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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1 年 10/30~11/5 
主日早上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2:15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王麗斌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李勇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李景译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一. 11 月 12 日~13 日日特別聚會，將由朱永毅弟兄釋放信息，請

弟兄姊妹全體出席。 

 

 

 

 
 

【家訊信息】教會生活的祕訣 

讀經：林前 1 章 1 節 至 9 節  

神帶領教會交通以弗所書之後，接著交通哥林多前書，因為這兩

卷書有密切關係。兩卷書的作者均是保羅，以弗所書屬保羅後期的

書信，大概成書於主後 62 年，是保羅被軟禁在羅馬失去自由時寫成

的；哥林多前書大概在主後 56 年寫成，是在他可以自由傳揚福音、

建立教會之時。  

雖然兩卷書的背景不同，但它們的重點卻是一樣，都是講論神的

旨意：基督與教會。我們知道以弗所書是專一論及教會的書信，若

要明白神的旨意，並教會在神旨意中的地位，必須查考、進入此

書。但原來哥林多前書也是同樣論及教會，因為其中的鑰詞包括：

教會(22 次)、建造(11 次)、身體(45 次)，此三者同樣是以弗所書的鑰

詞，所以兩卷書的主題是一致的。  

正確的教會觀 

雖然兩卷書都是講論教會，但層次和境界有所不同。以弗所書重

在講教會的原則，揭示教會在神心意裡的屬天性質：基督的豐滿，

神的傑作，是榮耀的、是超越的；哥林多前書重在教會的實行，指

出教會在地上出現的實際情形，其中題到十一個問題，涉及分門結

黨、罪惡、道德、敬拜、真理等方面。聖靈藉著哥林多前書告訴我

們：真正的教會生活，不單有以弗所書理想的一面─這是我們有一

天要達到的榮耀目標，也有哥林多前書現實的一面，就是我們今天

正在面對的實在景況。  

我們讀了以弗所書，再讀哥林多前書，能幫助我們有一個平衡的

教會觀。我們的教會觀，影響我們對教會的看法，也決定我們對教

會的投入和委身，這是交通哥林多前書的原因。若只看見以弗所書

的領域，單單接受教會該是很榮耀高超、完美無瑕的話，就會產生

危機，叫我們傾向理想主義，以為教會沒有消極的問題和難處。事

實上教會也有難處、瑕疵和消極問題，因為教會是由我們這些不完

全的、有瑕疵的、需要經歷變化的人構成。當我們一起過教會生

活，面對的實況就是問題叢生。我們不能期望教會今天已經達到完

全的地步，更不要想望地上會出現完全理想的教會。  

兩方面的認識 

我們要認識教會的榮耀，這是要達到的目標，但不能忽略現今不

足的一面，因為教會還在建造的過程中，難免有瑕疵，這是哥林多

前書要向我們傳達的信息。教會有一天會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可

以獻給基督，今天我們是向著這榮耀的目標進發。既然有這目標，

就不能忽略今天的實況，即我們仍然有許多問題，所以必須理解並

接納教會不理想、有瑕疵的一面。要不然，當我們在教會生活中碰

到難處，就很容易受傷、灰心、退後，甚至想「轉會」。哥林多教

會將地上真實教會的光景代表出來，無論在甚麼地方、甚麼時代，

都有哥林多教會的情況出現，差別只在於不同程度的顯出。  

反之，我們若只有哥林多前書的認識，而沒有被以弗所書的高超

異象來定準，就會傾向現實主義，即覺得教會有問題是正常的，毋

須面對、解決，不用尋求改善、突破、長進，慢慢就會將教會生活

貶低。教會本來要滿足神的心，若我們接受教會有瑕疵是理所當

然、責任不在我，這樣就虧負神的託付。我們交通這兩卷書，目的

是叫我們有正確、平衡的教會觀，使我們能立足於哥林多前書的現

實，同時追求達到以弗所書的理想境界。  

要有神的眼光 

理想和現實的差距往往非常巨大，我們如何能對兩者有持平：一

面認定教會的榮耀，另一面又接受她有瑕疵？答案就在哥林多前書

一章 1-9 節。這段經文指出教會生活的兩個祕訣。  

第一，要有神的眼光看教會。教會有瑕疵、欠缺，人的反應容易

意見紛紜，帶進批評、定罪，正如哥林多教會有分門分黨、罪惡、

亂用自由、放縱，若從人的眼光看，她不可能是教會，簡直是烏合

之眾！對於這樣惡劣的人，保羅如何看他們呢(1-2 節)？首先，保羅

看這班人仍是「教會」，這是毋庸置疑的，並且是「神」的教會，

是屬於神的。保羅完全了解哥林多教會的實況，因為是他所建立

的，他並非視而不見其問題，但仍然稱他們為神的教會，並且已經

成聖，蒙召作聖徒。  

為甚麼保羅這樣看？因為哥林多教會是「在基督耶穌裡」。保羅

是透過基督耶穌來看哥林多教會。基督如何，教會也如何；基督是

聖潔、完美無瑕的，哥林多教會也是如此。正如舊約的以色列人，

經過曠野時常發怨言，一直活在肉體、自我中心裡，甚至拜偶像得

罪神，但神藉巴蘭說出他對以色列民的看法是：「他未見雅各中有

罪孽，也未見以色列中有奸惡… 」(民廿三 21)  

神是透過他的兒子耶穌基督看以色列民，他的兒子如何，他的子

民也如何，在新約時代神也是這樣看教會。雖然教會今天仍有軟

弱、失敗、瑕疵，有許多需要經歷變化的地方，但神看教會是沒有

罪孽和奸惡，因為神是透過基督耶穌來看我們，這就是神的眼光，

也是保羅的眼光。巴望我們都有這樣的眼光看教會裡消極的事情，

如此就不會被絆倒。我們透過耶穌基督看教會，就能愛神所愛的，

因為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在基督耶穌裡成聖的。  

在 4-7 節，保羅不但接納，甚至為哥林多教會感恩，並且是常常從

心裡發出感謝，因為他不是單看見教會的不足之處，反而看見神在

基督耶穌裡向教會所施的恩惠。人都是注意別人身上最大的缺點，

神卻著重找出人裡面最大的優點，就如保羅能夠在人的殘缺中發現

神的恩惠，就是神賜給他們許多恩賜、恩典和知識，因而感恩(5-7

節)，更藉此生出對教會的信心，相信神必堅固哥林多聖徒到底(8-9

節)，正如基督的見證(指福音)在他們心裡堅固一樣(6 節)。自哥林多

人接受福音後，神已起首堅固他們，之後還要繼續堅固，一直堅固

到底。縱然我們容易搖動，但有一位必堅固我們到底的神。我們能

夠跟隨主到路終，是因將信心放在神身上，他必堅固我們，負責保

守我們一直到底，叫我們在主耶穌基督再來時無可責備。  

事實上哥林多教會有許多可責備之處，但保羅看見的不單是現今

教會的情況，乃是如同神的眼光，相信藉著神的堅固，最終哥林多

教會要達到無可責備。保羅將信心放在神身上，所以他非常積極。

同樣，我們無論對自己或教會都應有這樣的看法：是神堅固我們到

底，叫我們在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日子無可責備。故此，不要被現今

的難處和軟弱影響，要謹記有一位神負責堅固我們到底。無論我們

人生有甚麼遭遇、難處、軟弱，相信他是信實的，他既創始，也必 

【禱告事項】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兒童服事禱告。 

◆ 為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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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終。  

進入主的交通 

第二，要活在與主的交通裡(9 節)。我們不單要有神的眼光看教

會，還需要過與主交通的生活。「神是信實的，你們原是被他所

召，好進入他兒子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交通裡。」(9 節另譯)神呼召我

們有其積極目的，就是要與他的兒子耶穌基督交通，與他建立親密

關係，有分於他的豐盛。惟有主觀地連於主、認識主、經歷主，生

根在他裡面，屬靈的生活也是穩固的。  

「主」在這九節聖經裡共出現五次，保羅著意題到耶穌是主，他

是我們唯一的中心，不單是我們的救主，更是我們生命的主宰，我

們要為他而活，注目他，倚靠他，跟隨他。「耶穌基督」在這段經

文裡共出現十次，這是保羅特別強調的。為何哥林多教會產生這樣

多問題？正因為他們偏離這位主耶穌基督，沒有持定他為教會的

主、生命的主，反而偏向人和世界，以致問題叢生。一切問題的根

源都不是外在的，乃是出於與主的關係不正常。  

為此保羅回應哥林多教會的問題時，一直將耶穌基督啟示出來：

他是神的智慧、能力、逾越節的羔羊、靈磐石…竭力將哥林多聖徒

的注意力引到基督身上，要與他發生關係，要持定他，放下自己，

讓他在我們心中作王掌權，帶領我們，這樣所有問題自然迎刃而

解。主才是我們一切問題的答案，我們要歸向他、認定他、連於

他，進入主耶穌基督的交通裡。但願我們與保羅一樣，不知道別

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二 2)。這是我們能跟從主的原

因，過教會生活的祕訣，如此教會才有真實的建造。香港教會家訊 

【上教會的小孩不會變壞嗎？】 
讀經：詩 127:3，弗 6:4。 

子女的教會生活 

作為基督徒父母，都巴不得自己的孩子能夠長大成熟，滿有基督長

成的身量；但是希望歸希望，從希望到實現，中間這段養成的過

程，特別是教會生活，父母千萬不要掉以輕心，唯有父母和教會一

起攜手合作，才能做得好，給子女的一生打下堅實的基礎！若是認

為可以放手把孩子交給教會，結果很可能會出乎你的預料。 

早在孩子還小時，我就參與教會兒童主日學服事的行列，其中最大

的感觸就是，身為父母，自己對信仰都還摸不清頭腦，個性不夠成

熟，也不懂得如何教養兒女，就得身教加言教地教導孩子，必須常

常在錯誤中學習，也在錯誤中修正。當然，不可諱言地，孩子也在

我們諸多的錯誤中，有許多的延誤。 

老大小時我們去的教會是一個頗有規模的兒童主日學。兒子就是在

這樣的環境下長大，信仰成長過程順利，每天自己會使用 Keys for 

Kids 靈修教材固定靈修，我們一直沒有為他靈命成長擔過心，總以

為孩子就會這樣「幸福美滿」地長大！這是我們所犯的第一個錯

誤，因為我們以為只要父母親在家裡有屬靈的教導，孩子又固定去

教會聚會，就應該沒有問題了。 

老二在三年級時我們搬離原來的教會，來到一個兒童主日學規模較

小的教會，學生少，師資也少，孩子很不習慣。待女兒四年級時，

我決定自己來帶領她們這一班。一帶就是兩年，雖說非常辛苦，但

是事後卻看到當初流淚、流汗所結的果子。 

實踐重於知識 

為了不再重蹈兒子的覆輒，我在教導女兒兒童主日學這班時，就配

合成人主日講台的內容，將聖經教導和生活連結在一起，每星期只

講一件可以實踐的真理，先和孩子們討論真理的內容和其意義，再

討論如何在家、在學校實踐的一些可行性，及可行的方法。 

再請小朋友談談上星期，對所教導的真理在實踐上，有什麼困難， 

或是有什麼值得感恩的事情。最後以禱告結束短短的主日學課程。

除了關切孩子在真理實踐方面的結果，也不時地和家長取得連繫，

不但關懷到孩子本身，也關懷到孩子的家庭，了解孩子在他/她的

家裡、學校，對於聖經真理實踐的情形。抽象的聖經知識對年幼子

女而言影響有限，教導生活上實踐的步驟與肯定才能產生長遠的生

命造就。 

女兒這班主日學的學生，大約有七、八位孩子，經過兩年沒有間斷

的教導、關懷，與家長們合作，為他們屬靈的生命，打下一個小小

的基礎，一直到現在，這群孩子馬上要上大學了，他們中間沒有失

落一個人。反觀兒子當初兒童主日學的同學當中，進入大學之後，

幾乎可以說是全軍覆沒。 

他山之石的提醒 

回頭再看，子女二人靈命成長的差別，主要的關鍵是： 

一‧家與教會之間是否有經常有良好溝通 

家是教會的縮影，教會是家的擴大。聖經真理不論是學習還是實

踐，都不能脫離家和教會。若是教會能鼓勵家長優先發展孩子的屬

靈生命，也在聖經真理上積極裝備孩子的話，他就不會在進入大學

時放棄信仰而流失了。 

作父母的特別要對子女的領袖及輔導(年輕領袖，高中或大學生)要有

一定的認識，他們的言行在孩子成長中有極大的影響(或是破壞)，如

果感覺不妥，就要向牧師或負責同工反映。不要假設出自所謂「屬

靈前輩」家庭的子女就一定可以做領袖，結果反被有不良習慣的孩

子帶壞了，我們深受其害，追悔莫及。 

二‧孩子在教會中有沒有歸屬感、參與感 

兒子和女兒兩人極端的兩個教會經驗，讓我體會到，不論是教會還

是家長，都該努力創造一個屬於孩子，也讓孩子屬於的團契或小

組。在較小的教會中，父母初期的參予要更多，與孩子朋友父母的

聯繫也要更加強，互相守望。 

幫助他們能在那個屬於他們自己的小團體中，彼此扶持、鼓勵、代

禱、守望、服事，也彼此安慰、建立，難怪保羅教導提摩太說要同

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信德、仁愛、和平（提後 2:22b）。 

一定要把握住孩子初中、高中的這段時間，因為這段時間正值青少

年尋求自我價值、自我肯定，建立自我形象的階段，若是能在教會

和父母都認同和肯定的小團體裡，彼此有良好、健康、平衡的互

動，既可在屬靈生命上有所成長，也能訓練孩子社交和團隊合作的

技能和委身。 

也要小心切忌矯枉過正，讓尚未裝備好的孩子，貿然單獨投入，或

是承擔「過多過重的服事」，造成屬靈生命的「揠苗助長」。 

三‧父母是否有教養兒女知識和技巧的裝備 

對教養兒女無知，幾乎可以肯定子女成長的路一定是坎坷不平。一

方面身為父母必須要常常學習如何培育身心靈都健壯的子女；另一

方面，教會也必須負起教導父母「如何成為一個合神心意的好父

母」的責任。 

雖說不論在屬靈真理方面，或是屬世知識方面，教導兒女，父母要

負絕大部分的責任，但是教會絕對不能忽略責任，擔負起教導的擔

子。不但教導孩童，更要教導家長，讓家長以聖經真理為基礎，日

常生活為見證，身教加上言教，信仰落實生活，生活見證信仰，造

就出言行一致，一生走在神正道中的兒女。 

從小認識主，委身於主的孩子，一生都會深蒙神的祝福，因為這是

神的應許；失落的孩子要再尋回，得花下好幾倍的工夫、時間、和

眼淚。教會由家庭組成，沒有健康的家庭，就不可能有健康的教

會。深勸家長和教會領袖們，早早攜手合作，將孩子建造成一個合

神心意，蒙神使用的器皿。作者: 劉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