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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教會

彼前1:6-7 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
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
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
得著稱讚、榮耀、尊貴。



疫情中的教會

雅1:2-4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
要以為大喜樂；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
就生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
毫無缺欠。

雅1:12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
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他
之人的。



疫情中的教會

教會是什麼？

教會做什麼？

疫情中的教會



教會是什麼？

一群人，一群蒙召的人
 被叫出來聚集的人 (ἐκκλησία)

 林前1:2 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就是在基督耶穌
裡成聖、蒙召作聖徒的，以及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
穌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們的主，也是我們的主。



教會是什麼？

一群人，一群蒙召的人
 被叫出來聚集的人 (ἐκκλησία)

徒19:32 聚集的人紛紛亂亂，有喊叫這個的，有喊叫
那個的…

徒19:39 你們若問別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斷定…

徒19:41 說了這話，便叫眾人散去



教會是什麼？

一群人，一群蒙恩的人
 被基督的血買贖回來，屬主的人 (Church, κυριακός)
 林前11:20 你們聚會的時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

 啟1:10 當主日，我被聖靈感動，聽見在我後面有大聲音如吹號說…

 徒20:28 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
謹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神的教會，就是他用自己
血所買來的。



教會是什麼？

這群人，他們是屬神的子民
 出19:5-6 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
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你
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些話你要
告訴以色列人。

 林後6:16 神的殿和偶像有什麼相同呢？因為我們是
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說：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在
他們中間來往；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教會是什麼？

這群人，他們是基督的身體
 弗1:22-23 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
有之首。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弗4:15-16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
基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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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是什麼？

這群人，他們是聖靈的團契
 林後13: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神的慈愛、聖靈的
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林前12:3 所以我告訴你們，被神的靈感動的，沒有
說「耶穌是可咒詛」的；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也沒
有能說「耶穌是主」的。

 林前12:13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為奴
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浸，成了一個身體，
飲於一位聖靈。





教會做什麼？

耶穌吩咐
 太28:18-20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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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做什麼？

耶穌吩咐
 太28:18-20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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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做什麼？

門徒遵行
 徒2:36-37 「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的知道，你們
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
了。」眾人聽見這話，覺得扎心，就對彼得和其餘的
使徒說：「弟兄們，我們當怎樣行？」



教會做什麼？

門徒遵行
 徒2:38-41 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
的名受浸，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
因為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並一切在遠方的
人，就是主我們神所召來的。」彼得還用許多話作
見證，勸勉他們說：「你們當救自己脫離這彎曲的世
代。」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門徒約
添了三千人，



教會做什麼？

教會誕生
 徒2:42-47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
祈禱。眾人都懼怕；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神蹟。信
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
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
在殿裡，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
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教會做什麼？

傳揚耶穌基督福音︰宣道事工

恆心遵守使徒教訓︰教育事工

彼此交接彼此分享︰團契事工

敬拜讚美榮耀真神︰崇拜事工



教會做什麼？

傳揚耶穌基督福音︰宣道事工
 @耶路撒冷徒2:38 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

浸，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 」

 @撒瑪利亞徒8:12 及至他們信了腓利所傳神國的福音和耶穌基督的
名，連男帶女就受了浸。

 @該撒利亞徒10:42-43 他吩咐我們傳道給眾人，證明他是神所立定
的，要作審判活人、死人的主。眾先知也為他作見證說：「凡信他
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

 @以弗所徒19:4-5 保羅說：「約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浸，告訴百姓當
信那在他以後要來的，就是耶穌。」他們聽見這話，就奉主耶穌的
名受浸。



教會做什麼？

傳揚耶穌基督福音︰宣道事工
 疫情宣道隊

 7-12月福音主日

 迎新會、感恩節、聖誕夜、佈道會

 網路宣道培訓



教會做什麼？

恆心遵守使徒教訓︰教育事工
 提前3:15 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

樣行。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徒5: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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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聽
了這話，天將亮的時候就進殿裡去教訓人。…

 提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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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做什麼？

恆心遵守使徒教訓︰教育事工
 慕道班、福音性查經班

 信徒造就班、讀經班

 信徒研經班、查經班

 門徒訓練

 「常在主裡」讀經靈修計畫



教會做什麼？

彼此交接彼此分享︰團契事工
 徒2:42-47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

眾人都懼怕；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神蹟。信的人都在一處，
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
人。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裡，且在家中擘餅，存著
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
人天天加給他們。

 約13: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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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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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做什麼？

彼此交接彼此分享︰團契事工
 約13: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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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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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有你有我，有進有出；有分有享，有捨有得



教會做什麼？

彼此交接彼此分享︰團契事工



教會做什麼？

彼此交接彼此分享︰團契事工



教會做什麼？

彼此交接彼此分享︰團契事工



教會做什麼？

敬拜讚美榮耀真神︰崇拜事工
 約4:19-20 婦人說：「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們的祖宗

在這山上禮拜，你們倒說，應當禮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約4:21-23 耶穌說：「婦人，你當信我。時候將到，你們拜
父，也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們所拜的，你們不
知道；我們所拜的，我們知道，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
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
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

 約4:24 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教會做什麼？

敬拜讚美榮耀真神︰崇拜事工
 敬拜前的敬拜
 賽 58:13-14 你若在安息日掉轉你的腳步，在我聖日不以操作為喜樂，
稱安息日為可喜樂的，稱耶和華的聖日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這日，
不辦自己的私事，不隨自己的私意，不說自己的私話，你就以耶和
華為樂。耶和華要使你乘駕地的高處，又以你祖雅各的產業養育你。
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



教會做什麼？

敬拜讚美榮耀真神︰崇拜事工
 敬拜前的敬拜



教會做什麼？

敬拜讚美榮耀真神︰崇拜事工



教會做什麼？

敬拜讚美榮耀真神︰崇拜事工

陳愛光牧師來信：「在過去一個多月，我參與

好幾個教會的線上崇拜，包括正道神學院的

Chapel 和受難節聚會，我覺得您們是準備最

好，對各方面考慮最週到的。為您們感恩。」



疫情中的教會

傳揚耶穌基督福音︰宣道事工

恆心遵守使徒教訓︰教育事工

彼此交接彼此分享︰團契事工

敬拜讚美榮耀真神︰崇拜事工

林前3:13-15 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他表明出來，有

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

存得住，他就要得賞賜。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就要受虧損，自己卻

要得救；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裡經過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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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