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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教會界很流行談教會增長，
這些年來有 個改變 —
這些年來有一個改變
不只在追求人數的增長，應該是要追求健康。
最近的口號是「健康的教會」，
最近的口號是「健康的教會
 只要是健康就會增長，不一定長的很快
 但是無論在數量、品質上都會增長，
但是無論在數量 品質上都會增長
不但希望在人數上增長，
也希望教會的品質是提高的、
更合神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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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五大功能
1 敬拜的功能：信主的人在一起就是教會，一起做什麼？
1.
敬拜的功能 信主的人在 起就是教會
起
麼
應該是敬拜神，「來做禮拜」就是一起來敬拜神。
弗五19 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

讚
口唱心和的讚美主。
不但是讚美主，而且是多采多姿的…
 詩章 — 詩歌，頌詞
詩歌 頌詞 — 詩歌的歌詞
 靈歌 — 沒有編曲、作詞，按著神的感動開口歌頌神
 彼此對說 — 互相呼應、啟應、激勵的
互相呼應 啟應 激勵的
當時的教會已經是很活潑的敬拜了。
口唱心合，不是只有歌唱的很好聽，
 心裡真的對神的愛跟稱讚、對神的敬畏跟尊崇
裡真的對神的愛跟稱讚 對神的 畏跟尊崇
 內在對神的態度跟外在所唱、所演奏是一致的

這一講談的就是這種品質方面的，
健全的、健康的教會，應該有那些功能。

敬拜廣義的說…
在禱告中敬拜讚美神 讀經也是敬拜神
在禱告中敬拜讚美神、讀經也是敬拜神，
 不只是單向的 — 一直跟神說話、向祂唱歌
 也是雙向的 — 靜下來，聆聽神對我們說話
講道，神話語的分享，是在聆聽神的話，
去看長輩，跟他說、對他關心、表達敬愛，當然很好，
如果一直不讓長輩對我們說，這樣對嗎？當然不對。
敬拜讚美不是只有我們一直跟神講，
 靜下來像馬利亞一樣安靜在神的腳前
 藉著讀經、聽道，藉著神話語的分享，
我們來體會神的心意，也是敬拜的內涵
敬拜也包括守聖餐，這是表達對於上帝
賜下祂的獨生子，為我們死、為我們流血，
也是敬拜的重要內涵之一。

2. 宣教 — 敬拜是向上的，
宣教就是向外、向我們的四周圍。
太廿八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這三節提到七方面 —
 前面五點跟第二大功能宣教有關
前面五點跟第 大功能宣教有關
 後面兩點跟第三大功能教導有關

3) 使萬民做我的門徒，

傳福音不是只傳給熟悉的族群、背景相似的對象，
傳福音不是
傳給熟悉的族群 背景相似的對象
要像保羅講的 — 遇見什麼人、就做什麼人，
 能夠跟上層的人來對話、辯論
 也可以跟基層的人，很親切的接觸他們
要練習不只是跟自己類似背景的人…
我非常佩服一個朋友，原來是在台北高級的社區，
我非常佩服
個朋友 原來是在台 高 的社區
當被神帶領到鄉下，可以跟鄰居老太婆談話談一個小時。
超越文化、傳給萬民
超越文化
傳給萬民 — 不能只跟同文化的人
不能只跟同文化的人，
 可以跨文化跟自己社會階層不一樣的，
也可以真的到不同的民族裡面去
 傳給萬民，不是萬人，
 你會唱歌
你會唱歌、是有名的歌手，會有萬人來聽你唱歌
是有名的歌手 會有萬人來聽你唱歌
 萬民是每一個民族、每一個族群

大使命不是只有說「你們要去」，
 直接這樣出去，就像耶穌所講
直接這樣出去 就像耶穌所講 — 把羊送入狼群
羊送 狼群
 不是憑著自己的勇敢跟熱心，就直接出擊了
1) 18 的重要性就在這裡 —

耶穌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
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
我們是靠主的權柄去 — 靠主權柄
2) 19 你們要去，

就是主動出擊，不是等人家來，
就是主動出擊
不是等人家來
 不是只是叫人家來，來教會聽福音，
我們的生活就是見證
 有些人不肯來、不能來、不想來，
我們不只是在教會裡面傳福音，
在教會外面我們可以去接觸他們

4) 使萬民做我的門徒，

做主門徒、不是信徒而已，真正的信是做門徒。
做主門徒
不是信徒而已 真正的信是做門徒
中國傳統的門徒是要花相當的歲月，
在師父的手下、完全降伏、聽師父的調教，
 例如學理髮，按照台灣人習俗
要學三年十個月 — 師父不但教你理髮，
也教為人處世、灑掃庭除、待人接物…
 門徒的意思不是只學一個手藝，
不像現代學生只是考試、會考分數高就可以了，
是包括做人、整個人被師父調教
這也是聖經門徒的意思 — 我們帶領人信主
我們帶領人信主，
他是要真正來跟隨神、做主的門徒，
傳福音、深度佈道，要看到人格、言行改變，
才算傳福音成功 — 他真的在跟隨主了。

5)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 歸三一神。

洗禮為什麼要奉父、子、聖靈？
 我們的上帝是三一神，聖父、聖子、聖靈
 三一神的合作，才使我們信而受洗的，
聖靈把聖父所預備、聖子所完成的救恩
施行在我們身上，這才是真正的得救
如果只是腦袋裡同意基督教的道理，這樣不夠，
樣
是經歷到 —
聖父的揀選、
聖子的救贖、
聖靈的感動，
我們重生得救，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也才能開始做基督的門徒。

4. 團契，希臘文 koinOnia，大寫的 O、長音的，
新
新約出現很多次，不同經節就有不同的翻譯，
多次
節 有
譯
沒有團契這兩個字，實際上充滿了團契的例子…
徒二4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

不像現在講的 — 把職務、財務交接給你
把職務 財務交接給你
 原文就是互相交往、有密切的交往，
不是做孤單的基督徒


羅十二13 聖徒缺乏要幫補。我有、他沒有，我的就分享給他。
林前一9 你們原是被祂所召，好與祂兒子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一同得分。
 天下信祂的人都成為祂的孩子，在神的家裡
一起享受神家裡的豐盛，就是一同得分
 團契也包括一起來享受神的福份

3. 教導
太廿八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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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的吩咐何等多，最重要記載在聖經裡，
已經讓我們 生享用不盡 鑽研不完了 —
已經讓我們一生享用不盡、鑽研不完了
 我們自己要先熟悉耶穌基督的教訓
 使徒對於耶穌的教訓、所完成的救贖、
使徒對於耶穌的教訓 所完成的救贖
未來、末世、重要的真理，都有教導
這 些 在人信主之後都要繼續教導
這一些，在人信主之後都要繼續教導，
才是完整的佈道。
大使命就包括 19 佈道方面、20 教導方面，
 連貫在一起，信了以後要有全備的教導
連貫在 起 信了 後要有全備的教導
 明白以後，照神的心意，去遵守、更新而變化來生活

林前十16 守聖餐

— 同領基督的身體。

這也是團契

耶穌已經升天，祂設立聖餐，
 我們擘餅、喝葡萄汁時，一起領受基督的身體
我們擘餅 喝葡萄汁時
起 受基督的身體
 耶穌在我們守聖餐的時候，就臨在我們中間，
我們再 次藉著守聖餐的過程
我們再一次藉著守聖餐的過程，
領受耶穌的犧牲所帶來屬靈的效果跟祝福
約壹 3 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
約壹一3
我們將所看見 所聽見的傳給你們

使你們與我們相交。 團契
使徒領受神給他們的真理跟恩典，傳給我們，我們也領受了，
 我們的領受跟使徒的領受，其實是相同的，
我們的 受 使徒的 受 其實是相同的
因為有相同的成分，我們就相交了
 我們在主裡面有熱絡的交往，
我們在主裡面有熱絡的交往
不但彼此相交，也一起跟耶穌相交

約壹一7 我們真正的在靈裡面的團契、彼此相交，

有一個條件…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
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

光明跟黑暗是不相交的，
光明跟黑暗是不相交的
我們要在光明中才與神相交、
也才能夠彼此相交
 我們不是一個人孤伶伶的來做基督徒，
乃是一起來相交
乃是 起來相交 —
 與神相交、也彼此相交
 彼此分享，也一起領受、一起交流


提前五16 信主的婦女，若家中有寡婦，自己就當救濟他們，

不可累著教會 好使教會能救濟那真無倚靠的寡婦
不可累著教會，好使教會能救濟那真無倚靠的寡婦。
古代最可憐的寡婦，是沒有家人、沒有兒女，以前的女人
沒有受教育、沒有學手藝，沒辦法跟男人競爭，
如果沒有家人，在當時就是最弱勢的。
保羅這句話意思 — 寡婦沒有家人，教會要來照顧，
教會不但講神是愛而
教會不但講神是愛而已，也表現神的愛去照顧窮乏的人，
表現神 愛 照顧窮乏的人
包括沒有信主的、需要關懷的人。
路十 耶穌談到
耶穌談到「要愛你的鄰舍」，有人問「誰是我的鄰舍」？
要愛你的鄰舍」 有人問 誰是我的鄰舍」？

耶穌講了好撒馬利亞人的比喻 —
 真正的鄰舍並不是住在我房子旁邊才叫鄰舍，
神讓我們遇見的人就是我們的鄰舍
 碰到急難、困苦、需要關懷，神讓我們遇見他，
就要照神的感動、靠神的大愛去愛他

5. 服務 — 已經信主的人在一起，是教會內的相交，
神也希望我們把從祂所領受的豐富、愛、真理，
也可以分享出去，所以團契跟服務很有關係。
英國神學家 John R.W. Stott 談到團契，
有一個很好的定義，英文翻譯成
有
很 的定義 英 翻譯成 Fellowship
p，
 Share from — 我們一起從神有領受，
起來敬拜神 仰望神
一起來敬拜神、仰望神
 Share with — 從神有領受、不完全一樣，
就把從神所領受的彼此分享
 Share out 把領受的分享出去，包括宣教、服務，
對還沒信的人 不是只是勸他信耶穌而已
對還沒信的人，不是只是勸他信耶穌而已，
 關心他的需要，特別是在困苦中的人
 照神的感動去照顧
照神的感動去照顧、去服務、
去服務
去服事、去救濟、去關懷他們

我們用一段聖經做例子，來看一個健全的教會 —
是
是那一個教會呢？五旬節剛剛誕生的教會，
教會
五旬節剛剛誕生的教會
已經是一個很模範的教會了…
徒二37 當彼得講道完，眾人覺得很扎心，

他們竟然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
問使徒說怎麼辦？
38 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應許的生命。」
就
所應許的生命
一個健康教會的特徵 —
1. 重生的教會
 向神悔改、接受耶穌、罪得赦免、聖靈內住的，
神
罪
這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教會的會友如果都重生得救了，
教會的會友如果都重生得救了
這個教會就是很健康的

2. 教導 — 42a 他們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
 中國字的「聽」，就是用耳朵、也用心，
中國字的「聽
就是用耳朵 也用心
要不然就像耶穌講的
「聽是聽見、卻不明白」，
因為沒有用心
 他們聽而且用心聽，照著所領受的教導來生活

6. 可敬 — 43a 眾人都懼怕。
 不是說怕的要死，而是很尊敬的意思
是
是很尊敬 意
 應該讓還沒有信主的人在我們面前不敢亂來，
 不是憑自己的威嚴，實際上神跟我們同在
 很多人因為我們對神的敬畏、彼此相愛、
神在我們中間，而會感受到教會是可敬的

3. 相交 ─ 42b 而且彼此交接，就是相交、團契

7. 神蹟 — 43b 使徒又行了許多神蹟奇事。

46 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殿裡、在家裡擘餅，

存著歡喜誠實的 用
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是很實際相交的方式
是很實際相交的方式
4. 感恩 — 42 一起擘餅，46 在聖殿、在家裡擘餅，
就是常常來感謝耶穌基督捨己的愛
5. 禱告 — 42 他們遵守使徒的教訓、
彼此交接擘餅，而且一起禱告。

8. 分享 — 44 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
45 很多人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要的分給各人。
多 賣
產家業
各
需
各
這是歷史上成功的社會主義、共產社會，
 不是用武力、用政府的軍事、政治力量
來逼迫你，那個不會成功的
 聖經這一個凡物共用的共產社會，
是因為他們被神的愛感動，主動的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這個共產生活是暫時的，以後就沒有了，
 聖經沒有要求、也沒有禁止，保持共產精神就好了
聖經沒有要求 也沒有禁止 保持共產精神就好了
 社會主義、共產黨原來都是很有理想的，
這裡告訴我們 — 光有理想是不夠的
光有理想是不夠的，
要有神的愛才會成就
第五章 以後沒有要求我們要過共產生活，
可是要我們繼續有這一種分享的精神。

必要的時候，神會彰顯祂超自然的作為，
可以讓沒有信的人來認識神 也認識教會
可以讓沒有信的人來認識神、也認識教會。
聖經並沒有叫我們去追求神蹟，
 聖經說沒有看見、光是聽見就信的，是更有福的
聖經說沒有看見 光是聽見就信的 是更有福的
 但因為神的憐憫，有些人是看到神蹟才信的，
仰望神在必要時 神蹟奇事 超自然的作為
仰望神在必要時，神蹟奇事、超自然的作為，
也可以臨到教會、藉著教會彰顯出來

09. 同心 — 46a 他們同心合意在殿裡、在家裡擘餅、吃飯。
10. 喜樂 — 46b 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
11. 讚美 — 47a 讚美神
讚美神。
12. 可愛 — 47b 得眾民的喜愛。
 前面的懼怕、是很尊敬，
後面是很喜愛，就是又敬又愛
 不要讓人家敬而遠之，
不要讓人家敬而遠之
這樣教會才是健康的
13. 宣教 — 47b 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這是 個增長的教會
這是一個增長的教會，
因為健康，它增長了，
得 的
得救的人不斷的加入教會
斷的
教會

這裡有十三點，跟前面五大功能有什麼關係呢？
大部份很有關係 —
 讚美、擘餅、感恩、禱告，
敬拜的功能
 彼此相交、一起擘餅、
彼此共享、彼此同心，
團契的功能
 重生的，好好的宣教傳正確的福音，才會重生，
有神的作為在他們中間；
很喜樂，可以吸引人，
很可愛，大家都愛他們、他們會增長，
宣教的功能
 不但聽使徒教訓、也遵守，
教導的功能

前面不是提到五大功能嗎？有沒有服務呢？其實有，
這是五旬節剛剛發生而已，
這是五旬節剛剛發生而已
往下看 第四章 以後，漸漸就開始
在照顧社會上最弱勢、最需要關懷的，
例如寡婦，那個時代寡婦最可憐的。
從這個五旬節剛剛誕生的教會，
可以看到這四方面，
再加上不久以後開始對社會做服務
 這也是今天教會需要努力的，
這五方面都講究，我們才是健康的教會 —
 全備的、健全的
 才能夠真正的有屬靈、宣教各方面，
人數、品質一起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