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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Introduction

王文堂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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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The Church

我們是耶穌的門徒 We’re disciples of Jesus

1. 基督的身體 The Body of Christ

2. 上帝的子民 The People of God

3. 聖靈的團契 The koinonia of the Holy Spirit

ekklesia: the called-out ones 蒙召出來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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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
Jesus Christ

因為我們是與神同工的；你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

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給我的恩，好像一個聰明的工頭，

立好了根基，有別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謹慎怎樣

在上面建造。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

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林前 1 Cor. 3:9-11）

1. 以基督為中心 Christ-centered

2. 以聖經為根基 Bible-based

3. 以使命為顧念 Mission-minded

How firm a foundation 何等穩固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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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的教會
A church of faith

蕭旻奇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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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的教會
A church of 

faith

教會是一群人，是蒙神親自呼召而設立的

 我在教堂裡 ≠ 我在教會裡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

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我

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

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弗 Eph 2:8-10)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但願他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

穌裡，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弗 Eph 3:20-21)

教會是什麼? 教會信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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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的教會
A church of 

faith

教會是什麼? 教會信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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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有信心的人 V.S. 一個有信的教會

教會信神：活在神的面前

教會信主：耶穌基督是主

教會信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



有信的教會
A church of 

faith

 A 行動 ACTIONS

 因信回應神發出的命令，並因信付諸行動、付上代價！

 C 同工 COWORKERS

 因信發現神所賜的同工，並因信樂於與人同工！

 T 時間 TIME

 因信而恆切祈禱 (… 同心合意的恆切禱告。徒 Act 1:14)

 因信而一直等候 (… 直等到他來。林前 1Co 11:26)

 S 神的話 SCRIPTURE

 因信渴慕神的話語

 因信順從神的話語

信心教會的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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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的教會
A church of hope

金楨勳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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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敬拜並等候

基督的教會

像這樣，基督既然一次被獻，擔當了多人的罪，將來

要向那等候祂的人第二次顯現，並與罪無關，乃是為

拯救他們。（來9:28）

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祂

來。（林前11:26）

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

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前

3:15）

A church that worships Christ and waits for Him

cbcwla



2.遵行大使命

的教會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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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hurch that does the Great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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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禱告的教會

這些人同著幾個婦人和耶穌的母親馬利亞，並耶穌的

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恆切禱告。（徒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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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接（ Koinonia 團契）

 擘餅（主餐的敬拜）

 祈禱

A church that pr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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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順服牧師的

教會

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且要順服；因他們為你

們的靈魂時刻儆醒，好像那將來交賬的人。你們要使

他們交的時候有快樂，不至憂愁；若憂愁就與你們無

益了。（來13:17）

 無益（ alusitelés : profitless, ruinous, or detrimental ）

 Obey your leaders and submit to them, for they keep watch 

over your souls as those who will give an account. Let them 

do this with joy and not with grief, for this would be 

unprofitable for you. （Heb. 13:17)

中文：和合本譯本

英文：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譯本

A church that obeys pa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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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

從前的牧師

從前引導你們、傳神之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們，

效法他們的信心，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耶穌基督，

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來13:7-8）

 想念（ mnémoneuó : hold in remembrance ）

 Remember your leaders, who spoke the word of God to you. 

Consider the outcome of their way of life and imitate their faith. 

Jesus Christ is the same yesterday and today and forever.

（Heb. 13:7-8）

中文：和合本譯本

英文：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譯本

Remember pastors who led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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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愛的教會
A church of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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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愛的教會
A church of love

1. 愛神 Love God：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

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

的。」（太 Matt. 22:37-38）

2. 愛教會 Love church：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弗 Eph. 5:25）

3. 彼此相愛 Love one another：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

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

樣相愛。（約 John 13:34）

愛在教會中：三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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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神
Love God

1. 神的話記在心上 God’s words on your hearts：以色列啊，

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

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

心上…（申 Deut. 6:4-6）

2. 遵守主的命令 Keep the Lord’s commands：你們若愛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

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

要向他顯現。（約 John 14:15, 21）

為要叫你得福 So you’ll be blessed：以色列啊，現在

耶和華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敬畏耶和

華你的神，遵行他的道，愛他，盡心盡性事奉他，

遵守他的誡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為要

叫你得福。（申 Deut. 1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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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教會
Love Church

1. 百節各按各職 Each part does its work：全身都靠他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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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h. 

4:16）

2. 神恩惠的道 The word of God’s gra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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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s 20:32）

基督愛教會 Christ loves church：正如基督愛教會，

為教會捨己。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

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弗 Eph. 5:25-27）
cbcwla



相愛的實際面
Love in action

初階 Step 1：從三件小事做起

1. 彼此接納 accept one another

2. 彼此問安 greet one another 

3. 彼此以恩慈相待 be kind to one another

進階 Step 2：互相作肢體

1. 互相寬容 bear each other

2. 互相勸戒 admonish each other

3. 互相建立 build up each other



如何
愛你的牧師

How to love your pastor

1. Listen to him 聽他

2. Greet him 問候他

3. Share good things (not just your 
troubles) with him 好東西（不只是憂
愁煩惱）與他分享

4. Love his family 愛他的家人

5. Work with him 與他同工

6. Correct him 匡正他

7. Pray for him 為他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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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Conclusion

蕭旻奇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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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有望、
有愛的教會

Jesus Christ, and Him crucified &
A church of faith, hope and love

cbcwla

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與有信、有望、有愛的教會

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