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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弗 3：17-19 、 太 18：19-20 、 林前 11：17 

引言： 

教會生活對一個屬 神的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我們信了主之後，不

是以自己得救了為滿足，更應進深一步的去認識基督及長成基督的身量，

這個追求不是個人可以達成的，以弗所書三章十七至十九節說：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裏，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能以和

眾聖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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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見我們若離開了其他的基督徒而單獨追求，我們認識基督就不完全了，

因 神給各人的領受是不同的，這許 h的「不同」集合起來，才可以顯

出 神的豐富及榮美。另方面，藉此教導我們要有肢體生活。  

A)教會生活的目的（內容） 

從弗 4：13中我們可以看到，教會生活的目的是更多的認識主耶穌自己

（ 神的兒子）。 

1)聚會中認識主 

教會的聚會不是為叫我們多一點的宗教生活，或是形式上作一點叫我

們沔心上可以去確認自己是基督徒，或者是叫我們以為可以消磨時間

的項目。教會一切的聚會是要使我們在信仰上得建立和得益處的。教

會一切聚會的中心點是主耶穌，聚會雖有不同的形式，但目的是要藉

不同的角度去更深及更廣的認識主的各方面。從沒有人可以完全認識

主，故若以為可以不聚會是錯誤的。 

例：在禱告聚會中可以經歷 神是如何聽禱告，又擴闊我們對禱告的

認識及使我們在禱告上有更多的操練。 

例：有些聖經是我們自己不明白的，但在聽道中可以使我們明白過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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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個對聚會不認真的人能在基督裏長進的，並且要恆久及真誠聚

會是最能考驗人對 神的愛。  

2)相交中認識主 

教會生活不是坐著等待別人施恩給自己，是彼此藉著見證互相建立的。

因 神不是將所有的恩典及恩賜給予一個人，而是要各人將 神所賜

的一份與其他的肢體分享，藉此使我們認識我們是一體的及需要彼此

相愛及相助的，因在主裏沒有一個肢體是多餘的。 

例：在經歷 神的事上，人人各有不同，若將大家的經歷互相坦誠的

分享，可以使我們對 神有更多的認識，也加增我們對 神的信心，

因藉分享使自己對 神有新的體會，使我們的心得著激勵，使我們認

定 神是真實的，祂可以幫助別人，同樣的可以幫助我們。 

例：透過肢體的關懷及愛護，使我們具體的認識主的愛，或透過彼此

的交往，可以從肢體身上看到主的生命，如何藉肢體們流露出來。  

3)在事奉上認識主 

教會生活亦包括我們的事奉，事奉使我們屬靈的生命得著操練，又使

我們經歷主的信實及供應，因在事奉當中；我們會更多看到自己真實

的一面，教我們更明白要信靠主，這令我們更多的親近主。 

例：如我們負責教導聖經的真理，這使我們自己先多去明白 神的話，

以致在準備中先得益處。 

例：我們若作關心人的工作，會發淚我們的愛心、忍耐、智慧等的不

足，使我們認識自己的屬靈生命尚未成熟及軟弱的地方，以使我們更

謙卑的仰望主的恩典及追求成長。  

B)認識聚會的意義──奉主名聚會 

論及教會生活，一定會涉及聚會，因我們若不參加聚會，我們便缺乏與

其他肢體的相交。教會生活有何重要呢？我們要先認識為何要聚會。主

耶穌告訴我們，只要有兩三個人奉主的名聚會，就有主的同在。可見聚

會不是我們的興趣，而是以主耶穌為中心。 

1)使徒行傳二章四十四節中說到，是信的人聚在一處。可見我們的相聚

是因我們有同一的生命。在教會中我們不看人屬世的身份，我們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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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這人或那人是否有主的生命，及他對神的敬畏是如何？教會是屬 

神的， 神不從外表看人，我們也學 神一樣。 

例：路加福音一章一節中稱為提阿非羅大人，但在使徒行傳一章一節

中只稱提阿非羅，因在前書中他（提阿非羅）未信主，但在後書中他

信了主﹐已成為弟兄，故不再用屬世 的身份稱呼他了。 

例：教會的聚會中是有各式的人等，但因我們都是已蒙主的救贖，我

們在主的面前是沒有分別的。  

2)奉主名聚會的真實含意是我們被主耶穌所召集，聚在一起歸於主的名

下，表示我們是屬於主的，與主耶穌是有關連的。我們聚會的中心是

主耶穌自己，而且這樣的聚會是有特別的恩典。 

例：有些事情是要一同禱告才有力的，多一個人的禱告，力量就更大

了，並且主應許是祂必同在，有主同在就必定有恩典。 

例：有人說我們的禱告，其實等於零，但有主就不同，主如同零字前

的一字，一個人禱告 等於十，二人禱告等於一百，三人等於一

千．．．．．．，故我們一同聚會，有主的 同在是多美好的呢！ 

另方面，我們要認識我們是因主耶穌的呼召或可以說是主的邀請參與

聚會，那麼我們聚會時就當恭敬，不可以隨便的遲到，更不可以隨便

的缺席或在聚會中存輕漫的心。 

例：若我們有朋友有婚宴，我們會不會出席呢？很多人不論多遠也出

席，並且早早到達。 

但今天我們聚會又如何呢？有否看重主所設立的聚會呢？  

C）認識各樣聚會 

聚會本是有益處，可是由於人對聚會的不認識及心態不準確，而引致人

以聚會為重擔， 在聚會中得不著 神的恩典，所以要清楚認識各樣聚

會的意義及目的。 

1)擘餅聚會──記念主耶穌基督 

這聚會是為主耶穌親自設立的，是要我們記念祂為我們所作的救恩及

所帶給我們的一切恩典，藉此使我們對祂的愛有更深的體會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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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使我們常常對主的愛保持火熱。在我們教會中是要求已受浸的肢體；

才可以參與擘餅聚會，因我們希望參加者都是真心跟從主的人，並在

信仰上穩固及願意切實愛主的。  

2)祈禱聚會──倚靠耶穌基督 

a)祈禱會的重要 

i)主耶穌在地上教導門徒最多的是祈禱，並且主留下同心合意禱告

的應許 A這是在聚會祈禱中才可以應用的。這看到主重視我們有

同心禱告的操練。 

ii)在主升天後，門徒第一個聚會是祈禱會，並且在初期教會中，

教會所面對的一切難題是以祈禱來解決的。 

iii)聖經上有教導要我們同心合意的禱告，若不參加祈禱會，怎可

以實踐真理呢？ 

可能有人說我們可以自行組織祈禱會，為何一定要參加教會所

設立的祈禱會，這只是人的看法，若有指定的聚會也不參加，

偏要自行另定，是否指出人的心不能與其他肢體同心呢？ 

iv)參加教會的祈禱會可以使我們更了解教會的事工，以直接的用

禱告獻上我們的關心和支持。 

b)參加祈禱會的心態 

i)要相信 神是會聽禱告，並參加聚會是藉祈禱來事奉 神。 

ii)要自潔（即認罪），因不聖潔沒有人可以看見 神，清潔的禱

告才可蒙 神應允。 

iii)要與人同心，因同心禱告才有力，並且多一個人禱告，使禱告

更有力。  

3)傳福音聚會──見證及傳揚主耶穌基督 

初期教會第一個公開的聚會為傳福音聚會。我們在世上要見證主耶穌

基督，並且教會的建立的第一個步驟是使人信主得救，跟著為使信主

的人成長，又使他們成為可以領人歸主及幫助其他肢體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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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福音班 

因一般人都是在主日休息，我們應把握機會來帶領他們聽福音，故

我們若有未信主的親友、同學或同事，可以帶領他們回來，並應在

禱告中逼切為他們禱告，求 神改變他們的心，並為負責聚會的肢

體禱告，求 神用著他們成為未信者的幫助。 

b)福音主日 

這是為使主日早上不能太早來聚會及在主日崇拜聚會中的未信者

而設。我們應為講員的信息及未信者的心靈願意接受主禱告。我們

平時需要常常為自己愛人靈魂的心禱告，又要背頌福音經文，以便

向人傳講。另多思想主的愛可使我們傳福音時有更大的感染力。在

福音聚會中，若自己邀請不到未信的朋友出席，也應參加，因可以

在當中作代禱的工作，又可以幫助新朋友翻聖經、作陪談等。 

4)敬拜聚會───敬拜 神及順服 神 

基督徒對 神應有嘴唇的果子獻給 神，即對 神有敬拜及頌讚。 

*主日崇拜 

每主日聚集時的歌頌，不是單單的一個琵序，乃是實在對 神的敬拜，

需要用心靈和誠實獻上頌讚，並且 神喜悅我們有同心的讚美。 

5)造就聚會──認識 神 

主日學使我們對 神的真理有更深入及更全面的認識，並使我們有系

統的學習真理。另一方面，在崇拜聚會中亦有講道的時間，使我們可

以從聖經上得知 神對我們的期望及應如何在生活上榮耀 神、認識 

神、經歷 神、跟從 神及見證 神。 

例：在聽道後，我們可以看一看自己有否實踐 神的道。若沒有，求 

神加力給我們去 

實踐。若有，求 神保守我們，並應幫助及鼓勵其他肢體一同實踐。 

6)聖徒相交──彼此勉勵及造就 

在主日聚會後，我們不應聽完道便立刻離去，乃應與肢體互相的分享

及見證主的恩典，以使我們對 神有更深的認識和信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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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操練每主日都與別人分享 神的恩典及對 神的體會，或我們平

常應與弟兄姊妹們多有來往，因彼此的分享不應單在聚會之時。  

D)聚會應有的準備 

1)心靈上： 

我們需要帶一個愛墦的心回來聚會，與其他人一同敬拜 神，必須有

敬虔的心。 

我們不應在主日為自己安排太多其他的事，免得我們敬拜的心受影

響。 

2)精神上： 

主日前應安排早一點睡，使在主日中有充足或最好的精神來聚會，這

使我們在會中得著更大的益處。 

3)服飾上： 

不一定要穿著最華美的衣服，但要穿合宜及整潔的衣服，因我們是來

敬拜 神，並且我們的 神是偉大的 神，我們當以敬虔的服飾來參

加聚會。 

4)準備上： 

我們應準備隨時與人分享 神的恩典，來彼此建立及勉勵。另在聚會

中應預備奉獻的金錢，因我們亦可以金錢的奉獻來榮耀 神及藉此顧

念 神的家及支持 神的事工，如福音工作、宣教事工、教會經常需

用及其他。 

總結： 

不可停止聚會（來 10：25）。我們要實在的認識到主是聚會的召集人，

不聚會即是對主不敬，這是要不得的事，並且 神要我們在聚會中得著

從祂而來的益處。 

出處：

http://christianresource.hypermart.net/christianresource/new_page_161.htm 

  

http://christianresource.hypermart.net/christianresource/new_page_1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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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帖前 1：9 、 彼前 2：9-10 、 羅 12：11 、 約 12：26 

引言： 

我們昔日未信主前是撒但手下的人，服事撒但而行惡，但淚今我們是已

被 神從撒但手下救出來，成為聖潔的祭司。我們可以從帖撒羅尼苒人

的經歷中看到基督徒是從撒但手下被救出來，並轉向 神及事奉 神。

沒有清晰的屬靈方向，使人容易再次的迷失，而且 神救贖了我們，我

們服事 神是理所當然的，但有很多基督徒不明白事奉的意義，而白白

的失去了寶貴的光蔭及失去得 神恩典的機會。 

A)事奉的資格 

很多的基督徒以為事奉是某些人的專利，或有某種恩賜的肢體才可以事

奉，若我們仔細翻一翻聖經，便看到 神是願意使用每一個屬衪的人。 

神使用人不是因人是否有才幹或恩賜，乃是人是否合 神使用，每個屬

主的人只要甘心及實際的去付代價，都可以成為合 神使用的人。 

1)必須重生 

神所使用的人必須是已重生得救（即是已信主）的，因沒有信主的人

是在撒但的手下，是 神的仇敵，既是仇敵，又怎能事奉 神呢？人

重生了，是有 神的生命，才可以與 神相通及明白 神的心意，事

奉才可得 神的喜悅。 

例：若一個主人咐吩他的僕人去預備溫水洗澡，他的僕人卻預備了沸

水，並且是足以盪死人的，他的主人會認為這僕人是服事他嗎？他一

定以僕人沒有服事他，因僕人不明白他的心意。我們服事主必須是重

生成為神家的人，才可以有基本的資格事奉 神。  

2)分別為聖 

聖經告訴我們是作聖潔的祭司，祭司是被 神分別出來事奉 神的，

我們確是被 神從世界中呼召出來，並要我們過聖潔的生活，因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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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潔才可以合乎主用，並且我們的一切都應是分別出來為 神用，如：

時間、金錢等。 

例：一個人若是信了主，仍在罪中生活，他的事奉是不能得主的喜悅，

因與 神的要求不同，如舊約中的祭牲必須是無殘缺的，人帶著罪事

奉 神，只會招來 神的憤怒。 

例：若我們請客吃飯，我們用不潔的器皿來盛載食物給他們，我們的

接待不但不得他們的欣賞，反叫他們討厭，因我們所作的是輕視了他

們。  

3)甘心奉獻 

事奉 神很講求人的甘心，事奉必須是人自願並甘心犧牲自己所擁有

的 (如:時間、金錢、本身的一些理想和目標)來服事 神。 

例：事奉 神是要付上時間的，我們肯不肯為 神擺上時間來作工

呢？ 

例：事奉 神或許要將自己的一些理想放下；因討神的喜悅而放下個

人的一些目標。 

神從來不勉強人事奉祂，但事奉的人必須要先乎合 神的要求， 神

的標準是不會因人而更改或放低，但 神卻願意造就人合乎祂的標準。

人能甘心奉獻有關的代價來事奉 神，是因 神賜下的屬靈枯察力，

使人看到事奉的永恆價值而甘心擺上。  

Ｂ）事奉的形式 

事奉若只有崗位性的事奉才算是事奉，如：傳道、長執、主日學教員、

團契導師及職員、崇拜主席、司琴等，這樣便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參與事

奉了。事實上，事奉不是單單指崗位性的，乃是人對 神有順服的心，

願按 神的心意而行，作在主身上，就被 神看為是事奉了。 

例：一個人願意體恤 神的心而去傳福音，使別人蒙恩得救，就是事奉

了。這是每一個人都可以作的，傳福音就是告訴人 神在我們身上所作

的事，即我們的得救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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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我們用心靈來唱詩歌頌讚 神，就是事奉 神，我們在主日聚會中

的敬拜，若存敬畏感恩的心就是事奉了，這樣看來我們每個人都是有事

奉及可以事奉的。 

例：我們奉獻金錢來顧念 神家的需要，獻上用我們親手勞力所得來的

金錢，使 神的工作可以繼續，那麼我們的工作是為 神而作，因為是

要使 神的家有糧，這樣的工作就成了事奉。 

例：在生活上活出一個屬 神的人之樣式，因為我們在世上的目的是要

見證 神，以生活行事為人來見證 神，這樣看來我們是常常活在事奉

中，只不過我們沒有留心及未盡力的去作。 

例：按 神的心意教養孩童，使他們敬畏主，是為主照管孩子們，這亦

是事奉，那我們應忠心的看顧兒女，因兒女是 神所賜的產業，是 神

交付給我們看管，故此我們要留心教養兒女。  

Ｃ）事奉的心態 

1)以愛為根基 

事奉的出發點是愛，因著認識 神的愛而對 神應有的回應，不是無

可奈何之下而事奉，乃在可選取之下而揀選主，因著愛主而願意服事

主。 

例：以色列人在禧年時要釋放僕人離去，但若僕人以主人對他好而甘

心一生服事他，主人就可以帶他到門框上，用錐子穿這僕人的耳垂，

他一生就不可以離開他的主人。在此以前（穿耳垂前）的服事是責任，

但這時是因愛而服事。可見他的主人一定是非常好的，以致他甘心終

身服事。我們甘心服事主，也因認識 神對我們的愛。  

2)以殷勤事主 

保羅曾說 神派他服事，是因以他有忠心，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神喜

歡人殷勤事奉，聖經教導我們要心裏火熱，常常服事主。事奉 神不

可隨便，不可因情緒、喜好或個性而自行作定 斷，事奉是要按 神

的心意。殷勤服事是表明對 神的大愛的持守及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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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謙柔同工 

事奉是有與人同工的時候，我們需要學習與別人同心，在事奉中學習

謙柔，不與人相爭，不爭名，不爭權，因我們都是服事主的人。要看

別人比自己強，及看自己合乎中道。事奉是邊做邊學的，沒有一個人

是沒有長處的，又沒有一個人是沒有短處的。  

4)以靠主成事 

事奉的動力是來自 神的，故我們事奉若憑自己去面對，我們不久便

會灰心及喪志的。要倚靠 神而作，常常將事情藉禱告帶到主的面前，

求主引領，又求主常常校正我們的心。在成功後將榮耀歸給 神，勿

自己邀功。  

Ｄ）事奉的果效 

1)今生的益處 

a)靈命長進： 

因為一個真實事奉 神的人必會多去倚靠主，這樣使他有更多機會

與 神相交及求問 神，因預備事奉催使人去追求長進及持守他的

信仰。 

b)經歷進深： 

事奉 神的人在事奉的經歷上，會使他更多的認識 神及在事奉的

過程中使他更多的看到 神的作為，從而對 神的信心加增。在事

奉中也使人有更多的機會默想主，令我們對主的愛有更多的體會。 

c)蒙神深恩： 

因主應許愛 神的人，必得天父的看重，又因人真心的事奉，使 神

按照衪的應許賜福予人。 

d)預嘗天家： 

因為在將來的天家中，我們是永永遠遠的事奉 神，準確的事奉使

人多享受主愛，多體會與主同在的甘甜，在地上先嘗天上的甘美，

亦幫助人更愛墦見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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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來生的獎賞 

a)得主賞賜： 

主耶穌應許 Y我們忠心事奉，在主再來的時候我們會在主的台前必

得主的賞賜，並且主所賜的是我們所不能想像的。 

b)得主讚稱： 

若我們忠心事奉，不單會得著主的賞賜，更會得到主的稱讚，這表

示我們所作的是蒙主所悅納。 

出處： 

http://christianresource.hypermart.net/christianresource/new_page_1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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