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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教
會

The Word in the Church



前言：生命之道 The message of life

• 你們去，將這生命的道講給百姓聽！
• 西門彼得回答說：「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
誰呢？我們已經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聖者。」（約
6:68-69）

• 但主的使者夜間開了監門，領他們出來，說：「你們去
站在殿裡，把這生命的道都講給百姓聽。」（徒5:19-20）



*甚麼是道？What is Logos, the Word?

• 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子，是藉著
神活潑常存的道。因為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花。
草必枯乾，花必凋謝，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
道。（彼前1:23-25）

•道是以耶穌基督為中心的真理系統
1. 道是神的話語：出自於聖經的才是道，不出自於聖經的

不是道。
2. 道是為耶穌作見證的：為耶穌作見證的才是道，不為耶

穌作見證的不是道。



＊傳道 Preach the Word 

• 傳道 Preach the Word, Acts 8:4-5
•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
• 腓利下撒瑪利亞去宣講基督。（徒 8:4-5）

人物 地點 活動

總括性的陳述 那些分散的人 往各處去 傳道

具體的例子 腓利 下撒瑪利亞去 宣講基督



一. 信道而生 New birth through believing in the Word

• 信道是從聽道來的
•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
傳道的，怎能聽見呢？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可見信道是從
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羅 10:14-17）

• 重生是由於不能壞的種子
• 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子，是
藉著神活潑常存的道。因為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榮都像
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傳給你
們的福音就是這道。（彼前 1:23-25）



• 領受神的道 Receive the Word of God, Acts 4:4,8:14

• 但聽道之人有許多信的，男丁的數目約到五千。（徒 4:4）

• 使徒在耶路撒冷聽見撒瑪利亞人領受了神的道，就打發
彼得、約翰往他們那裏去。（徒 8:14 ）

*聽而信之 Hear the Word and believe



二. 行道而立 Building-up through practicing the Word

• 道能立人
• 如今我把你們交託神和他恩惠的道，這道能建立你們，
叫你們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徒 20:32）

• 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
子蓋在磐石上；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
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太7:24-25）



*道理與道路 Logos and Hodos, The Word and the Way  

1. 救恩的道理 The logos of salvation
• 因為十字架的道理（logos, the word），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
們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林前 1:18）

• 神的道（logos, the word）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
多，也有許多祭司信從了這道。（徒6:7）

2. 信心的道路 The hodos of faith
•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hodos, the way）、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 14:6）

• 掃羅仍然向主的門徒口吐威嚇兇殺的話，去見大祭司，求文書給大
馬色的各會堂，若是找著信奉這道（hodos, the way）的人，無論男
女，都准他捆綁帶到耶路撒冷。（徒9:1-2）

Logos
Hodos



三. 弘道而淨 Purity through lifting up the Word

• 基督用道將教會洗淨

• 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
成為聖潔。（弗5:25b-26）



*被主的道修剪乾淨 Pruned by the word of God

• 因主的道而乾淨
•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屬我不結果子的
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
子結果子更多。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
淨了。（約 15:1-3）



四. 傳道而勝 Victory through proclaiming the Word

• 主的道越傳越旺
• 神的道日見興旺，越發廣傳。（徒 12:24）

• 神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也
有許多祭司信從了這道。（徒6:7）

• 主的道大大興旺，並且得勝，就是這樣（徒19:20）



在教會

1. 信道
Believe in the Word

2. 行道
Practice the Word

3. 弘道
Lift up the Word

4. 傳道
Proclaim the Word

而生
New Birth

而立
Building-up

而淨
Purity

而勝
Victory



結語：道成肉身 The incarnation of the Word

• 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
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
1:14）



*道的本體 The Logos himself 

• 太初之道
•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
的。生命在他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約1:1-4）



教會獨有的功能 Church’s unique functions

• 教會獨有的功能：
–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都恆心
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徒2:41-42）

1. 傳揚基督 Proclaim Christ：傳揚與領受

2. 教導神的話語 Teach God’s Word：教訓與遵守

3. 信徒團契 Fellowship with the believers：交通與接納

4. 敬拜主Worship the Lord：擘餅祈禱與讚美



如何成為一位基督徒 How to become a Christian

• Admit認罪：以謙卑的心，向神承認自己是一個罪
人。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3:23）

• Believe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穌為主，相信他因救贖
你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
信的人，並沒有分別（羅 3:22）

• Confess宣告：決志信主，公開表明自己與基督的
關係。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因為
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羅 10:9-10）



決志之後 After you made the decision…

1. 接受浸禮，歸入基督的名下

2. 將主日分別為聖，敬拜神

3. 研讀聖經，使靈命得著餵養

4. 過團契生活，彼此相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