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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课    教会的成长 

 

    在中欧有一座很大的森林，以春秋两季美丽的景致闻
名。步行在小径上、自行车道和骑马穿过林间，棵棵大树
庄严挺拔、树叶茂密，如同一条编织紧密的蕾丝缎带遮掩
着天空,使阳光几乎无法穿透当中的缝隙。 

    我们不由得对这些高耸入云的树木肃然起敬。可是，
若我们饥饿的时候，它们的美丽是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
的。到那时，我们宁可待在可以满足我们饥饿的果园里。 

    诗篇 1：3 将那些顺服神的人比喻成生长在溪边的树，
按时候结果子。基督在世上设立教会是为了满足需要，不
只是能欣赏外观的辉煌美丽而已，更要像一棵树一样，根
稳固地深入土里，深深地向下伸展直到生命的水源，枝头
开满花朵，结满果子。 

 

在本课中你将学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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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基的巩固 
      给予，让教会有活力 
      枝叶的伸展 
      从开花到结果 

本课将帮助你： 
    重视地方教会里的会友资格 
    了解一个教会如何帮助自己 
    描述基本的教会管理 

根基的巩固 

目标 1. 分辨教会会友资格的责任与要求。 

    提摩太和玛丽从短短的蜜月旅行回来后，参加了教会
会友资格的课程。在第二次上课的时候，玛丽问：“当我
悔改信主以后，难道我还不算是教会里的一员吗？” 

    老师解释说：“当你信主得救后，你便成为基督肢体
里的一员。而你也可以选择成为某一个教会里的一员。要
成为教会里的一员就有一些资格的要求，例如：受浸水礼、
明白教会的基本教义和事工。” 

   “你能解释一下教会会友资格的真正目的吗？” 提摩太
问道。 

    老师继续说道：“是这样的，一个教会的会友要像根
基或地基一样坚定、稳固能够在上头有所建造，因为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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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各样的事工才能在社区中稳定的建立起来。” 

会友构成根基 

    身为基督肢体的你或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还要成为
地方教会里一员。 

    真正的教会  也就是基督的肢体，是由那些在各地因
着祂在十字架上的死而得救赎的人组成的(歌罗西书 1：
20 )。这是“灵命上的有机体”，也就是指无形的教会需要
地上有形的教会配合，好让人们看见并参与建立关系。 

    有形的教会  是由一群人所组成的地方肢体。每个教
会必须承认基督是头，也是肢体里的一部份。每一个肢体
在适当的时机，都应发挥特有的功能。因为教会的管理方
法和过程不同，所以产生许多的教派。尽管教派之间有些
差异，那也只是由于处理上的喜好，或是为了让整个教会
的功能发挥到 好所致。而根据圣经的教导和在教会的推
动下，使教会的会友成为坚固的根基，才是 根本、 重
要的。教会必须是一个自愿性的团体。没有人是被强迫到
教会做礼拜、支持教会或是参与各项活动，教会的会友都
是因为对主的爱所以才甘心乐意地服事主。 

    会友资格的必要条件  我们对于成为一所教会正式
会友的一般性资格有一些建议。每一个会友应该要： 

*通过信靠耶稣基督，清楚救赎的经历(罗马书 10：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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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自己教会的基本教义和规条(约翰福音 14：23；使徒 

 行传 2：42 ) 

*接受浸水礼(马太福音 28：19；使徒行传 2：38 )。 

*要受圣灵的洗或诚心的渴望让圣灵充满(使徒行传 2：4； 

 以弗所书 5：18 )。 

*遵守圣经所教导的道德规范(哥林多前书 6：9-10：18-20；
希伯来书 13：4 )。 

*成为社会上令人尊敬的人，遵守国家的法律并服从在上 

 掌权者。(罗马书 13：1-7；彼得前书 2：13-14 )。 

    会友资格的责任  有人从一个教会转换到另一个教
会时，开始可能无法加入任何契合度很稳固的团体。但一
位忠实的会友仍能促使教会不断的成长。信徒组成的根基
是能够接纳新来的会友，使他们很快的就能参与进来。对
于教会会友的责任，我们建议他们应遵守下列几点： 

    1. 要过着事奉神的生活，并让这世界看见我们良善
的行为(马太福音 5：13-16；彼得前书 2：9，12，15；彼
得后书 1：4-8)。 

    2. 尊敬牧长，并与牧长和其他领袖一起合作(帖撒罗
尼迦前书 5：12-13 )。 

    3. 定期的什一奉献和其它奉献来支持神的工作(哥林



 
111

多前书 9：12-14）。 

    4. 定期的参加教会的敬拜和聚会以及查经班，并且
也参与教会的活动(使徒行传 2：42；希伯来书 10：25 )。 

    5. 在家里订立读经和祷告的时间。家庭灵修会给任
何一个家带来很大的祝福(申命记 11：18-20 )。 

    6. 与未信者分享福音，并向他们见证耶稣在你身上
所成就的事(哥林多后书 5：18-19 )。 

    7. 依靠圣灵的带领，参与教会的事工，给予帮助和
建议。 

    对你而言，加入教会是很重要的事，这样你才能更有
绩效地服事主。你可以帮助当地的教会推展事工，以彰显
身为基督肢体的一员。 

习题： 

1.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每一个人都应该加入教会。 
 b). 教会的会友都应该遵守圣经所教导的道德规范。 
 c). 有信心的会友可以促使教会前进和成长。 

2.如果你加入教会，你觉得有没有需要参与服事？回答并
请写出理由。 

给予，让教会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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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2. 认识支持教会及其事工的重要性 

    教会的各种事工都需要得到支持。有信实的管理、稳
定可靠的奉献才能使教会管理目前的花费并计划将来的
成长。 

    早期的教会，开始的时候很可能也需要帮助，但是在
圣经中没有一处让我们看到他们不断的依赖其它的教会。
反而在马其顿的众多教会中，他们虽然穷困，却乐捐给犹
太贫苦的信徒。请阅读哥林多后书 8：1-4。 

    我们已经学到我们可以用所得的十分之一和其它的
奉献(十分之一以外的奉献)献给主，敬拜我们的主。没有
人会穷到无法给奉献。虽然在有些地区，一个人的实际现
金收入非常少，但他可以采用其它方式来做十分之一的奉
献(利未记 27：30，32 )。 

    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某一个部族，有位妇女以养鸡为
生。她知道应该奉献出十分之一的所得。在每十个鸡蛋中
她会挑出一个来放到旁边，好送给住在木头造教堂中的牧
师和他的家人。 

    有一天，她头顶着装鸡蛋的篮子，从山上小路走向市
场。她喃喃自语地说：“我的篮子里装着又大又漂亮的鸡
蛋，而我得拿五个给教会，多可惜啊！今天我要把蛋通通
卖了，稍后再把十分之一的钱奉献给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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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她自言自语的时候，一不小心却被路上的一根树
枝给绊倒了，她摔了一跤。所有的蛋都破了。 

    这妇人学到了一个功课。她跟其他的信徒分享说：“如
果你的钱是从神的奉献那儿拿回来的，那么你就会是个输
家。这就是我的错误，这不就是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的错误
吗？”(使徒行传 5：1-11) 

    在一个亚洲国家，基督徒被教导要带三样“圣洁物”到
神的殿来：圣经、圣诗和圣米。每一次妇女在家煮饭时，
首先要把第一匙米装在袋子里，主日的时候把它带到教会
去，倒在讲坛内的一个容器里。这就叫做“圣米”，因为它
是献给主，给他的仆人食用的。当一群人都确确实实的这
么做时，这个数量的增加真是令人吃惊。 

    你也可以用时间和才能来献给主，神也决不会做任何
人的债务人。神会丰丰富富的祝福你，而祂的教会也将得
到兴盛。 

 

习题：   

3.一所教会的根基之所以能够变得坚固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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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有访客，他们能对教会的事工做慷慨的奉献。 
 b). 有别的教会作强大的后盾。 
 c). 有信实的会友来支持教会的事工。 

4.信徒能通过教会把它们奉献给神，借此推行神的事工的
是哪三样东西？ 

5.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加入教会，并甘心乐意地来支持与帮助教会。 
 b). 即使贫穷的人亦可以奉献给神。 
 c). 如果我们奉献了金钱，我们就不需要再奉献时间和才 
    能了。 
 d).教会会友资格的首要条件是做一个热情帮助别人的 
   人。 

 

枝叶的伸展 

目标 3. 将教会的组织与圣灵所扮演的角色和定义与有关 
       职务相配合。 

    树枝是从树干上长出来的。这些伸展出来的树枝组成
了树的外型和结构。一个教会就像一棵树一样，需要结构
和力量来推展事工达成目标。结构是指他的组织和管理，
力量则是指圣灵的大能。 

组织提供了管理的方式和教会运作的和谐 



 
115

    在第七课中你已研读了教会里的各种团体。就像树的
枝桠一样，它们团结在一起如同一体。一个适宜的组织不
仅具有稳定性，同时亦帮助每个团体能和谐的工作在一
起。如果教会要自我管理和自我供应的话它便需要一些领
袖。圣经告诉我们早期教会的组织结构。 

    教会有执事   使徒行传 6：1-6 记载着耶路撒冷的教
会挑选七位执事或称助手。这些人必须具有好名声、被圣
灵充满，他们主要是协助使徒们负担教会的一些事务。参
看提摩太前书 3：13。 

    教会里也有长老  保罗和巴拿巴在各教会中选立了
长老，就是能负责教导和负责事工的人(使徒行传 14：23 )。
就像牧羊人看守羊群一样，他们看管会堂，圣灵把它交由
他们看管(使徒行传 20：28；提摩太前书 3：1-7 )。 

    由此我们得知，一所地方教会并非只有一个人来管
理，而是由一组人来领导。任何由几个领导者所组成的小
组，无论如何也只能有一个头。今天，牧师就是教会的头，
他与长老们和执事们一起同工服事，并领导教会。 

圣灵赐予教会力量 

    树的生命力是借着有机液体运输系统的供应取得的。
教会在灵性上的力量是来自于圣灵，祂运行在每个角落和
每位会友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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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的教会是个圣灵充满的教会。使徒行传 4：31-33
告诉我们当信徒们在耶路撒冷聚集祷告“他们就都被圣灵
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而且“使徒大能力见证主耶稣复
活，众人也都蒙大恩。” 

习题： 

6.将右边叙述的题号填写在左边适当的位置之空格内。 
 ___a) 使教会运作系统化         1） 圣灵
 ___b) 给予教会力量             2） 执事
 ___c) 教会里的助手             3） 组织
 ___d) 看管“羊群”             4） 牧师  
 ___e) 领导教会                 5） 长老

 

从开花到结果 

目标 4. 叙述两种能使基督徒结出果子的方法。 

    开花的果树还不值得称赞，它们只是为结果子而做准
备。 

    有一天，耶稣来到一棵无花果树旁。当他发现这树光
有枝叶却无果实，就咒诅它，这树就枯干了(马太福音 21：
18-19 )。这好比一个教会，有好的组织、有有能力的领导
人，却不为主传福音。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
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 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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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教会要使信徒的生命结出果子。在加拉太书 5：
22-23 中列出这些圣灵所结的果子，其中 伟大的是“爱”。
但是单凭我们自己，是无法得到这些果子的，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需要圣灵的原因。 

    第二，神要教会多结果子以赢得灵魂(约翰福音 10：
10；马太福音 28：19-20 )。我们将会在 后一课里读到
更多关于这方面的知识。 

 

    神因着这些目的而建立祂的教会——属于神的、服侍
祂的，就多结果子来荣耀祂(启示录 5：9-13 )。 

习题： 

7.用自己的话写出两种能使基督徒结出果子的方法。  

8.我们结果子 主要的目的是： 
 a). 鼓励教会成员。 
 b). 多注意我们自己。 
 c). 使人对基督教有兴趣。 



 
118

 d). 荣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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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 a)错。教会的会友制度是针对信徒而设定的。  

  b)对。 c)对。 

2. 你自己的答案。参考：身为肢体，我有责任参与及执
行 

 教会的事工活动。 

3. c)  

4. 金钱或其它物质来源时间和才能。 

5. a)对； b)对； c)错； d)错。首要的条件是救恩的经历。
热情帮助别人是其次。 

6.  a3) ； b1) ； c2) ； d5)  ；e4)  

7.你自己的答案。你可以说：多结圣灵的果子和赢得灵魂。 

8.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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