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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弗 4:7-16(和合本): 

7 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 

8 所以經上說：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 

9 （既說升上，豈不是先降在地下麼？ 

10 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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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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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的教會生活 

1。敬拜 

2。團契 

3。傳福音 

4。奉獻 

5。學習 

6。服事 

7。禱告 

 

這是個整體的信徒生活，缺一都不完全。當我們討論基督徒生活的時候，ㄧ定要以神的

話為根據，要以建立教會為目標。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經歷，但最重要的事，是要以

神的話為最高原則。至於方法，就可以千變萬化。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神量身定做

的，都不一樣。我們要了解神的心意，才能發揚光大。 

 

因為是整體的生活，所以我們就必須以整體的方法來討論。 

 

以上所提到的信徒的教會生活都包括個人與群體兩方面。 

 

群體：出埃及記的啟示 

• 出 5:1後來摩西、亞倫去對法老說：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這樣說：容我的百姓

去，在曠野向我守節。 

• 出 5:3 他們說：希伯來人的 神遇見了我們。求你容我們往曠野去，走三天的路

程，祭祀（offer sacrifices）耶和華─我們的 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擊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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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8:1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你進去見法老，對他說：耶和華這樣說：容我的百姓

去，好事奉（Worship）我。 

 

• 出 9:1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你進去見法老，對他說：耶和華─希伯來人的 神這

樣說：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Worship ）我。 

 

出 10:3；10:9；10:25 

 

守主日/安息日 

• 出 20:10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 神當守的安息日。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僕

婢、牲畜，並你城裡寄居的客旅，無論何工都不可做； 

 

• 徒 20:7七日的第一日，我們聚會擘餅的時候，保羅因為要次日起行，就與他們講

論，直講到半夜。 

 

記念耶穌基督的復活是現在主日崇拜的目的。 
 

集體敬拜儀式 

敬拜：守節：（奉獻：使徒行傳的例子） 

贖罪祭，讚美（詩篇） 

聖餐：林前 15章， 

洗禮：耶穌自己立的榜樣 

 

團契： 

生命的連結 

教會的細胞 

ㄧ至的大前題-方式可以有智慧的按照需要而活潑的變化。 

群體必定有互動-團契 

生命連結，共同目標，基督肢體 

 

與三一神的連合 

• 約壹/1 John 1:3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交。我們乃

是與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We proclaim to you what we have seen and heard, 

so that you also may have fellowship with us. And our fellowship is with the Father and 

with his Son, Jesus Christ.” 

 

• 林後/2 Corinth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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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the grac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the love of God, and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be with you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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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壹/1 John 1:7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

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But if we walk in the light, as he is in the light, we have 

fellowship with one another, and the blood of Jesus, his Son, purifies us from all sin.” 

 

值得學習的團契生活 

• 徒 2:42-47(和合本): 

4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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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殿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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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約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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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 142:7 求你領我出離被囚之地，我好稱讚你的名。義人必環繞我，因為你是用

厚恩待我。 

• 詩 116:1-19(和合本): 

1 我愛耶和華，因為他聽了我的聲音和我的懇求。 

2 他既向我側耳，我一生要求告他。 

3 死亡的繩索纏繞我；陰間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難愁苦。 

4 那時，我便求告耶和華的名，說：耶和華啊，求你救我的靈魂！ 

5 耶和華有恩惠，有公義；我們的 神以憐憫為懷。 

6 耶和華保護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 

7 我的心哪！你要仍歸安樂，因為耶和華用厚恩待你。 

8 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淚，救我的腳免了跌倒。 

9 我要在耶和華面前行活人之路。 

10 我因信，所以如此說話；我受了極大的困苦。 

11 我曾急促地說：人都是說謊的！ 

12 我拿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 

13 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 

14 我要在他眾民面前向耶和華還我的願。 

15 在耶和華眼中，看聖民之死極為寶貴。 

16 耶和華啊，我真是你的僕人；我是你的僕人，是你婢女的兒子。你已經解開我的綁索。 

17 我要以感謝為祭獻給你，又要求告耶和華的名。 

18 我要在他眾民面前，在耶和華殿的院內，在耶路撒冷當中，向耶和華還我的願。你們

要讚美耶和華！ 

19 見上節 

 

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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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 20:40 主耶和華說：在我的聖山，就是以色列高處的山，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

要事奉我（Serve me）。我要在那裡悅納你們，向你們要供物和初熟的土產，並

一切的聖物。 

• 約 6:28-29 眾人問他說：我們當行甚麼，才算做神的工呢？ 耶穌回答說：信神所

差來的，這就是做神的工。 

心態最重要 

• 西 3:22-24 你們作僕人的，要凡事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

是討人喜歡的，總要存心誠實敬畏主。 無論做甚麼，都要從心裡做，像是給主做

的，不是給人做的，因你們知道從主那裡必得著基業為賞賜；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

基督。 

 

• 撒上 15:22 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聽

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 

 

禱告 

• 可 1:35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裡禱告。 

• 可 6:46他既辭別了他們，就往山上去禱告。 

• 可 11:17便教訓他們說：經上不是記著說：我的殿必稱為萬國禱告的殿麼？你們

倒使他成為賊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