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立基督的身體

第一課：認識「建立基督的身體」的呼召



建立基督的身體



「建立基督的身體」的呼召

● 對象: 基督徒

● 目標: 使世人變得像基督 (包括自己)
● 環境: 彼此相愛

● 工具: 神的道，屬靈的恩賜

● 角色：配合神的靈





Ingredients for Spiritual Maturity: 3G’s

God’s Spirit

God’s Word

God’s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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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焦點的教會

● 教導 (Educational Church)
● 吸引 (Attractional Church)
● 「有機」關係 (Organic Church)
● 進入人羣 (Missional Church)

Ref: Discipleshift, Putman, Harrington and Colema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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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身體」的教導

「基督的身體」是一個貫穿新約聖經的概念。在以下的經節中，我們能

找到很豐富，有關「基督的身體」的教導：

● 羅馬書 12
● 哥林多前書 12
● 以弗所書 1-4
● 歌羅西書 1-3



什麼是基督的身體？

基督的身體便是 -- 教會 (普世信徒的群體)

弗1:23:  神使萬有服在他的腳下，又使他為了教會作萬有之首； 教會是他的

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the fullness of him who fills all things)。

林前12:12-13:  就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身體的肢體雖多，仍是一

個身體；基督也是這樣。 我們無論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

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並且共享這位聖靈。



Q: 信徒可以接受救恩但不成為基督的身體的一員嗎?

A: 得救和成為基督身體中的一員，兩者是不可分割的:

西3:15: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裏作主 (let the peace of Christ rule in 
your hearts)；你們也為此蒙召，歸為一體 ，

林前12:13:  我們無論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

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並且共享這位聖靈。







屬靈世界的現實

物質世界的現實

了解屬靈現實的影響：

● 先後次序
● 憂慮
● 時間分配
● 人際關係

我們成為「基督的身體」
這個屬靈現實，如何影響
我們面對教會內，人與人
之間的磨擦?



屬靈世界的現實與今生的目標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

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以弗所書 2:10



思想經文

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

太4:19



有什麼因數導致初信者未能建立恆常的團契生活？



Q: 肢體應發揮什麼功用?

A: 信徒是在基督的身體中互相聯絡作肢體的 (羅12:4-5)。肢體與

肢體之間的責任，是彼此建立成為成熟的基督徒。

弗4:11-13: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者和教師， 為要裝備聖徒

，做事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體，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信仰上同歸於一，認識　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

達到基督完全長成的身量。 

建立基督的身體，與大使命接軌



建立基督的身體 -- 大使命

乎召

差遣

實踐

太4:19: 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 

太28: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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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導他們遵守。

西1:28: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使各人

在基督裏成熟地獻上。



Q: 如何才算作稱職的肢體？

A: 傳遞真理與愛

這樣，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邪

說之風搖動，飄來飄去。 我們反而要用愛心說誠實話，各方面向着

基督長進，連於元首基督，靠着他全身都連接得緊湊，百節各按各

職，照着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使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

己。

弗 4:14-16  



你會如何形容團契小組與社交小組 (social clubs) 
的分別?



作稱職的肢體

聖靈將不同的恩賜分給眾肢體的目的，是叫我們運用於建立門徒成長。

所以運用這些「功能上」的恩賜 (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者...) 在
教會忠心事奉，是理所當然的。

但單是這樣作，還算不上是一個稱職的肢體。保羅說我們要追求比這些

「功能上」的恩賜更大的恩賜。



作稱職的肢體

更大的恩賜

林前13:1-4: 

你們要追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我若能說人間的方言，甚至天使的語言，卻沒有愛，我就成為鳴的鑼、響的鈸

一般。 

我若有先知講道的能力，也明白各樣的奧祕，各樣的知識，而且有齊備的信心

，使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了甚麼。 

我若將所有的財產救濟窮人，又犧牲自己的身體讓人誇讚。卻沒有愛，仍然對

我無益。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愛

真理



作稱職的肢體

傳遞真理需要注意的：

● 把握切合時宜的機會，即使帶來不便。

● 配合神的工作，觀察誰是那些「有回應」的人，加以栽培。

● 隨時作好準備 (elevator pitch) 。



作稱職的肢體

約 13:34-35    

(背景: 主耶穌為門徒洗腳之後)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

樣彼此相愛。 你們若彼此相愛，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本課要點

● 基督的身體只有一個: 普世教會。

● 重生得救和成為基督身體中的一員，兩者是不可分割的屬靈現實。

● 肢體的功用不同，但目標一致：建立門徒。

● 建立門徒正是大使命的實踐。

● 建立門徒必需:
○ 有愛的環境 (God’s people)
○ 適切地傳送真理 (God’s word)
○ 配合神的工作 (God’s Spirit)

● 恩賜各有不同，但不可少的是愛和真理。



行動

裝備: 預備隨時分享真理

連結: 與同一心志的人一起

愛人: 刻意把握施予或接受愛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