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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復興聯會核心價值 

Core values of Revival Christian Church Alliance 

 

1. 尋求上帝同在的敬拜 Worship as away to seek the Presence of God 

2. 滿有聖靈能力的服事 Serve in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3. 效法基督的聖潔公義 Imitate the Holiness of Christ 

4. 聖經教導為裝備基礎 Bible teaching as the foundation of equipping 

5. 接觸社區的外展佈道 Out reaching Evangelism that touch the community 

6. 宣教中國．中國宣教 Mission for China.China for Mission 

7. 充滿主愛的堅固家庭 Strong Families fill with God’s Love 

8. 小組為基本牧養單位 Cell group as basic unit for shepherding 
 

1. 尋求上帝同在的敬拜 Worship as away to seek the presence of God 

 

我們重視上帝的同在和榮耀。昔日，以色列人失去約櫃，神的榮耀離開了以色列。大

衛迎接約櫃，在錫安建立帳幕，以音樂敬拜讚美事奉上帝，神的榮耀恢復於聖民當中。

在末後日子，神必重建大衛倒塌的帳幕，神的榮耀要在教會中被人看見。 

經文：撒上四 18-22；撒下六 12-15；代上十六 7-11，37-43；徒十五 16-18 

 

2. 滿有聖靈能力的服事 Serve in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耶穌不只宣講天國信息，也展示了天國權能。祂應許凡屬於祂的人，皆可得著聖靈充

滿，運用聖靈恩賜，在聖靈恩膏下過得勝生活，並展現非凡服侍。 

經文：路四 14－19；徒一 8；二 38-39 

 

3. 效法基督的聖潔公義 Imitate the Holiness of Christ 

 

基督是信徒新生活和新生命的核心。撒迦利亞被聖靈感動豫言主要把祂的民從仇敵手

中被救出來，就可以終身在祂面前，坦然無懼的用聖潔公義事奉祂。我們要聖潔，因

為主是聖潔的。 

經文：路一 74-75；彼前一 15-16；弗四 20-24 

 

4. 聖經教導為裝備基礎 Bible teaching as the foundation of equipping 

 

信徒皆祭司，每一位信徒都是神的僕人。教會必須裝備聖徒，成為合神使用的器皿。

聖經是我們的裝備手冊，是信徒明白真理，抵擋異端邪說，在生活上和事奉上得力的

泉源。 

經文：提後三 16；猶 3；林前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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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接觸社區的外展佈道 Out reaching Evangelism that touch the community 

 

地方教會應當成為地方的鹽和光，使福音真理被人看見和接受。在佈道過程中，不只

人心被改變，社會也被真理更新轉化。 

經文：太五 13-6；提前二 1，2 

 

6. 宣教中國，中國宣教 Mission for China. China for Mission 

 

這是我們從神所領受的異象：要盡一切努力，把福音帶給每一個中國同胞，也要讓中

國教會興起，把福音帶給地上每一個人。經文：太廿八 18-20 

 

7. 充滿主愛的堅固家庭 Strong Families fill with God’s love 

 

家庭是神在人類歷史中所設立的一個社會單位。神的旨意是要人在家庭的豐富關係中

成長，並認識祂。仇敵要破壞家庭、毀滅家庭。主的心意卻是要叫家庭得醫治和復興。

使每一個家庭成為美好生活的典範和基督恩典的見證。經文：弗五 24，25；六 1，4 

 

8. 小組為基本牧養單位 Cell group as basic unit for shepherding 

 

真實的相交生活只能發生在一小撮人中間。耶穌揀選了十二個門徒常與祂同在，成為

教會生活的典範。小組是我們體現「彼此」相愛的地方，是教會建造的基本單位。 

經文：徒二 46，47;來十 24，25 

 

 

 

 

 

 

 

 

 

 

 
 

初期教會在三方面增長：質量、數量和組織上。 

 

以上八個價值觀也能讓復興教會行在神的旨意中，在這三方面成長和成熟。 

 

質量：生命成長的四個祕訣 數量：福音發展的兩個向度 組織：建造兩個基本單位 

尋求父神同在的敬拜 

滿有聖靈能力的服事 

效法基督的聖潔公義 

聖經教導為裝備基礎 

接觸社區的外展佈道 

 
宣教中國，中國宣教 

 

充滿主愛的堅固家庭 

 
小組為基本牧養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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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復興教會葵芳堂使命宣言 

我們願與聖靈同工，建立一間 

「贏得生命」、「建立生命」、「奉獻生命」的教會； 

並竭盡所能，在全地上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Working with the Holy Spirit，to build a church that is 

“Life-Winning”，“Life-Building”and with“Life-Giving”. 

Making every effort to train up disciplesin all nations. 

 

 

與聖靈同工 

-聖靈充滿方言禱告 

-真理復還恩賜運作 

 

Working With The Holy Spirit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with praying intongues 

-There storation of truth and operation of the Gifts 

 

贏得生命的教會 

-見證基督十架救恩 

-拯救靈魂廣傳福音 

 

A Life Winning Church 

-Testify to the Salvation of the Cross of Christ 

-Save lost souls and wide lypro claim the Gospel 

 

建立生命的教會 

-聖經真理成長裝備 

-小組牧養建立門徒 

 

A Life Building Church 

-Be equipped and mature through Biblical truths 

-Shepherding through cell groups，establishing disciples 

 

奉獻生命的教會 

-因愛神而奉獻生命 

-因愛靈魂奉獻生命 

 

A Life Giving Church 

-Love of God resulting in life giving 

-Love of Souls resulting in life giving 

 

竭盡所能 

-成全領袖恩賜特色 

-切合時代文化本色 

 

Making Every Effort 

-Enabling the Functioning of Distinctive Leadership Gifts 

-Adaptation to cultural qualities of this generation 

 

在全地上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關心社區熱愛香港 

-中國植堂世界宣教 

 

To Train Up Disciples In All Nations 

-Concern for the community and love for HongKong 

-Church planting in China and World 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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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復興教會 

信仰大綱 
1. 聖經 

 聖經包括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都是神逐字默示的書。 

2. 上帝 

 按照聖經的啟示，只有一位真神，就是三而一的上帝，以聖父、聖子和聖靈顯明出來。 

3. 人與罪 

 在受造時，人是良善的，後來卻墮落了，並且無力自救。 

4. 基督與救贖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的救贖大能足以拯救一切信靠祂的人，脫離所有的罪。只有在基督耶

 穌裡的信心能救我們到底。 

5. 浸禮 

 聖經教導我們，信的人都必須接受浸禮，以表示認同於耶穌的死，埋葬和復活。 

6. 聖潔生活 

 信徒能過聖潔的生活，與世界分別，不再服侍罪惡，卻以清潔的心事奉主。 

7. 聖餐 

 定時守聖餐，一同擘餅，能清理和潔淨基督的身體。 

8. 聖靈充滿 

 聖靈充滿乃是信徒得救後的另一個屬靈經驗，是信徒生活和事奉得力的途徑。常伴隨著

 說方言的恩賜。 

9. 教會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被神揀選“呼召出來的一群”，顯明上帝在地上的計劃和旨意；而

 地方教會之運作應當按照新約時代的秩序和組織。 

10. 聖靈的恩賜 

 聖靈的九大恩賜會在地方教會中彰顯，神按照自己的心意把各樣恩賜分給人。 

11. 按手之禮 

 神所使用的傳道人可以在聖靈的恩膏下給人按手，藉此祝福他人，行奉獻禮，醫治病人，

 按立職事和分派聖靈的恩賜。 

12. 敬拜與讚美 

 舊約和新約聖經所記載的讚美形式，無論在個人或集體的情況下皆適合今天教會使用。 

13. 基督再來 

 當眾先知的預言都應驗，教會經歷最後階段的復興，主耶穌基督便會親自降臨，眾目都

 會看見祂。那時，祂會在地上建立祂的國度。 

14. 永恆結局 

 凡信靠主耶穌基督，接受祂作救主的人都可以承受永生的應許。凡拒絕基督，死在罪中

 的，他們的結局就是永遠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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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 教義的重要性 
 

一. 教義的起源 

 

•「教義(Doctrine)」乃指所教導的事物、教訓、指示和宗教原則。 

•中文和合本聖經譯作「教訓」或「道理」。 

於是領受祂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都恆心遵守_使徒的教訓_，彼此

交接，擘餅，祈禱。(徒二 42) 

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

行，信靠神、各樣洗禮、按手之禮、死人復活，以及永遠審判各等教訓。(來六 1，2) 

 

二. 教義的重要性 

 

在這個相對主義盛行的時代,似乎沒有甚麼事是絕對的,但我們必須知道神是絕對的。祂的

道、祂的真理、祂的律法永遠是絕對的, 不曾改變也不會改變, 永遠可靠。無神論、不可知論、

相對主義、境遇倫理、存在主義、還有其他種種哲學, 充斥於這個世代, 所以需要有真正純正

的教義。 

所有真假宗教、異端、主義、意識形態都有各自的教理作基礎, 人所接受、相信、遵守

和不斷實行的教訓, 決定了一個人的個性、行為與命運。 

 

三. 學習、遵行和分辨教義 

1.學習純正的教義(多一 9，二 1) 

2.遵行所學的教義(提後三 10) 

3.分辨真假的教義(提前四 1，提後四 3) 

神的教義 人的教義 魔鬼的教義 

提前六 1，3 

約七 16-17 

徒二 42 

來六 1，2 

太十五 9 

路十二 1 

西二 8 

太廿四 4，11，24 

提前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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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習教義，但要提防教條陷阱 

 

研究教義和神學的目的, 是要有系統地按次序學習。然而, 我們必須明白,人不能用教條

來定規神。神喜歡用聖經的六十六卷書來啟示祂自己,而不僅僅喜歡用一些教條來表達。 

從教會歷史可見,人受了一些教條規限以後, 當神有復還的真理臨到時,這些人卻固守教

條而不願與神一同前進。因此,研讀神學時,要清楚明白神不受此限制, 祂只會以整本聖經來啟

示自己。人本身不知道要相信甚麼, 所以神就將這些寫在聖經上。任何一派神學若不是以聖

經為權威, 受過聖經的考驗、證明,並與聖經無抵觸,便不可能成為最終的權威。 

 

複習題： 

１．為甚麼我們要學習教義？ 

２．若以源頭來區分，教義可以分為哪幾類？ 

３．教條在教導神的話語上有何不足之處？ 

 

每週閱讀經文： 

 

□ 基督道理的開端           來六 1-3 

□ 信仰章程之目的           提前一 3-11 

□ 教義與相交的界線          約貳 4-11- 

□ 基督教導的源頭           約七 14-18 

□ 保羅教導的源頭           加一 11-24 

□ 彼得教導的源頭           彼後一 12-21 

□ 使徒的教訓             徒二 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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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 聖經 
 

聖經包括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都是神逐字默示的書。 

 

經文：提後三 16 

 

一．聖經的本質──都是神所默示的 

 

１．聖經 

聖經又稱為「新舊約全書」。「約」是「契約」的意思，指神和人所立的約。舊約聖經的

內容是記述上帝與以色列人立約的故事，主要是指「律法的約」；而新約乃是指上帝藉著耶穌

基督所立的「恩典之約」，內容記述基督的生平事蹟和教訓，教會的誕生和擴展，並初期教會

的教導等。 

此外，我們必須明白「耶穌基督」是整本聖經的核心。舊約歷史是為基督的第一次來臨

作準備，它的預言和教導只是為了引導人到基督面前。（加三 23,24）新約乃舊約的實現。新

約聖經引領把我們到上帝啟示的高峰。（來一 1-3） 

 

２．默示 

「默示」是指聖經作者們在聖靈的引導下寫作聖經的過程。聖靈不單只感動聖經作者有

關寫作主題，而且保守他們準確地寫記錄神所啟示的話。然而，聖靈並沒有操控聖經作者，

使他們機械地默寫出來，而是容許他們依照本身所接受過的訓練和個人風格寫作。有人形容，

聖經作者好比樂器（神所使用的器皿），上帝才是吹奏者（希臘文默示就是神吹氣的意思）。

樂器按其本身而發出不同音質，然而樂章的內容依然屬於吹奏者。因此，雖然聖經是經由人

手所寫，卻是神的啟示和話語。 

 

二．聖經的功用──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１．教訓 (Doctrine) 

聖經的首要目的是叫人認識神和祂的旨意，教訓是指信仰內容和教義等。 

２．督責 (Reproof) 

督責是指責和揭露的意思。聖經把神的公義準則告訴我們，讓世人明白何謂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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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使人歸正 (Correction) 

神的旨意是要人悔改歸正，藉著耶穌基督的救贖，脫離罪惡的光景。 

４．教導人學義 (Instruction in righteousness)  

教導含有教育和訓練的意思。因此，遵行聖經的教導能改變信徒的生命，使我們活出上

帝的公義聖潔。 

 

三．聖經的目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１．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指生命的成熟。 

神盼望祂的兒女長大成人。聖經是天父的栽培和訓練手冊，幫助神的兒女們在品格和個

性上逐漸成熟。 

２．預備行各樣的善事──遵行神的旨意。 

預備可譯作裝備。聖經裝備我們。善事並不是指樂善好施，雖然那是一件好事。善事是

指美善的事工，是神對一個信徒生命的呼召和計劃。因此，神要藉著聖經裝備我們，使

我們的生命能承載祂賜給我們的美好事工。 

 

 

複習題： 

１．為何聖經又叫做「新舊約全書」？ 

２．聖經如何能夠是人的著作，又是神的啟示？ 

３．聖經如何在信徒的每個信仰成長階段發揮作用？ 

 

每週閱讀經文： 

 

□ 聖經是神的啟示           提後三 10-17 

□ 我們應當重視神的話         申十一 1-9;書一 8，9 

□ 我們應當遵行神的話         詩百十九 9-18 

□ 神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        詩百十九 105-117 

□ 神的話是我們的糧食         賽五五 1-11;太四 4 

□ 神的話必會應驗           路廿四 36-45 

□ 聖經是完整的            啟廿二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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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講 上帝 
 

按照聖經的啟示，只有一位真神，就是三而一的上帝，以聖父、聖子和聖靈顯明出來。 

 

  聖經的主題就神和祂的作為。舊約聖經透過記述上帝與祂選民的故事，證明全能的神乃

是獨一的主。新約聖經則藉著記述基督耶穌和聖靈的事蹟，顯明上帝乃三而一的真神。 

 

一．舊約聖經的啟示──獨一的神 

 

１．亞伯拉罕的神 

羅馬書一 18-25 概括地描述了世人犯罪，與神生疏，盲目崇拜偶像的景況。亞伯蘭被呼

召離開吾珥。吾珥正是一個充滿偶像崇拜的大城（書廿四 2）。神揀選亞伯蘭,向他顯現, 祝

福他, 並要使他成為大國, 就是為了藉著他, 在萬民中保存「獨一真神」的信仰。 

 

２．摩西的律法 

摩西十誡的頭兩條 (出廿 3-6) 皆與神的獨一性有關: 

第一誡: 不可有別的神。 

第二誡: 不可拜偶像。 

 

３．先知的啟示 

以色列人離棄耶和華神，轉向偶像崇拜。神便差派先知責備他們，呼召他們回轉，並向

他們指出，唯獨耶和華是神。 

…除了我以外，再沒有神；我是公義的 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沒有別神。地極的

人都當仰望我，就必得救；因為我是 神，再沒有別神。…(賽四十五 20-23) 

 

二．新約聖經的啟示──三而一的神 

舊約聖經強調上帝的獨一性, 藉以攔阻人膜拜偶像。然而, 當中也給上帝三而一的真理留

下了空間和預表。 

聖經提到兩種合一或獨一; 絕對的一和複合的一。用以表達這兩個觀念的希伯來文是「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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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得」(yachead)和「伊加得」(echad)。前者「雅加得」是指數目上的合一, 在舊約裡應用了大

約十二次, 但都不是指神的獨一性。後者「伊加得」是指複合性的合一。例如: 一群人、一民

族、一國家, 都不是指一個人。「耶和華—我們  神是獨一的主。」(申六 4)中的「獨一」是「伊

加得」,不是「雅加得」。其實,創造故事中已暗示了複合性的存在:「神說, 我們要照著我們的

形像, 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創一 26) 

在耶穌的教導和新約的書信中, 我們發現了三一神的真理:  

1. 父是神、子是神、聖靈是神。 

a. 父是神 (太六 26,30; 林後一 3; 腓一 2) 

b. 子是神 (腓二 5-11; 來一 3) 

c. 聖靈是神 (約十六 8-11; 約三 8; 徒五 3-4; 林前十二 4-11) 

2. 三一程式的經文。 

在許多的經文中，常把神的三位（父、子、靈）同列在一起，呈現出一種合一與同等的

關係。(太廿八 19-20; 路三 22; 徒二 33,38; 羅十五 16; 林前十二 4-6; 林後十三 14; 林後一21-22; 

弗三 14-19;彼前一 1-2)  

----------------------------------------------------------------------------------------------------------------------------- 

複習題： 

４．舊約聖經為何和如何強調神的「獨一性」？ 

５．舊約聖經如何在強調神是獨一的同時，卻容許三一神真理在新約中的揭示？ 

６．新約聖經如何啟示三一神的真理？ 

 

每週閱讀經文： 

 

□ 上帝是創造者、是主、是救贖主    詩三十三 

□ 你要愛神、獨一的主         申六 4-5;可十二 28-34 

□ 神乃獨一的救主           賽四十五 20-25- 

□ 至高神在人的國中掌權        但五 1-31 

□ 三一神的顯現            太 13-17 

□ 三一神的分工            彼前一２;林後十三 14 

□ 三一神的榮耀            啟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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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講 人與罪 
 

在受造時，人是良善的，後來卻墮落了，並且無力自救。 

 

 關於人類的起源和墮落的故事都被記載於創世記第一至三章裡頭。雖然，只有短短三章

經文，卻包含著豐富的啟示。我們可以從中明白到神造人的目的、人的本質和需要、並人類

墜落的原因和後果等。 

 

一．人類的起源 

１．人的本質 

人不是自我存在的生物，而是受造之物。既是受造物，他就不能從自身去探索其存在的

目的和意義。他必須從造物主那裡尋求答案。 

ａ．人是按神的形象受造（創一 26-28）：神的形象乃是指祂的仁義和聖潔（弗四 24），人類是

具有道德性情的生物（創二 16，彼後一 3-4）。 

ｂ．人是有靈的活人(創二 7)：人有靈、魂、體三部分。(帖前五 23) 靈具有認識上帝和與上

帝溝通的能力。魂是一個人的自我意識，包含理性（或才智，創二 19）、情感（或感受，

創二 18）和意志 (創二 16) 等部分。身體是我們認知物質世界的機械，也是靈魂的居所。 

 

２．人的需要 

靈的需要／靈性需要 魂的需要／心理需要 身體需要／物質需要 

與上帝的關係 

認識神和順服神 

人不能獨立於神而生存 

與自己和別人的關係 

認識自己和別人 

神的設計是 

人在愛的關係中 

生活和成長。 

與世界的關係 

認識這個世界 

神的設計是 

人在管理和享受這個物質世界

的過程中學習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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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類的墮落 

１．試探 

  魔鬼針對著人的需要而進行試探，因為未獲得滿足的欲望是一種強大的心理力量。 

約壹二 15-17 肉體的情慾 眼目的情慾 今生的驕傲 

創三 1-6 好作食物 悅人眼目 使人有智慧 

 

２．墮落 

亞當和夏娃違背了神的吩咐，吃了禁果。這事件不單立刻喚來了良知的責備（創三 7），

導致神的審判（創三 9-24：被咒詛和被逐出伊甸園）；並且讓罪惡進入了人類的世界。（羅五

12-21） 

    人類墮落。他純潔無罪的本性被沾污了。他的靈性死在罪惡過犯之中（弗二 1），與上帝

所賜的生命隔絕 (弗四 18) 。罪惡破壞了一切美善關係，腐蝕人類本體的每一部分；身、心、

靈皆進入罪惡的黑夜之中，叫人無力自救。（弗二 2-3） 

 靈 魂 體 

創三 7-19 躲避神、被逐出伊甸園 羞恥感、推諉責任 身體軟弱 

弗二 1-3 邪靈的運行 今世的風俗(價值觀) 肉體的私慾 

 

複習題： 

１．關於人類的起源，聖經在哪裡提供了最重要的記載？ 

２．根據聖經啟示，人與其他動物有何分別？ 

３．始祖犯罪帶來甚麼惡果？ 

 

每週閱讀經文： 

 

□ 人類受造的故事          創一 26 至二 25 

□ 人類墮落的故事          創三 1-24 

□ 罪惡在人類社會中的普遍性     創六 1-8，羅一 18-32 

□ 亞當是基督的預表         羅五 12-21 

□ 耶穌是末後的亞當         林前 45-59 

□ 上帝形象的恢復          弗四 17-24 

□ 上帝性情的恢復          彼後一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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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講 基督與救贖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的救贖大能足以拯救一切信靠祂的人，脫離所有的罪。只有在基督耶穌裡

的信心能救我們到底。 

 

一．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為人贖罪 

神預知人的墮落。遠在人被造和犯罪之前，在永恆三一神的會議裡，已訂下了救贖計劃。 

「知道你們得贖，脫去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行為，不是憑著能壞的金銀等物，乃是憑著基

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創世以前是預先被神知道的，卻在這末

世才為你們顯現。」（彼前一 18-20） 

主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乃是在永世前已被預定，為要成為永遠得救的根源。（來五

9, 九 12, 十 12）基督的死並不是一宗意外、或殉道，而是為贖罪而獻的祭。保羅說：「基督

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林前十五 3,4） 

「基督．．．死了」──這是贖罪的歷史事實。 

「為我們的罪」──這是解釋贖罪的教義。 

  十字架帶來甚麼果效呢？ 

１．得以與神和好。(羅五 10; 林後五 18-19) 

２．叫罪得著赦免。(弗一 7; 來九 22-28) 

３．從罪的權勢得釋放。(羅六至八) 

４．叫人脫離死亡的權勢。（來二 9; 林前十五 26） 

 

二．人必須藉著信靠基督而得救 

  人要著救贖，必須離棄自己的罪，和信靠基督。因此，悔改和信心是人得救的必要條件。

兩者不能缺一。留意主耶穌的話：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太四 17）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三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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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們在傳道時，也發出這兩個要求： 

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地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祂為主，為

基督了。．．．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徒二 36-38） 

他們必須承認耶穌為他們的主和救主基督, 並且要悔改。然而，我們必須明白悔改和信

心兩者並不是功德。救贖完全是神藉著耶穌基督賜下的恩典。救贖恩典的預備完全是基督十

架的功勞。 

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徒四 12)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

有人自誇。（弗二 8） 

  悔改與信心是信徒得救的基礎，也是我們過聖潔生活和靈性成長的必要條件。 

 

複習題： 

１．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只是一件意外事件，或為傳教而殉道嗎？ 

２．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贖工作，有何果效？ 

３．人要得救贖，必須乎合那兩個條件？ 

 

每週閱讀經文： 

□ 十字架是道成肉身的中心     腓二 5-11 

□ 基督一次獻上成為永遠的贖罪祭  來九 11-28 

□ 因基督的救贖而白白稱義     羅三 21-28 

□ 基督為罪人死顯明神的愛     羅五 6-11 

□ 在基督裡的救恩         弗一 3-14 

□ 得救是本乎恩          弗二 4-9 

□ 神能保守我們得著救恩      猶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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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講 浸禮 
 

聖經教導我們，信的人都必須接受浸禮，以表示認同於耶穌的死、埋葬和復活。 

一．浸禮的起源 

今天教會給信耶穌的人施洗並不是因為這是教會傳統，而是因為這是基督的吩咐（太廿

八 18,19; 可十六 15,16）;並且有耶穌基督 (太三 13-17) 和初期教會 (徒二 37-41) 立下了典範。 

  祂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

定罪。（可十六 15，16） 

 

二．浸禮的意義 

一些人認為只要真心悔改和信耶穌就足夠了，無須接受浸禮。這是因為他們不明白浸禮

的意義。 

１．明白施洗約翰的浸禮（太三 2-6; 可一 4） 

約翰的洗禮被稱為悔改的洗禮。施洗約翰要那些前來接受洗禮的人要先承認他們的罪然

後才可以受洗，使罪得赦。所以從約翰的洗禮，我們可以明白洗禮的用意：第一是受洗者表

明自己有罪，求赦免的方式。第二是施洗者代表神在赦免人的罪。因此，洗禮不是象徵性的，

這是人在禱告（我犯了這些罪，求神赦免），和神在回應（先知約翰代表神說，我赦免你，用

水洗去你的罪）。洗禮具有實用的意義。 

２．基督徒浸禮的全新意義 (羅六 1-11) 

  豈不知我們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祂的死麼？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

和祂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 

(羅六 3-4) 

  保羅不只說浸禮好像一個葬禮，而是說浸禮是一個葬禮。這是洗禮時真正發生的事情。

它的真實性不在於我們用肉眼所察覺的事件，而是神的聖靈所做的事情。如果，我們認為洗

禮只不過是一個儀式，或象徵。那就錯了。它是神工作的方法。在洗禮當中，按照人的悔改

和對基督的信靠，天父要赦免人和賜人新的生命。受洗者經過洗禮後, 便從神接受到一個新

生命，得以開始一個新生活。聖經中有許多這樣看似儀式卻不是儀式的傳統。最簡單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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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禱告，禱告不是說話而已，在某些條件下，它是真實的。同樣地，洗禮在某些條件下是真

實的，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悔改，信靠基督的人，一個奉主差遣的施洗者，和一位與我們相近，

施行赦免和賜生命的神。 

 

三．浸禮的實施 

１．奉聖父、聖子和聖靈的名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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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們施洗。（或作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太廿八 18,19) 

「奉」表示施洗者權柄的來源。「歸於」表示受洗者將進入父子聖靈的大家庭中，帶著祂

的名，成為這名在地上的代表。並且因著順服這名，而得著權利，可以奉這名禱告和傳道。 

２．浸在水中 

根據聖經，全人浸入水中才是最合宜的方式。某些地方由於缺乏水源，或給老人家和病

人方便，也可以給他們灑水或潑水。關於這方面，我們不必太過拘泥於形式。但在正常的情

況下，浸水是最好的方式。 

 

複習題： 

１．為甚麼教會要給悔改和信主的人施行浸禮？ 

２．浸禮有何屬靈意義？ 

３．為何施行浸禮時，要奉父子聖靈的名？ 

 

每週閱讀經文： 

□ 約翰的洗禮            徒十九 1-7 

□ 耶穌收門徒施洗          約三 22-四 3 

□ 與基督同死同復活         羅六 1-14 

□ 良心得著潔淨           彼前三 17-22 

□ 奉父子聖靈的名          太廿八 17-20 

□ 給我受洗有甚麼妨礙呢       徒八 26-40 

□ 誰能禁止用水給他們施洗呢？    徒十 1 至十一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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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講 聖餐 
 

定時守聖餐，一同擘餅，能清理和潔淨基督的身體。 

一．聖餐的起源 

聖餐是由主親自設立。主耶穌和門徒最後一次共進逾越節晚餐時設立的。不到一天，祂

便被釘死在十字架。耶穌以餅象徵祂的身體，杯象徵祂的血。吩咐門徒要遵行這個禮儀，藉

此來記念耶穌。 

又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也應當如

此行，為的是記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

出來的。（路廿二 19-20） 

 

二．聖餐的意義 

１．記念耶穌—過去 

  正如逾越節記念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聖餐記念耶穌基督藉十字架成就救恩。（林前

五 7-8）因此, 當我們應當以感恩的心來領受。(太廿二 17) 

 

２．立約關係—現在 

  耶穌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路廿二 20）因此，每次舉行聖餐，都在宣告我

們與神之間存在的立約關係，並讓我們可以藉此領受新約的祝福。（約六 主是生命糧；路廿

四 35 認識主; 林前十 16,17 信徒的相交和合一; 林前十一 30 健康、醫治、生命） 

 

３．盼望主來—將來 

  逾越節指向 (預表) 聖餐，聖餐指向 (預表) 羔羊的筵席。（太廿六 29; 啟十九 7-9）這個

聖禮將持續到主再來的時候。(林前十一 26 直等到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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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聖餐的實施 

１．自潔 

  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後吃這餅、喝這杯。因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吃喝

自己的罪了。（林前十一 28,29） 

  領受聖餐之前，我們應先自己省察自己。這是對主和聖餐的尊重，否則我們不單只得不

到祝福，反而會遭受審判。（林前十一 30-32） 

２．合一 

  我們所祝福的杯，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血嗎？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身體嗎？

我們雖多，仍是一個餅，一個身體，因為我們都是分受這一個餅。(林前十 16,17) 

  哥林多教會進行聖餐的時候，還是彼此分門結黨。保羅責備他們，應當彼此等待。（林前

十一 17-22, 33-34）這是對其他信徒和教會的尊重。 

 

複習題： 

１．聖餐是誰設立的？ 

２．聖餐有何意義？ 

３．守聖餐時，要注意甚麼？ 

 

每週閱讀經文： 

□ 在逾越節設立聖餐         太廿六 17-30 

□ 耶穌的願意與猶大的變節      路廿二 14-23 

□ 耶穌是生命的糧          約六 34-59 

□ 初期教會遵守聖餐（擘餅）     徒二 41-46 

□ 一個餅，一個身體         林前十 14-22 

□ 守聖餐的原則           林前十一 17-34 

□ 羔羊的筵席            啟十九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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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講 聖潔生活 
 

信徒能過聖潔的生活，與世界分別，不再服侍罪惡，卻以清潔的心事奉主。 

 

救恩是為了恢復我們與神的關係，並在我們的生命中恢復神的形象。這兩點都涉及同一個主

題，就是神的聖潔。（來十二 14, 弗四 24） 

 

一．成聖的定義 

  成聖的希伯來文 qadash 譯作：「分別為聖、使成聖、自潔、顯為聖、叫成聖等。」，首次

出現於創二３：「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而希臘文 hagiazo 則譯成：「成聖、為聖、

成為聖潔、得以成聖、分別為聖等。」首次出現在太六９：「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這個字的使用有兩方面的含義： 

１． 指分別出來，歸於上帝。（利廿七 14, 利廿七 16, 出十三 2） 

２． 指清潔，或經過潔淨。（出廿九 36,37, 利廿 7, 提後二 21） 

 

二．成聖的三方面 

１． 成聖的起步—地位上成聖 

基督徒在基督裡，已經成為聖潔。這是指神把基督的聖潔歸算在信徒身上。因此，每一個基

督徒都被稱為「聖徒」。(林前六 11, 一 2) 

２． 成聖的過程—經驗上成聖 

  成聖在基督徒的一生中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這是指在經驗上，我們會越來越像主耶

穌。(彼前一 15, 林後三 12-18) 

３． 成聖的成全 

當基督再來的時候，我們會經驗全然得勝的滋味。(約壹三 2,3) 

 

這三種成聖的另一種說法是：我們已經脫離了對罪的刑罰，現在正脫離罪的權勢，將來脫離

罪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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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成聖的方法 

聖經明確地指出神是叫我們成聖的那一位；也同時吩咐我們要自潔成聖。 

１． 上帝的工作 

聖父 (林前一 30,來十二 9,10)、聖子 (來十 10, 十三 12; 弗五 25-27)和聖靈 (羅十五 16, 彼前一

2) 皆參與聖徒成聖的工作。 

２． 信徒的責任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

後二 21） 

信徒自潔有四個重點 : 

a. 藉信心接受耶穌寶血的潔淨。(徒十五 9) 

b. 順從神的話。(約十五 3, 十七 17) 

c. 順從聖靈。(約十六 13) 

d. 個人委身。(羅十二 1,2) 

複習題： 

１．成聖的字義是甚麼？ 

２．成聖可分為那三個層面或階段？ 

３．信徒在成聖上有何責任？ 

 

每週閱讀經文： 

 

□ 呼召成為聖潔的國度        出十九 1-6;彼前二 1-10 

□ 主為教會成聖禱告         約十七 14-18 

□ 奉獻與成聖            羅六 12-23 

□ 自潔與成聖            提後二 19-23 

□ 管教與成聖            來十二 1-14 

□ 苦難與成聖            彼前四 1-6 

□ 追求與成聖            彼後一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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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講 聖靈充滿 
 

聖靈充滿乃是信徒得救後的另一個屬靈經驗，是信徒生活和事奉得力的途徑。常伴隨著說方

言的恩賜。 

一．甚麼是聖靈充滿？ 

  有些人以為重生時，聖靈充滿已自動發生，因此，二者並無分別。也有人把它等同於成

聖。又有些人認為這是神給多年事奉者的特殊賞賜。更有人認為聖靈澆灌只限於使徒行傳的

五旬節，那是特殊的，而且只一次發生。然而，這些觀點都不合乎聖經教導。以下是有關聖

靈充滿的明確教導： 

1. 聖靈的洗是明確的屬靈經歷，發生在重生得救之後。三而一神的第三位降臨在信徒

身上，為著某種服事的需要而恩膏和加能力給他。 

2. 聖靈的洗是父的應許。（路廿四 49; 徒一 4）這不是人出於人的意念或教導，而是神

主動賜給人的應許。 

3. 聖靈的洗是恩賜（禮物）。（徒二 38; 五 32）既然，聖靈的洗是一份禮物，它就是白

白的，不是由於功勞而獲得。 

4. 聖靈的洗是主的命令。（徒一 4；五 32；弗五 18）既然是主的命令，我們就有責任遵

從。 

二．為何要接受聖靈充滿？ 

信徒接受聖靈的洗，其主要目的是領受從上頭而來的能力，讓他們在事奉上有恩膏和恩

賜。（徒一 8） 

耶穌靠聖靈的能力傳道。（路四 18; 徒十 38; 太十二 28）祂應許門徒：「我實實在在地告

訴你們，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並且要做比這更大的事，因為我往父那裏去。」

（約十四 12）五旬節，門徒被聖靈充滿後，他們判若兩人。之前，他們因懼怕猶太人，

連門也關了。（約廿 19）現在卻在猶太人領袖面前膽壯如獅子，甚至挑戰他們：「聽從你

們，不聽從神，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酌量吧！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不能

不說。」（徒四 19,20）這都是由於他們被聖靈所充滿。（徒四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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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聖靈充滿與說方言 

  使徒行傳記載聖靈充滿的事蹟時，都讓人清楚看見接受者有明確表現：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徒二 4） 

於是使徒按手在他們頭上，他們就受了聖靈。西門看見使徒按手，便有聖靈賜下．．．（徒八

17,18） 

彼得還說這話的時候，聖靈降在一切聽道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禮、和彼得同來的信徒，見聖

靈的恩賜也澆在外邦人身上，就都希奇；因聽見他們說方言，稱讚 神為大。(徒十 44-46) 

保羅按手在他們頭上，聖靈便降在他們身上，他們就說方言，又說預言。(徒十九 5) 

  保羅給我們解釋說方言的價值： 

１．說方言是講說各樣的奧祕。（林前十四 2） 

２．說方言是造就自己。(林前十四 4) 

３．說方言是靈的禱告。(林前十四 14,15) 

歸納以上三點：說方言乃是信徒用靈禱告的方式，這種禱告有別於用理性禱告，它是在講說

一些屬靈的奧祕事，這樣的禱告能造就 (激發, 建造) 信徒的屬靈生命。 

 

複習題： 

１．人們對聖靈充滿常有哪些誤解？正確的解釋又是甚麼？ 

２．聖靈充滿的主要目的是甚麼？ 

３．說方言有何重要性？ 

 

每週閱讀經文： 

 

□ 聖靈的應許            賽四十四 3;結十一 19-20;珥二 28-32 

□ 耶穌是聖靈的施洗者        約一 29-34，二 31-36 

□ 聖靈是另一位保惠師        約十四 16-20;25-26;十六 7-15 

□ 第一次聖靈降臨          徒二 1-39 

□ 聖靈的果子            加五 16-25 

□ 聖靈的恩賜            林前十二 1-11 

□ 干犯聖靈的罪           弗四 30，31;徒五 3;帖前五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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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講 教會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被神揀選“呼召出來”的一群，顯明上帝在地上的計劃和旨意；而地方

教會之運作應當按照新約聖經時代的秩序和組織。 

 

一．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教會（ekklesia，意即「呼召出來」）一詞之希臘文乃是通俗詞彙，常指「公眾集會」。（徒十九

32,39,41）。耶穌曾說: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

柄〔權柄：原文是門〕，不能勝過他。」(太十六 18) 這句話的重點不在於教會, 而在於「我的」, 

ekklesai 原可指任何群體; 卻因屬於主耶穌基督而成為一個特殊群體。以下是關於教會為基督

身體的主要教導： 

１．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弗一 22,23）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基督藉著教會繼續祂在地上的任務。教會的成員就是耶穌的手、耶

穌的腳和耶穌的口, 到處宣揚福音和服事有需要的人。(可十六 19,20) 

２．身體合一的重要性 (弗四 2-6; 林前十二 18,20,21,26) 

  教會並非單單是一群擁有相同信念的人，她是一個有機體，身體上的肢體彼此聯繫，藉

著聖靈的協調，合而為一，為要達到同一個目的 (建立基督的身體, 弗四 12) 和完成同一

個目標 (把天國的福音傳到地極, 太廿四 14, 廿八 19,20, 可十六 15)。 

３．每一個肢體的重要性（林前十二 21,22,25） 

  身體的每一部分同樣重要。身體上的每一個器官都有它的價值和重要性。 

４．順服的重要性（弗一 22, 林前十二 4-7） 

基督的身體有許多肢體，卻只有一個頭，就是主耶穌基督。若不完全順服「頭」的指示，

肢體就不能正常運作。 

５．身體服事的重要性（弗四 11-15）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每一位信徒都是身體上的肢體；那麼，每一位信徒都應該參與服事。

傳道人或教會領袖不應該是教會中唯一服事的一批人，他們最重要的責任是裝備每一個

信徒參與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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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教會的重要性 

基督的身體也被稱為宇宙性教會，她包括了歷世歷代，天上地下的真基督徒。然而，新

約聖經強調每一個在地上的信徒必須在一間地方教會發揮其功能。很不幸，有些基督徒

卻認為自己只屬於「奧祕」的基督身體，卻認為與地方教會的關係是可選擇的或不必要

的。這種觀念並不乎合聖經的教導。 

 

地方教會的管理有兩個層面： 

１．地方教會內部的領袖： 

a. 長老—屬靈性 (提前三 3-7) 

b. 執事—事務性 (提前三 8-13) 

２．超越地方教會的領袖：五重職事 (弗四 12), 包括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和教

師。 

  

複習題： 

１．教會作為一個群體，有何特殊的地方？ 

２．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強調了那些真理？ 

３．地方教會的管理有哪個層面？ 

 

每週閱讀的經文： 

 

□ 耶穌如何提及教會？         太十六 13-20;十八 15-20 

□ 耶穌設立使徒            路六 12-16，九 1-6 

□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林前十二 12-27 

□ 教會合一的基礎           弗四 1-16 

□ 初期教會設立執事和長老       徒六 1-6;十四 23;廿 17，28 

□ 作長老的資格            提前三 3-7;多一 5-9 

□ 作執事的資格            提前三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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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講 聖靈恩賜 
 

聖靈的九大恩賜會在地方教會中彰顯，聖靈按照自己的心意把各樣恩賜分給人。 

 

聖靈的九大恩賜被記述於哥林多前書第十二章，它們包括： 

啟示 

的恩賜 

知識的言語 
聖靈以超自然方式來直接啟示人，使人知道一些現在、或過去已

經發生，而不為人所知的事情。 

智慧的言語 
在人不能解決的問題上，聖靈在當時的環境中啟示出解決之法，

這啟示卻合乎神的意念和目的。 

辨別諸靈 

聖靈以超自然的方式來啟示人，知曉靈界領域中靈的存在與活

動，並且賜人能力來辨別那靈是出於神的靈（包括天使的靈）、

魔鬼的靈（邪靈）或人的靈。 

能力 

的恩賜 

信心的恩賜 

信心恩賜有別於一般存在於信徒心中的信心，此乃聖靈超自然的

恩賜。例如，在緊急關頭時，突然對神滿有信心，相信祂會行神

蹟，解決當前危機或滿足我們的需要。 

醫治的恩賜 
此恩賜是以一種超自然的能力來除去疾病和身體軟弱，使身體健

康。 

行異能 
行異能是以一種超自然的能力，來行神蹟奇事，此種恩賜主要是

在扭轉或控制自然律。 

靈感 

的恩賜 

說預言 
聖靈感動人，用可明白的言語，以一種超自然的方法把神的信息

表達出來，目的為要造就，安慰，勸勉人。 

說方言 
方言是聖靈所賜超自然的言語，是人用自己所不明白的言語，以

超自然之方法來表達神給人的信息。 

繙方言 
繙方言恩賜是聖靈所賜超自然的能力來翻譯或“解釋”原本不

懂得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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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指出聖靈恩賜的運作乃是聖靈按照祂自己的意思（林前十二 11）在信徒身上的彰顯 

(林前十二 7)，使信徒發揮其作為肢體的功用 (林前十二 12-13)。 

  此外, 運用聖靈恩賜的目的是為了造就教會。假若, 運用聖靈恩賜並不能叫教會得造就 

(林前十四 12, 26b)和得益處, 它的運作就毫無價值了。運用恩賜若不是出於愛心，或只是一場

個人表現；它就只算是「鳴的鑼、響的鈸」。（林前十三 1）保羅又說：「但作先知講道的是對

人說，要造就、安慰、勸勉人。」（林前十四３） 

  對於聖靈的恩賜，信徒當： 

１． 明白 (林前十二１) 

２． 切慕 (林前十四 1) 

３． 挑旺 (提後一 6) 

 

複習題： 

１．聖靈的九大恩賜，包括哪些？ 

２．神設立聖靈恩賜的目的是甚麼？ 

３．信徒對聖靈恩賜的應有態度是甚麼？ 

 

每週閱讀經文： 

 

□ 聖靈的恩賜           林前十二 1-11 

□ 肢體的原則           林前十二 12-31 

□ 愛心的原則           林前十二 1-13 

□ 造就的原則           林前十四 1-26 

□ 次序的原則           林前十四 27-40 

□ 分賜與領受恩賜         羅一 11，提後一 6-14 

□ 敬拜與操練恩賜         撒上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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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講 按手之禮 
 

神所使用的傳道人可以在聖靈的恩膏下給人按手，藉此祝福他人、行奉獻禮、醫治病人、按

立職事和分派聖靈的恩賜。 

 

  按手之禮是一個常為人所忽略的真理。希伯來書稱它為基督道理的開端。（來六 1,2） 

一．按手之禮的應用 

１． 祝福 

耶穌「抱著小孩子，給他們按手，為他們祝福。」（可十 16）這是希伯來民族一個重要

的傳統。一般來說, 是「位分大的給位分小的祝福」。（來七 7）以色列人的先祖們藉著祝

福把屬靈福氣一代一代傳下去。(創四十八 8-22) 

２． 醫病 

耶穌和門徒經常按手在病人身上, 為病人禱告, 醫治他們。(路四 40, 徒五 12) 耶穌應許

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可十六 18) 

３． 聖靈的洗 

使徒行傳記述人們接受聖靈的洗共有五次, 其中三次提到「按手」。(徒八 18, 九 17, 十九

6) 藉著按手幫助人接受聖靈乃為最普遍的方式。 

４． 聖靈的恩賜 

藉著按手分賜聖靈的恩賜。（提後一 6） 

５． 按手說預言 

長老在按手時，給受按者說預言。（提前四 14） 

６． 按立職事 

初期教會在確立執事時，除了禱告，也會按手在受職者身上（徒六 6），授予屬靈的權柄。

（民廿七 15-23） 

７． 差傳 

初期教會打發宣教士往別處傳道, 也會按手在他們頭上。(徒十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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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給人行按手之禮，切勿輕率從事。因為按手絕不單單為一種外在儀式，它代表教會對

和被按者的認同。 

「給人行按手之禮，不可急速；不要在別人的罪上有分，要保守自己清潔。」（提前五 22） 

「如果“按手”委派教會的職務，不要操之過急，以致你在別人的過失上也要負責任。總之，

要小心保守自己清潔。」(當代聖經  提前五 22) 

此外，除了醫治外，在其他教會事工上，都應該由教會中的領導人主持按手。 

這個教義的特殊性在於它提供了渠道，讓超自然的屬靈分賜在教會中，從一代傳到另一代。 

 

複習題： 

１．按手之禮可用在那些情況或需要？ 

２．給人行按手之禮要注意甚麼？ 

３．在教會事工上，信徒在那些情況下可給人按手？ 

 

每週閱讀經文： 

 

□ 基督道理的開端           來六 1，2 

□ 保羅被按手、得啟示         徒九 17-19，廿二 12-15 

□ 保羅被按手、得印證         徒十三 1-4 

□ 保羅給提摩太按手          提前一 18-19，四 14-16;提後一 6 

□ 保羅按手醫病            徒廿八 1-10，比較可十六 15-18 

□ 雅各給兩個孫兒按手         創四八 1-22 

□ 摩西給約書亞按手          民廿七 15-23 

 



新生活 200重整生活．融入教會 

 29 

第十三講 敬拜與讚美 
 

舊約和新約聖經所記載的讚美形式，無論在個人或集體的情況下皆適合今天教會使用。 

 

一．新約教會的敬拜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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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二 46-47） 

最初的基督徒都是猶太人, 他們相信耶穌就是先知們所豫言的彌賽亞。他們成為基督徒

後, 事奉上帝的方式大至上與聖殿和猶太會堂所採用的模式無異。讚美神是他們生活的一部

份。從前，他們獻上牛羊為祭給神。現在，耶穌已成全了律法對獻祭贖罪的要求。耶穌是神

的羔羊，被釘在十字架上，成為了最完美的祭物！（來九 26-28）希伯來書指出舊約必然快歸

無有(來八 13)。舊約的獻祭制度已被廢除。然而，聖經中卻找不著一處說舊約的音樂事奉模

式被癈除。甚至, 雅各引述阿摩斯的豫言，宣稱神要回來重建大衛倒塌的帳幕。（徒十五 16-18）

大衛會幕的特點正是它的音樂敬拜。因此，初期教會仍舊採用大衛於舊約時代所設立的音樂

敬拜模式。 

 

二．得贖者的敬拜 

使徒行傳第三章記述了彼得在聖殿門口醫治了一名瘸腿的乞丐。彼得看著他, 對他說: 

「金銀我都沒有, 只把我所有的給你, 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 叫你起來行走。」於是

拉著他的右手, 扶他起來, 他的腳和踝子骨, 立刻健壯了。 就跳起來站著, 又行走。同他們

進了殿, 走著, 跳著, 讚美神。(徒 3:6-8) 

那乞丐的心中一定是被不能言喻的喜樂所充滿, 這是一生中第一次行走呢!他是那樣熱烈地

讚美, 甚至是走著和跳著; 試想又有甚麼能竭止他的讚美呢？照樣，所有真正經歷救恩的人

都會唱出靈魂得贖者之歌。（啟十四 2,3; 十五 2-4）不只在今生，敬拜讚美將是我們在天堂

的永恆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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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聖靈恩膏的敬拜 

１．聖靈賜下新的語言，豐富我們讚美的話。（林前十四 14-15）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都聽見他們用我們

的鄉談, 講說神的大作為。(徒 二 4,11) 

聖靈降在一切聽道的人身上．．．因聽見他們說方言稱讚神為大。(徒十 44-46) 

雖然這兩個聚會性質不同；一個是禱告會，另一個是佈道會。但當聖靈降臨，他們便都

說方言，稱頌神。 

２．聖靈感動我們讚美神。被聖靈充滿的信徒會常常口唱心和的讚美主。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

心和的讚美主。（弗五 18,29） 

３．聖靈在敬拜聚會中運行，恩膏信徒彼此服事。 

弟兄們，這卻怎麼樣呢？你們聚會的時候，各人或有詩歌，或有教訓，或有啟示，或有

方言，或有翻出來的話，凡事都當造就人。（林前十四 26） 

 

複習題： 

１．新約時代的敬拜模式與舊約時代有何異同？ 

２．救贖的經歷如何影響信徒的敬拜？ 

３．聖靈恩膏的敬拜有那些特徵？ 

 

每週閱讀經文： 

 

□ 天父所尋找的敬拜者        約四 21-26 

□ 靈恩敬拜聚會的原則        林前十四 26-32 

□ 詩章、頌詞、靈歌         弗五 19;西三 16;來十三 15 

□ 在患難中讚美           徒十六 11-40 

□ 在喜樂中讚美           徒三 1-10，雅五 13 

□ 被聖靈充滿而讚美         徒二 1-11;十 46 

□ 天堂的讚美            啟四 8-11;五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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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講 基督再來 
 

當眾先知的預言都應驗，教會經歷最後階段的復興，主耶穌基督便會親自降臨，眾目都會看

見祂。那時，祂會在地上建立祂的國度。 

 

新約聖經 7,957 節中, 有 318 次提到主的再來。即平均每 25 節就會提到一次, 有的甚至整章都

在講這件事 (太廿四；可十三；路廿一；林前十五；帖前四,五；帖後一,二；彼後三)。初期教

會的口號是「瑪瑞拿撒」(Maranatha), 即「主必要來」(林前十六 22) 或「主耶穌啊! 我願你

來」(啟廿二 20)。事實上，新舊兩約都預言基督的來臨。舊約的作者專對第一次的來臨有負

擔，而新約的作者則對第二次的來臨有負擔。 

 

一．基督再來的預兆 

  聖經在預言主再來的事上有兩大主流：一是消極的，一是積極的。從創世以來，上帝藉

先知所說的預言都必應驗，然後基督才會降臨。 

主也必差遣所預定給你們的基督（耶穌）降臨。天必留祂，等到萬物復興的時候，就是 神

從創世以來、藉著聖先知的口所說的。（徒三 20,21） 

消極的預兆 積極的預兆 

1.自然災難，饑荒與地震(太廿四 7) 

2.戰爭與政局動盪(太廿四 6，7) 

3.不法的事增多(太廿四 12) 

4.假先知與敵基督的出現(太廿四 5，11，23-26) 

5.聖徒遭到迫害(太廿四 9-10) 

6.教會中發生離道反教之事(帖後二 1-3) 

1.聖靈澆灌凡有血氣的(徒二 17) 

2.福音必傳遍天下(太廿四 14)，教會把末日的

靈魂大收割帶進神的國度裡。 

3.末期的教會將是合一、榮耀和得勝的，滿有

基督長成的身量(約十七，弗五 23-32，徒三

20，21) 

4.以色列復國和歸向基督(太廿四 32;羅十一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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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督再來的情況 

  聖經明確教導，基督再來是無法預期的，就像夜間的賊一般；因此，若有人預言基督某

年某月某日降臨，不要相信。（太廿四 36,44; 徒一 6,7）然而，當基督降臨，每個在世的人都

會知道。以下是關於基督降臨的明確教導： 

1. 祂必親自回來，乃是同一位耶穌。（徒一 11; 帖前四 16） 

2. 祂是公開的回來，眾目都要看見祂。（太廿四 30; 啟一 7; 帖前四 16） 

3. 祂是有大能力、大榮耀、同眾天使駕雲降臨 (太十六 27, 廿五 31; 可十三 26; 帖前四 16) 

4. 祂是為著也是同著眾聖徒降臨, 並且眾聖徒要與祂同在, 直到永遠。(帖前四 15-18; 帖後二

1)已死的聖徒要活過來, 並活到永永遠遠 (林前十五 51-57; 來九 28) 以諾、摩西、以利亞是預

表基督來臨時, 所有復活、被接升天不朽的聖徒。 

5. 祂將要在火焰中降臨, 報應那些不認識神和不聽主耶穌福音的人。(帖後一 7-10, 二 3-12) 

6. 主耶穌要在地上建立祂的國度, 得勝的基督徒會與基督同作王。(啟十一 15, 廿 4-6) 

  基督再來的教義能讓教會得著益處，其一是產生聖潔（彼後三 11; 約壹二 28, 三 2,3），

其二是產生盼望 (帖前四 13; 路廿一 28)。馬丁路得曾說：「我的生活態度，是把基督當作昨

天死了，今天復活，明天再來。」 

複習題： 

１．基督再來之前有那些預兆？ 

２．基督再來的情況是怎樣的？ 

３．基督再來的教導對基督徒的現世生活有何益處？ 

 

每週閱讀經文： 

 

□ 耶穌降臨的預兆           太廿四 1-31 

□ 耶穌降臨的預兆           路廿一 5-36 

□ 主降臨時會把已死的聖徒帶來     帖前四 13-18 

□ 主降臨的日子像賊一樣        帖前五 1-11 

□ 主降臨要施行審判          帖後一 3-12 

□ 主降臨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      帖後二 1-12 

□ 主降臨的應許終必實現        彼後三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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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講 永恆結局 
 

凡信靠主耶穌基督，接受祂作救主的人都可以承受永生的應許。凡拒絕基督，死在罪中的，

祂們的結局就是永遠沉淪。 

 

希伯來書列舉基督道理的開端，最後兩項是「死人復活，以及永遠審判」。（來六 2）耶穌說： 

「行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約五 29）復活與審判是緊密相連的，復活先於審

判，而審判需要復活。啟示錄廿 1-15 先談到復活，然後是白色大寶座的審判。 

 

一．復活的次序 

但各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後，在祂來的時候，是那些屬基督的。

再後，末期到了，那時基督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都毀滅了，就把國交與父 神。

因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敵都放在祂的腳下。儘末了所毀滅的仇敵，就是死。（林前

十五 23-26） 

林前十五 23-26 啟廿 4-15 

初熟的果子是基督。基督復活是聖徒復活得救

的憑據。(林前十五 3-19) 

「我曾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

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啟一 18b) 

基督再來時, 那些屬基督的先復活。號筒末次

吹響的時候，聖徒從死裡復活或身體改變。死

亡在聖徒身上再沒有權勢（林前十五 51-55） 

復活的聖徒與基督同作王, 並承受神的國。(林

前十五 50, 六 3,9-10) 聖徒站在基督臺前受

審。(林後五 10, 林前三 10-15) 

頭一次復活, 其餘的人還沒有復活。頭一次復

活的人有福了, 聖潔了。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

上沒有權柄。他們與基督作王一千年。 

再後，末期到了，基督把國交與父神。 白色大寶座的審判; 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

寶座前受審判。 

儘末了，所毀滅的仇敵就是死。 死亡、陰間、和名字不在生命冊上的人都被扔

在火糊裡。這火糊就是第二次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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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獄與天堂 

  關於全人類的最終命運，聖經絕不含糊。（太廿五 46; 約十 28; 帖後一 8,9）義人將

享有永生，在主面前得福樂；不義的人卻永遠受刑，離開主的面。在永恆裡，義人將居

住在天堂 (林後五 1, 彼前一 4)；不義的人則住在地獄裡 (可九 43,44; 啟廿 14)。 

１ 地獄 

地獄是個真實地方，如同天堂確實存在。地獄原非為人類而造，它是為魔鬼及它的天

使而預備。(太廿五 41) 地獄是一個可怕和滿了折磨的地方。耶穌描述它為黑暗的地

方 , 有不滅的火和不死的蟲。神的旨意乃是「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悔改。」(彼

後三 9b) 只有魔鬼願望人人到地獄去。可是，人在生前若選擇服事撒旦，必將永遠與

撒旦居住在地獄裡。 

２ 天堂 

啟示錄第廿一章指出將有一個新天新地，這新天新地將成為得贖者永恆的居所。新耶

路撒冷城將成為這新天新地的新首都。這是所有得贖者聚集敬拜與服事神的地方。這

城將成為神的帳幕，神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神的子民。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眼

淚、痛苦、哭號、疼痛。這城充滿神的榮耀與同在。城中有生命水的河，河兩岸有生

命樹。神對人原先的旨意和計劃將完全成就。 

 

複習題： 

１．復活與審判有何關係？ 

２．根據林前十五和啟廿，有多少次復活？這些復活有何特點和不同？ 

３．為何慈愛的神要把人送去地獄？ 

 

每週閱讀經文： 

 

□ 基督從死裡復活           林前十五 1-11 

□ 基督復活乃得救的憑據        林前十五 12-19 

□ 復活的次序             林前十五 20-28 

□ 復活的形體             林前十五 35-49 

□ 復活的奧祕             林前十五 50-58 

□ 從一次復活到第二次的死       啟廿 1-15 

□ 新天新地              啟廿一，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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