是 却 白」「听是听见、却不明白」，

因为没有用心
所 受他们听而且用心听，照着所领受的教导来生活

3. 相交 ─ 42b 而且彼此交接，就是相交、团契
46 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殿里、在家里擘饼，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是很实际相交的方式

4. 感恩 — 42 一起擘饼，46 在圣殿、在家里擘饼，

就是常常来感谢耶稣基督舍己的爱

5. 祷告 — 42 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擘饼，而且一起祷告。

6. 可敬 — 43a 众人都惧怕。
是说怕的要 而是很尊敬的意思 不是说怕的要死，而是很尊敬的意思

应该让还没有信主的人在我们面前不敢乱来，

不是凭自己的威 实际上神跟我们同在 不是凭自己的威严，实际上神跟我们同在
 很多人因为我们对神的敬畏、彼此相爱、

神在我们中间，而会感受到教会是可敬的

7. 神迹 — 43b 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

必要的时候，神会彰显他超自然的作为，

可以让没有信的人来认识神、也认识教会。教会
圣经并没有叫我们去追求神迹，

 圣经说没有看见、光是听见就信的，是更有福的圣 说没有看见、光是听见就信的，是更有福的

但因为神的怜悯，有些人是看到神迹才信的，

仰望神在必要时，神迹奇事、超自然的作为，仰望神在必要时，神迹奇事、超自然的作为，

也可以临到教会、借着教会彰显出来

8. 分享 — 44 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
很多人卖了田产家业 照各人所需要的分给各人45 很多人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要的分给各人。

这是历史上成功的社会主义、共产社会，

是 武 府 事 量 不是用武力、用政府的军事、政治力量

来逼迫你，那个不会成功的

圣经这一个凡物共用的共产社会，

是因为他们被神的爱感动，主动的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共产生活是暂时的，以后就没有了，

 圣经没有要求、也没有禁止，保持共产精神就好了圣经没有要求、也没有禁止，保持共产精神就好了

社会主义、共产党原来都是很有理想的，

这里告诉我们 — 光有理想是不够的，这里告诉我们 光有理想是不够的，

要有神的爱才会成就

第五章以后没有要求我们要过共产生活第五章以后没有要求我们要过共产生活，

可是要我们继续有这一种分享的精神。

09. 同心 — 46a 他们同心合意在殿里、在家里擘饼、吃饭。

10. 喜乐 — 46b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11. 赞美 — 47a 赞美神。11. 赞美 47a 赞美神。

12. 可爱 — 47b 得众民的喜爱。
前面的惧怕 是很尊敬前面的惧怕、是很尊敬，

后面是很喜爱，就是又敬又爱
 不要让人家敬而远之 不要让人家敬而远之，

这样教会才是健康的

13. 宣教 — 47b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这是 个增长的教会这是一个增长的教会，

因为健康，它增长了，

得救的人不断的加 教会得救的人不断的加入教会



这里有十三点，跟前面五大功能有什么关系呢？

大部份很有关系大部份很有关系—
 赞美、擘饼、感恩、祷告，

敬拜的功能敬拜的功能

 彼此相交、一起擘饼、

彼此共享、彼此同心，

团契的功能

 重生的，好好的宣教传正确的福音，才会重生，

有神的作为在他们中间；

很喜乐，可以吸引人，

很可爱，大家都爱他们、他们会增长，

宣教的功能

 不但听使徒教训、也遵守，

教导的功能

前面不是提到五大功能吗？有没有服务呢？其实有，

这是五旬节刚刚发生而已这是五旬节刚刚发生而已，

往下看 第四章 以后，渐渐就开始

在 会 最 势 最 关在照顾社会上最弱势、最需要关怀的，

例如寡妇，那个时代寡妇最可怜的。

从这个五旬节刚刚诞生的教会，

可以看到这四方面，

再加上不久以后开始对社会做服务
这也是今天教会需要努力的，

这五方面都讲究，我们才是健康的教会 —
全备的、健全的

 才能够真正的有属灵、宣教各方面，

人数、品质一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