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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第 31 課 
 

1 
禱告 
 

 

組長。禱告並將你的小組和這個有關建立基督教會的課程交托給主。 
 

2 
分享（20 分鐘）                                                    ［靈修］ 

路二十二 – 二十四 
 
輪流簡短地分享（或讀出你的筆記）你在靈修中從所指定的經文（路二十二至二十四）學到什麼。 
聆聽別人的分享，認真地對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討論他的分享。寫下筆記。 
 

3 
背誦經文（5 分鐘）                                         ［約翰福音的鑰節］ 

(11) 約十一：25 
 
兩人一組複習。 
(11) 約十一：25。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

信這話嗎？ 
 

4 
講授 （85 分鐘）                                        ［建立教會的事工］ 

基督徒與教會增長 
 
引言。這一課講授基督跟隨者和基督信仰群體（教會或家庭團契）的增長。我們會思想聖經中屬靈增長的原

則。我們會從聖經中學到歸信者、門徒、基督徒同工和基督教會（家庭教會、家庭團契）的增長。 
 

      A. 聖經中屬靈增長的原則 
 

引言。你先要得人，才能使人數增長起來。 
你要使人作門徒，才能使門徒人數增長起來。 
 

1. 舊約的事工是增長的事工。 
 

引言。屬靈增長是指信耶穌基督的人增加，他們相信聖經中的神，也遵行祂的話。 
 

探索和討論。在舊約時代，屬靈增長如何發生？ 
閱讀詩七十八：3-7；珥一：3。 
筆記。在舊約時代，屬靈增長包括傳承神的知識和祂的旨意直到三代！在舊約時代，從神呼召以色列人作祂的

子民開始，就吩咐他們要在屬靈上增長。 
 

 (1) 詩七十八：3-7。 
這篇詩篇記述以色列人如何將他們祖宗所傳給他們有關神和祂旨意的一切話傳承下去，直到三代。我們讀到：

“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設律法，是他吩咐我們祖宗（第一代）要傳給子孫的（第二代），使將要生

的後代子孫（第三代）可以曉得。他們也要起來告訴他們的子孫（第四代），好叫他們仰望神，不忘記神的作

為，唯要守他的命令。”神把責任交託給祖宗，將神的知識、神的奇妙作為和誡命傳承下去，直到三代：他們

自己的兒女，兒女的兒女，以及兒女的孫兒。這樣，以色列世世代代都有機會認識神和祂的奇妙作為，並遵守

祂的誡命。 
 

 (2) 珥一：3。  
耶和華吩咐約珥（第一代）說：“要將這事傳於子（第二代），子傳於孫（第三代），孫傳於後代（第四

代）。”以色列世世代代的責任和習俗就是將知識和祂的旨意傳承下去，直到三代。這是藉着曾祖父、祖父、

父親和先知們把神的話語傳給其他人而達成的。每一代的兒女包括自己的兒女（申六：1-9）和別人的兒女

（詩七十八：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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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耶穌基督的事工是增長的事工。 
 

 (1) 耶穌與福音。 
探索和討論。耶穌基督如何得人？ 
筆記。耶穌基督得了人歸向祂。祂大約在主後二十六年十二月開始公開傳道。祂透過讓人進入祂自己的生命

（“來看”）或進入他們的生命（迦拿娶親的筵席）來得人。 
• 閱讀可一：15；約一：39-43。耶穌讓人進入祂的生命和參與祂的事工。耶穌到了加利利，將神的福音傳給

人，並說：“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祂向人宣講福音，並向他們發出挑戰“當悔改或歸

信，信福音”，藉此讓人進入祂的生命！祂邀請人“來看”（我如何生活），並且“跟從我”（效法我在

世上所做的事）。 
• 閱讀約二：1-2。耶穌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舉例說，祂參加娶親的筵席、在耶路撒冷舉行的猶太節期，以

及在猶太會堂舉行的一般聚會。耶穌進到人們的家裏，與他們一同吃飯。祂在街上跟普通人交談，也在人

們日常工作場所，如捕魚或收稅的地方，跟他們交談。在這期間，祂的門徒常常來聽祂的教訓，但他們仍

然維持他們的日常工作，如漁夫，稅吏和其他工作。 
 

 (2) 耶穌與訓練。 
探索和討論。耶穌如何訓練祂的門徒？ 
筆記。耶穌基督訓練祂的門徒，堅固他們的基督信仰，並且裝備他們履行任務。大約一年後，耶穌呼召十二個

人全時間跟從祂，為要裝備他們。 
• 閱讀太四：19。耶穌對幾個門徒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 
• 閱讀路六：12-13；可三：13-14。祂以禱告的心揀選了十二個人，訓練他們作門徒。祂訓練他們，讓他們常

“與祂”在一起，好叫他們觀察祂的生活和事奉，聆聽祂的教訓和回答，並且體驗人們如何改變和得幫

助。他們與耶穌同在，深受祂的影響！ 
• 閱讀路十：1-16。祂訓練他們，差遣他們兩個兩個出去傳神國的福音、教導人、幫助窮人和醫治病人。從

那時起，祂的門徒就全時間跟從祂了。 
• 閱讀約十一：54。耶穌在祂公開傳道的最後兩年花了很多時間與祂的門徒單獨在一起，為要教導和訓練他

們作將來的事工。 
 

 (3) 耶穌與差遣。 
探索和討論。耶穌基督為何訓練祂的門徒？ 
筆記。耶穌基督差遣門徒在世上作工人或宣教士。 
• 閱讀太二十四：14。耶穌死在十字架上之前曾說，神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萬民。 
• 閱讀太二十八：18-20；可十六：15；路二十四：44-49；約二十：21，徒一：8。經過三年半的教導和訓練

（實踐），並且在宣講、教導和醫治等方面給門徒樹立榜樣，耶穌基督就死在十字架上，然後復活了。 
耶穌復活以後，把大使命交給門徒。四卷福音書都記載了這大使命，並表明耶穌在不同場景中多次向祂的

門徒重申這大使命。在太二十八：18-20，祂這樣吩咐：“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

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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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閱讀徒十七：6-7。這一小群門徒到各處去，給羅馬帝國帶來天翻地覆的改變！ 

 

3. 新約的事工是增長的事工。 
 

探索和討論。在新約時代，屬靈增長如何發生？ 
 

 (1) 耶穌使歸信者、門徒和基督徒同工增長。 
閱讀太二十八：19-20。耶穌基督把新約時代的屬靈增長方式教導給祂的門徒，以及後世所有的門徒！耶穌命

令祂的門徒去訓練新門徒，教導這些新門徒遵守祂一切的誡命，包括大使命！每一代新門徒都要訓練門徒，教

導這些門徒遵守耶穌基督一切的誡命，包括大使命！這樣，世世代代的新信徒、門徒和門徒訓練者便生生不息

了！ 
 

 (2) 彼得使歸信者、門徒、基督徒同工和教會增長。  
閱讀徒四：13。彼得是耶穌基督的其中一位門徒。彼得接着又向許多人傳福音，教導新信徒成為耶穌基督的門

徒。起初，他主要在耶路撒冷作工，後來他周遊各處建立新教會，探訪教會，也寫信給各教會。他的事工主要

針對： 
• 大群體（數千人） 
• 小群體（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團隊） 
• 個人（巴拿巴和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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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巴拿巴使歸信者、門徒、基督徒同工和教會增長。 
閱讀徒十一：19-26。巴拿巴透過彼得的事工成為基督的跟從者。他接着又向許多人傳福音，並且教導新的跟

從者成為耶穌基督的門徒。他到敘利亞的安提阿幫助那裏的新教會成長。他的事工也是針對大群體、小群體和

個人（保羅）。 
 

 4) 保羅使歸信者、門徒、基督徒同工和教會增長。 
閱讀帖前一：5-8；提後三：10-14。巴拿巴從土耳其的大數把保羅接來，讓保羅參與他在敘利亞安提阿的事

工。保羅接着又向許多人傳福音，並且教導新的跟從者成為耶穌基督的門徒。他周遊各處，至少進行了四次宣

教旅程，並且在亞細亞和歐洲建立新教會。他探訪教會，訓練新的基督徒同工，差派他們去訓練門徒，也寫信

給各教會。 
 

在帖前一：5-8，他描述了屬靈增長如何在一個名叫帖撒羅尼迦的城市中出現。保羅與他的同工西拉和提摩太

在帖撒羅尼迦傳福音。當人們聽到他們如何大有能力和信心傳福音，並且看到他們在那裏如何活出基督徒的樣

式，他們便成為了榜樣。因此，雖然帖撒羅尼迦的基督徒遭受同胞的強烈反對，但他們領受了真道，就跟隨

（效法）保羅、西拉和提摩太。然後，他們接着又成為馬其頓和希臘信徒的榜樣（模範）。他們的信心在各處

傳開了。 
 

 (5) 提摩太使歸信者、門徒、基督徒同工和教會增長。 
閱讀提後二：2。起初，提摩太先從他的外祖母和母親身上學到很多東西（提後一：5；三：15）。後來，他跟

隨使徒保羅，與他同工十四年，主要從他身上學習。提摩太接着又向人傳福音，教導新的跟從者成為耶穌基督

的門徒。 
 

保羅臨終的時候吩咐提摩太要在屬靈的事上增長。“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

教導別人的人。”使徒保羅指出提摩太有責任把福音的知識傳給下一代！提摩太要把福音傳給可靠（忠心）、

能把福音傳給下一代的人。 
 

留意屬靈增長是如何出現的：耶穌影響彼得。彼得影響巴拿巴。巴拿巴影響保羅。保羅（第一代）傳給往後的

三代：他影響提摩太（第二代）。提摩太傳給可靠、有能力的人（第三代）。他們又傳給“別人”（第四

代）。 
 
福音就是這樣傳給我們的。現在，輪到我們帶着能力和信心把福音傳給往後三代可靠（忠心）和有能力的人

了！  
 

4. 必須增長的人。 
 

教導。在這些基督信仰增長的事工中，哪類人應當增長？ 
• 太二十八教導，基督徒應當使耶穌基督的門徒增長。門徒不單單是歸信者，而是成熟、作工、堅毅的基督

徒。他們與基督同行，也遵行祂在聖經中的命令和教訓。 
• 提後二教導，基督徒應當使可靠（忠心）、有資格或有能力教導別人的基督徒增長。 
• 詩七十八教導，基督徒應當從自己的兒女、孫兒和曾孫兒着手使新信徒增長。 
• 帖前一指出，基督徒在自己的省份，甚至在鄰近的省份，使門徒增長。 
• 太二十四、二十八和徒一：8 教導，基督徒應當在世界各國、各群體中使門徒增長：舉例說，出租車司機、

理髮師、工廠工人、學生、尋求庇護的人等（希臘文：ethné）（參看啟五： 9）。 
 

B. 基督教會（會眾）的增長 
 

引言。屬靈增長意味着各地基督教會（會眾或家庭團契）的數目增加。 
探索和討論。新教會（會眾或家庭團契）是如何產生的？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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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主動建立了新教會。 
 

閱讀。徒十三：1-4。聖靈可以分派地方教會中某些人擔當特定的工作。因此，祂呼召保羅和巴拿巴到其他城

市、省分和國家去傳福音。祂也吩咐地方教會給這些同工自由（不用擔當其他責任和任務）。 
 

2. 基督徒同工叫人歸信，並且訓練門徒。 
 

閱讀徒十三 5,13-52；十四：1-22。保羅和巴拿巴傳神的道。他們傳揚耶穌基督，以及祂的受死和復活。他們傳

揚藉着耶穌基督而罪得赦免，也就是說因信稱義，在藉着律法所不能稱義的一切事上藉着信耶穌就得稱義了。

當他們受逼迫，就逃到其他城市，在那裏繼續傳揚福音。他們向人發出挑戰，要離棄毫無價值的偶像，並歸向

永生神。他們在多個城市使許多人作門徒。在徒十四：21，我們讀到這期間這些新信徒有機會成長，過了一段

時間，他們回到這些門徒群體中，堅固和鼓勵他們。 
 

3. 基督徒同工在每個地方教會（會眾）中任命長老。 
 

閱讀徒十四：23。 
 

 (1) 新教會植堂者。 
保羅和巴拿巴傳福音，並訓練這群初信者作門徒，也為每個地方教會任命或設立長老，然後藉着禱告把他們交

托給主耶穌基督，求主看顧和保護他們。“任命”和“委任”等字詞並不意味着“透過投票來選舉”或“透過

其他牧者或主教來按立他們”。從那時起，這些長老作為一個群體或長老委員會（希臘文：presbuterion）（提

前四：14）一起負責領導地方教會。大多數地方教會都是在家裏聚會的，是真正的家庭團契或家庭教會（羅十

六：5）！ 
 

 (2) 新教會的長老。 
眾長老（希臘文：presbuteros，複數）可能是群體中靈性最成熟的門徒和最有能力的人。雖然他們被任命在地

方教會擔當領導職務，但他們通常不是全職的，也沒有報酬（參看提前五：17）。 
 

 (3) 長老的任務。 
長老的任務包括： 
• 作牧者（牧師）和監督帶領教會會眾 
• 作管家（管理者）和領袖管理教會的活動和財產 
• 作教師在教會裏教導神的道 
• 在這一切事上作僕人，而不是作統領轄管人 

 

眾長老直接向主耶穌基督交賬（來十三：17），祂是各地方教會的元首，也是普世教會的元首（徒二十：17-
35；弗一：22；彼前五：1-4）。 
 

誰是你們的“引導者”？來十三：7 說你們的引導者（複數）是： 
• 傳神之道給你們的人 
• 在自己的生活中（活出）遵行神的道的人 
• 讓人可以效法他們的信心的榜樣 

 

4. 基督徒同工繼續在新教會中發揮影響。 
 

閱讀林前四：14-16；提前五 17。 
保羅繼續探訪他所建立的教會。他也差遣他的同工探訪這些教會，勉勵他們，服事他們，但並不是轄管他們。

他寫信給教會，今天這些書信已經納入聖經中。然而，保羅並沒有試圖將所有教會聯合起來成為一個宗派（組

織）。他也沒有任命一個傘式組織（作為委員會或宗教會議）在它們之上！他沒有干預教會的組織，只是清楚

地教導他們有關長老應當具備的資格和任務。提前四：14 和五：17 教導我們，地方教會的長老（作為一個團

隊或委員會）領導教會。 
 

5. 基督徒同工報告他們的工作。 
  

閱讀徒十四：27。當保羅和巴拿巴辦完了他們的事，就召集地方教會聚在一起，報告神藉着他們所行的一切

事。注意，他們並不是單單報告他們所做的事，而是神運用恩典和大能藉着他們所做的事。他們把一切榮耀都

歸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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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基督徒（基督的跟從者）的增長 
 

引言。屬靈增長意味着基督的門徒和基督徒同工的數目在各地不斷增加。在太九：35-38，耶穌說，要收的莊

稼多，作工的人少！根據耶穌基督所說，收莊稼的基督徒同工的數目必須增長！他們應如何增長呢？ 
• 根據太九，神藉着禱告使基督徒同工的人數增長！ 
• 根據太十，神藉着訓練使基督徒的人數增長！ 
• 然後差遣基督徒進到世界！ 

 

1. 使新基督徒增長（透過傳福音）。  
 

閱讀約四：35-38。 
探索和討論。新基督徒（歸信者）如何增長？ 
筆記。新基督徒（歸信者）的數目透過傳福音而增長。 
耶穌教導我們，傳福音需要不同類型的基督徒同工。祂說：“那人撒種，這人收割。”傳福音的工作有時是撒

種，有時是收割。 
 

 (1) 撒種的人。 
撒種的人當然是主耶穌和撒瑪利亞的婦人。耶穌得了撒瑪利亞婦人的靈魂。她接着又得了住在她城裏的人的靈

魂。 
 

這期間，耶穌對門徒說：“你們豈不說到收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嗎？”在這地區，一般是在四月收割的。因

此，耶穌遇見撒瑪利亞婦人的時候是十二月。在十二月，莊稼還未熟，不可收割。然而，收割屬靈的莊稼，也

就是那些相信耶穌基督的人，是沒有特定季節的！在這個例子中，在撒瑪利亞人當中撒下福音的種子和收割新

信徒到永生之間幾乎沒有時距。耶穌看見撒瑪利亞人從城裏出來，經過還未熟的莊稼往井那裏去，便說：“我

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 
 

 (2) 收割的人。 
收割的人是耶穌的門徒。耶穌清楚表明祂要派祂的門徒去收割，把這些人收進祂的國。在約四：38，耶穌說：

“我差你們去收你們所沒有勞苦的；別人勞苦，你們享受他們所勞苦的。”耶穌和撒瑪利亞婦人一直在撒瑪利

亞人中間作工。耶穌直接與撒瑪利亞婦人一同作工，她也直接在城裏的人當中作工。主耶穌基督差遣祂的門徒

去收莊稼，也就是撒瑪利亞人中間的新信徒。 
 

 (3) 那人撒種，這人收割。 
在屬靈的領域中，普遍的模式是“那人撒種，這人收割”。在約四 37，耶穌說：“俗語說：那人撒種，這人

收割。這話可見是真的。”在神的國裏，每個工人既是收割的，又是撒種的。他收割別人所撒的種，別人又收

割他所撒的種。因此，在神至高的計劃裏，總是有莊稼可收割的！ 
 

有些基督徒同工主要是撒種。他們設法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傳揚福音的信息。另一些基督徒同工主要是收割。他

們幫助人們接受基督進入他們的心中和生命。在神至高的計劃中，何人撒種和收割並不重要，因為總有莊稼！

在神國裏作工的人可以常常喜樂，因為他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林前十五：58）。神口所出的話決不

徒然返回，卻要成就祂所喜悅的，在祂發它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賽五十五：11）！ 
 

2. 基督門徒的增長（透過訓練門徒）。 
 

閱讀太二十八：20；林前三：5-11；弗四：11-16。 
探索和討論。門徒如何增長？ 
筆記。門徒的數目透過門徒訓練而增長。初信者透過學習遵行基督所吩咐的一切而變得靈命成熟。 
 

 (1) 作工的和他的同工。 
使徒保羅教導我們，在神的國裏有不同種類的工人：神指派一些工人去撒播福音的種子，也就是傳福音。祂指

派其他工人去澆灌，也就是關顧初信者，換句話說，使他們作門徒。但在這一切不同的工作上，唯有神給我們

不同的任務，也唯有神使信徒成長並成為基督的門徒！因此，作工的只有神，基督徒是祂的同工。神透過更生

賜予新生命。神藉着內住的聖靈和其他基督徒的跟進使初信者成長。祂給每個基督徒同工分派不同的任務。 
 

 (2) 根基的層次與在根基上建造的人。 
雖然每個基督徒都是神的同工，但他們並不是擔當相同的任務。有些工人被指派去奠下根基（也就是耶穌基

督）。他們傳福音、撒種和收割。其他工人被指派在這根基上建造。他們訓練年輕的基督徒成為成熟和作工的

基督徒。他們幫助這些初信者與耶穌基督維持持續的個人關係、對聖經有深入的瞭解，建立健康和合乎聖經的

信念，在品格和行為上變得越來越像基督，並且服事基督。 
 

3. 為基督作工的人增長（透過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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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四 4：11-12。 
探索和討論。基督徒同工如何增長？ 
筆記。基督徒同工的數目透過裝備而增長，裝備門徒去事奉，使基督的身體得以建立。 
 

保羅教導我們，耶穌基督給某些基督徒同工特別的屬靈恩賜和任務（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

教師）去裝備別的基督徒在教會裏作某方面的事奉，使他們在建立普世教會上有分！他們裝備一些基督徒去傳

福音，裝備另一些基督徒去訓練門徒，或講道、教導、牧養等，或裝備一些基督徒去裝備其他人。每個城市都

應當有裝備者！求問神你是否應當成為這樣的一個裝備者！ 
 

每個教會都應該有許多不同種類的事工。除了上述的事工之外（傳福音、訓練門徒、裝備），還有兒童事工、

青少年事工、關顧病人、窮人和受壓迫的人，組織和行政管理事工、給社會發揮影響力的事工，以及在世界各

地宣教的事工。 
 

重要的是，眾長老有責任確保教會的所有會眾都成為基督的門徒，也就是說，成為成熟、作工和堅毅的基督

徒，並且接受裝備在教會（家庭教會）、社區（社會）和世界裏事奉。 
 

D. 門徒訓練事工的要素 
 

1. 門徒訓練事工使門徒和基督徒同工的數目增長。 
 

教導。                                                     門徒訓練事工的要素是 
訓練門徒 

使他們接着又去訓練新門徒！ 
 

它使門徒和基督徒同工（門徒訓練者）繁殖（增長）！  
 

它增加（增長）： 
• 新基督徒的數目 
• 新門徒的數目 
• 新基督徒同工的數目（門徒訓練者和裝備者） 
• 以及，最終新教會（家庭教會）的數目 

 

為什麼增長如此重要？太九：36-38 寫到：耶穌“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

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

稼。” 
 

2. 門徒訓練事工成為一個運動。 
  

教導。使新門徒和新基督徒同工增長的事工成為一個運動！ 
這個運動將會在家庭、朋友圈子、教會（家庭教會）、工作場所中擴展、甚至擴展到其他城市、省份，甚至其

他國家、文化和宗教！ 
 

耶穌吩咐：“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耶穌基督已得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去完成這個任務！耶穌基督

呼召祂的普世教會在世界各國都有屬靈增長！他們藉着耶穌基督的恩典和大能必定可以做到！ 
 

聖經並沒有應許這將會是一場容易打的扙。自耶穌基督時代開始，許多基督徒在這場屬靈爭戰中遭受逼迫，甚

至殉道。可是，最終必然得勝！ 
• 這是羅馬書中的信息：“靠着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羅八：28-39） 
• 這是啟示錄中的信息：“他們（世上的君王和他們的宗教先知）與羔羊（耶穌基督）爭戰，羔羊必勝過他

們，因為羔羊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啟十七：14；參看啟十九：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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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禱告（8 分鐘）                                                       ［回應］ 

  以禱告回應神的話語 
 

在小組中輪流作簡短禱告，為你今天所學的教訓回應神。 
或把組員分成兩個或三個人一組，為你今天所學的教訓回應神。 
 

6 
備課（2 分鐘）                                                       ［習作］ 

準備下一課 
 

（組長。寫下並分派此家中備課事項給組員，或讓他們抄下來）。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門徒並建立基督的教會。 
2. 與另一個人或群體一同傳講、教導或研習“基督徒與教會增長”。鼓勵每個跟從基督的人都參與門徒訓練事

工，使新信徒的人數、新門徒的人數和新同工的人數都增長。 
3. 與神相交。每天在靈修中從多一至三閱讀半章經文。  
    採用“領受最深的真理”的靈修方法。記下筆記。  
4. 背誦經文。默想和背誦新的經文：（12）約十二：32。每日複習剛背誦過的五節經文。 
5. 研經。在家裏準備下一次研經。約十四。採用五個研經步驟的方法。 
6. 禱告。這個星期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禱告，並看看神的作為（詩五：3）。 
7. 更新你關於建立基督的教會的筆記簿。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筆記、教學筆記和這次準備的習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