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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基督：建立合神心意的教會

一、純正的福音

二、忠誠的委身

三、真實的團契

四、榮耀的身體



一、純正的福音

•核心的信息
•林前15:1 弟兄們，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告
訴你們知道；這福音你們也領受了，又靠著站立得住，
2 並且你們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傳給你們的，
就必因這福音得救。 3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
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 4 而且埋
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5 並且顯給磯法
看，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



一、純正的福音

•循環的信息
•羅1:16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要
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 17 因為
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至於
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



一、純正的福音

•信心的見證
•加3:5 那賜給你們聖靈，又在你們中間行異能的，是因
你們行律法呢？是因你們聽信福音呢？ 6 正如「亞伯拉
罕信 神，這就算為他的義」。 7 所以，你們要知道：
那以信為本的人，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8 並且聖經既
然預先看明， 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稱義，就早已傳福音
給亞伯拉罕，說：「萬國都必因你得福。」 9 可見那以
信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

•可1:14 …耶穌來到加利利，宣傳 神的福音， 15 說：
「日期滿了， 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



二、忠誠的委身

•忠心的考驗
•太24:45 誰是忠心有見識的僕人，為主人所派，管理家
裡的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呢？

•太25:21 & 23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
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來3:5 摩西為僕人，在 神的全家誠然盡忠，為要證明
將來必傳說的事。



二、忠誠的委身

•委身於主基督
•太7:21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
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 22 當那日必有許
多人對我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
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嗎？』 23 我就明
明地告訴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
的人，離開我去吧！』」



二、忠誠的委身

•委身於主基督
•太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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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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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
在沙土上； 27 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
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

•太7:28 耶穌講完了這些話，眾人都希奇他的教訓； 29 
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他們的文士。



二、忠誠的委身

•委身於教會
•林前12:14 身子原不是一個肢體，乃是許多肢體。 15 
設若腳說：「我不是手，所以不屬乎身子；」它不能因
此就不屬乎身子。 16 設若耳說：「我不是眼，所以不
屬乎身子；」它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 17 若全身是
眼，從哪裡聽聲呢？若全身是耳，從哪裡聞味呢？ 18 
但如今， 神隨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排在身上了。



二、忠誠的委身

•委身於教會
•弗4: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
牧師和教師， 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
的身體， 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
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三、真實的團契

•第一個 koinonia
•徒2:41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門徒約
添了三千人，4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
(koinonia)，擘餅，祈禱。 43 眾人都懼怕；使徒又行
了許多奇事神蹟。 44 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 45
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 46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裡，且在家中擘餅，存著
歡喜、誠實的心用飯， 47 讚美 神，得眾民的喜愛。
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注重“共”，注重“真”



三、真實的團契

•真心的相待
•羅15:7 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
樣，使榮耀歸與神。

•林前12:25 免得身上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顧。

•西3:13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
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

•雅5:16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
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弗4:16 …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



四、榮耀的身體

•榮耀的教會
•弗5:25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
教會，為教會捨己。 26 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
為聖潔， 27 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玷
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



四、榮耀的身體

•榮耀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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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6:6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
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7 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
罪。 8 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他同活。

•弗1:22 （神）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
萬有之首。 23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
滿的。



四、榮耀的身體

•基督的身體
•弗4: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
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
異端； 15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
督，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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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榮耀的身體

•愛心的彰顯
•教會被神的愛充滿

•弗3:17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叫你們的愛心
有根有基， 18 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
高深， 19 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便叫 神一切
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 20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
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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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榮耀的身體

•愛心的彰顯
•教會被神的愛充滿

•教會明白神就是愛

•約一4:7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
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 神而生，並且認識 神。 8 
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 神，因為 神就是愛。



四、榮耀的身體

•愛心的彰顯
•教會被神的愛充滿

•教會明白神就是愛

•教會遵行愛的誡命

•太 22:36 「夫子，律法上的誡命，哪一條是最大的呢？」
37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 神。
38 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39 其次也相倣，就
是要愛人如己。 40 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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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的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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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