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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12月21日 安息日下午

教會組織和團結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以弗所書 5：23－27；馬太福音 20：25－28；提多書 1：9；馬太福音 16：
19；加拉太書 6：1－2；馬太福音 28：18－20。
存心節

「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誰願
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馬太福音20：26－27）

作為復臨信徒，我們和其他新教教徒一樣，相信唯有藉著信賴耶穌基督
為人類所成就的事，才能獲得拯救。我們不需要通過教會或教階制度來
獲得基督為我們所預備的好處。我們從基督裡所得的，是直接從那為我
們犧牲在十架上，並在天上聖所中作我們中保的大祭司手中得來的。

教會是上帝創立的，但祂的目的並不是要將教會作為得救的手段，而是
幫助我們將救恩彰顯在世人面前。教會是耶穌所創立的組織，為要將福
音傳遍天下。組織的重要性在於它能鞏固並實現教會的使命。若沒有教
會組織，耶穌救恩的信息就無法有效地傳遞給他人。教會領袖也很重
要，因為他們能夠促進會眾的團結，並將耶穌的榜樣顯在眾人面前。
本週我們將學習為何教會組織對於實現大使命至關重要，以及它如何促
進教會的團結。
■研究本週學課，為12月23日安息日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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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為教會之首】

正如我們在前面課程中所學，新約
《聖經》將教會比作身體。教會是
基督的身體。這比喻既講到與教會
相關的內容，也談到了基督和祂子
民之間的關係。教會作為基督的身
體，全然依賴基督而存在。基督是
教會之首（歌羅西書 1：18；以弗
所書 1：22），也是教會生命之源
頭。沒有祂，教會便不復存在。
教會的身分也是基督賦予的，因為
祂是教會信仰及教導的源頭、根基
和創造者。雖然，教會還包括其他
層面，但其身分是至關重要的。正
是《聖經》中所啟示的基督和祂的
話語決定了教會的本質。因此教會
的身分及存在的意義都是從基督那
裡得來的。

閱讀以弗所書 5：23－27，保羅用基
督與教會之間的關係來說明夫妻之間
本應存在的關係。那麼在基督與教會
的關係中，最關鍵的是什麼？

我們銘記我們終極的忠誠應當屬於
誰，無疑就是主自己，沒有別人。
教會需要組織起來，但這一組織必
須一貫服從我們教會的真正領袖，
順服在耶穌基督的權柄之下。

「教會以基督為建造的根基，就當
以祂為教會的元首順從祂。教會不
可依賴於人或受人的控制。許多人
認為自己在教會裡既擔任要職，就
有權發號施令，告訴別人應當信什
麼，做什麼。這種自取的權柄，上
帝不認可。救主說：『你們都是弟
兄。』人人都是撒但誘惑的對象，
而且都容易犯錯。我們不能靠能力
有限的人來帶路。信心的磐石，乃
是活在教會中的基督。最軟弱的人
可以依靠祂，而凡自以為是最強壯
的人，若不以基督為他們的力量，
就必顯明是最軟弱的。」 ― 懷
愛倫，《歷代願望》，原文第414
頁。
我們如何才能學會依靠基督，而不是
按著一貫的方式去依靠任何「能力有
限的人」？

談到順從，雖然我們可能會因為幾
個世紀以來領袖們對這一概念的濫
用而稍顯猶豫，但教會仍然服從首
領基督，伏在祂的權威之下。我們
承認基督為教會之首，這能幫助

星期一

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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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人式領導】

當耶穌和門徒們在地上服事時，也
許是因為門徒似乎對權力表現得十
分羡慕，耶穌曾數次表達祂的不
滿。門徒們看起來渴望在耶穌的國
中成為呼風喚雨的領袖（馬可福音
9：33－34；路加福音9：46）。即
便是在他們一起用最後晚餐的時
候，那種大權在握、至高無上的幻
想仍然充斥在他們中間（路加福音
22：24）。
耶穌曾在某場合中清楚表明，作為祂
子民的屬靈領袖應當是什麼樣子。我
們從馬太福音20：25－28耶穌的勸勉
中可以學到哪些領袖原則？我們如何
在自己的生活中，特別是在我們的教
會中，將這一原則表現出來？

「在此章節中，耶穌簡明扼要地向
我們展示了兩種權柄的模式。第一
種是羅馬式的權柄。在這種模式
中，精英階層高於其他任何階層。
他們有權作出決定，而低階的人必
須服從。但耶穌說：『你們中間，
不可這樣。』，這明確地表示祂不
接受這種權柄模式。接著，祂向門
徒們展示出一種令人驚歎的新權柄
模式，與他們所熟知的等級制度截
然不同，是對後者的全盤否定。」
──達瑞斯．詹科維克茲（Darius
Jankiewicz），《復臨信徒評

閱》，〈像耶穌一樣服事：上帝教
會中的權柄〉，2014年3月13日，原
文第18頁。

耶穌在這個故事中所提出的權柄
概念是基於兩個關鍵字：僕人
（原文diakonos）和奴隸（原文
doulos）。在某些英文譯本中，常
會將第一個詞譯為「執事」，而
將第二個詞譯為「僕人」或「奴
僕」。這兩種譯法無疑大大削減了
耶穌原話的力量。雖然耶穌無意將
一切權力結構廢除，但祂所要強調
的是，要成為教會的領袖，就必須
先成為上帝子民的僕人和奴隸。他
們的職位並不是要操權管束人或主
宰人，或是為建立自己的名譽和聲
望。「基督要在完全不同的原則上
建立祂的國。祂呼召人，不是要向
別人作威作福，而是要服事人。強
壯的要體諒軟弱的。有勢力、地
位、才幹和學問的人，有更大的
責任為同胞服務。」―懷愛倫，
《歷代願望》，原文第550頁。
閱讀約翰福音 13：1－20。耶穌為祂
的門徒所樹立的領袖榜樣是怎樣的？
在這一段中，耶穌還給予我們什麼教
訓？無論是在教會裡，還是教會以
外，我們在待人接物上如何體現這一
段經文所教導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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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教會的團結】

閱讀提摩太後書 2：15和提多書 1：
9。根據保羅給提摩太和提多的建
議，作為一名忠心的教會領袖和長
老，最重要的職責是什麼？

請注意，保羅是多麼強調要保持純
正的道理和教訓啊！這對於團結來
說至關重要，特別是因為人們傾向
於認為與其他任何事物相比，教義
才是教會統一的根本。再者，作為
來自不同階層、文化和背景的復臨
信徒，我們之所以在基督裡合一是
基於我們對上帝所賜真理的理解。
如果我們對這些教導感到困惑，那
麼只會帶來混亂與分裂，特別是在
這末世的日子裡。

「我在上帝面前，並在將來審判活
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憑著祂的
顯現和祂的國度囑咐你：務要傳
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
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
備人、警戒人、勸勉人。因為時候
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
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欲，增添好
些師傅，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
荒渺的言語。」（提摩太後書4：
1－4）

在這份囑咐中，保羅將他的啟示放
在了耶穌復臨和審判大日之上。使
徒運用上帝賜給他的所有權柄（參
見提摩太前書1：1）向提摩太提出
這一重要的勸勉。在末後的日子
裡，面對著錯誤教導的興起和不道
德行為的氾濫，提摩太仍要宣講上
帝真確的話語。這是他蒙召所要從
事的工作。

提摩太還要責備人、警戒人、勸勉
人，這是他教導工作的一部分。這
不禁使我們想起《聖經》給人的指
導 （提摩太後書3：16）。顯然，
提摩太的工作就是服從、教導並運
用他在《聖經》中所發現的真理，
並要有恆久的忍耐與耐心。冷酷且
嚴厲的責備無法使罪人轉向基督。
藉著順從保羅所教導的，遵循聖靈
的引導，且懷有僕人式領袖的謙卑
態度，提摩太必將成為教會中一股
強而有力的合一力量。
我們用什麼確實可行的方式來幫助領
袖們在教會中保持團結合一？我們如
何確保自己即便在有爭議的狀況下，
仍然能夠為團結合一做出努力，而非
製造不和？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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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紀律】

紀律是教會組織的主要問題之一。
紀律對於維護教會團結的作用有時
談起來較為敏感，很容易產生誤
解。但從《聖經》的角度看，教會
紀律以兩方面為中心：保持教義的
純正，以及保持教會生活和實踐的
純正。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背道及虛假
教導的影響下，新約《聖經》在保
持《聖經》教導的純正性上發揮了
極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末時。同
樣，藉著抵禦敗壞、狡詐和墮落的
行為，《聖經》也使基督教團體贏
得人的尊重。正因為此，《聖經》
被譽為「於教訓、督責、使人歸
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提
摩太後書 3：16）。
閱讀馬太福音16：19 和 18：15－
20。耶穌向教會傳達什麼有關紀律和
勸誡犯錯之人的原則？

在我們的屬靈生活和道德生活中，
彼此之間應當守紀律、擔責任，這
一概念是有《聖經》為依據的。事
實上，聖潔應當是教會的顯著標誌
之一，說明我們與這個世界有別。
教會需要在許多艱難的情況下挺身

而出，堅決抵制不道德的行為，這
樣的例子在《聖經》中俯拾皆是。
在教會中，道德標準必須堅定持
守。
下列經文提出了哪些原則，是我們在
解決教會難題時應當遵循的？馬太福
音 7：1－5；加拉太書 6：1－2。

《聖經》中有關教會需要紀律的教
導，我們不可加以否認。若沒有紀
律，我們就無法忠於上帝的道。但
同時我們要注意這許多勸誡中所包
含的救贖的意味。要盡可能地使
紀律也具有挽回的意義。我們要謹
記，我們都是需要恩典的罪人。因
此，當我們施行管教時，必須要有
謙卑的態度，要敏銳地意識到我們
自己也有錯處。
當我們與犯錯的人交通時，如何才能
以救贖挽回的態度，而不是懲罰的態
度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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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命組織起來】

正如我們在本季學課中所看到的
（再三強調），我們已經組織起來
成為一個教會，因所肩負的傳揚福
音的使命而團結一致。教會不僅僅
是一個社交俱樂部，讓志同道合的
人聚在一起，使彼此的信仰得以堅
定（雖然這也很重要）。我們被聚
在一處，是為了要向這個世界分享
我們自己所珍愛的真理。
在馬太福音 28：18－20中，耶穌就
門徒在世上的使命給出最後的指示。
選出耶穌命令中的關鍵字，這些詞對
今天的教會來說有何意義？

耶穌向門徒發出的偉大使命包括四
個動詞：「去」、「作門徒」、
「施洗」和「教訓」。根據希臘文
的語法規則，這節經文中的主要動
詞是作門徒，其他三個動詞則表示
如何做到這一點。當信徒們到萬民
中去傳揚福音，給他們施洗，並將
耶穌所吩咐的教導他們的時候，就
是使人來作上帝的門徒了。
當教會積極回應這一使命時，上帝
的國便得以擴張，越來越多的人會
加入接受耶穌為救主的行列。他們
接受洗禮，並遵從耶穌的教導，這

樣的順從使得一個普世的大家庭得
以創立。當新的門徒帶領更多的人
前來就主時，他們自己也便得了耶
穌日日與之同在的憑據。耶穌的臨
格就是上帝同在的應許。馬太福音
便以宣告耶穌的降生就是「上帝與
我們同在」（馬太福音1：23）作
為開頭，以耶穌常與我們同在，直
到祂第二次降臨的應許作為結束。
「基督並未告訴門徒，說他們的工
作乃是輕省的……祂向他們保證要
與他們同在；只要他們憑著信心出
發，就必在全能者的蔭庇之下前
進。祂吩咐他們要剛強壯膽；因為
那較比眾天使更有大能的一位──
就是天軍的統帥，也必在他們的行
列中。祂已為他們任務的進行作了
充分的準備，並為其成功自行負
責。只要他們聽從祂的話，與祂
聯合工作，就絕不致失敗。」―
懷愛倫，《使徒行述》，原文第29
頁。
仔細思考這一應許的含義，耶穌要常
與我們同在，直到祂第二次降臨。當
我們在盡力完成耶穌所託付的使命
時，這一應許將給我們帶來什麼實質
的影響？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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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資料

懷愛倫，《給傳道人的證言》〈個
人的責任和基督徒的團結〉，原文
第485－505頁；《傳道良助》〈教
會的紀律〉，原文第498－503 頁；
閱讀《懷愛倫百科全書》中〈教
會〉一文，原文第 707－710頁，以
及〈教會組織〉，原文第712－714
頁。
「良好的領導原則適用於包括教會
在內的所有社會形態。不過教會中
的領袖必定不僅僅是領袖。他還必
須是僕人。作領袖和作僕人之間明
顯是有矛盾的。一個人怎麼能在領
導的同時又服務呢？難道領袖不是
居於備受尊榮的高位嗎？他不是發
號施令並期望他人來遵從他嗎？那
麼他如何又能去作僕人，接受命令
並忠心履行呢？」

「想要解決這一悖論，我們必須看
看耶穌的榜樣。祂最能體現出服務
型的領導原則。祂的一生就是為他
人服務的一生。與此同時，祂也是
這個世界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偉大領袖。」― G．亞瑟．基奧
（G. Arthur Keough），《我們今
日的教會：現狀與未來》（華盛頓
特區，納什維爾：評閱宣報，1980
年），原文第1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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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問題

1對 僕 人 式 領 袖 作 更 進 一 步 的 思
考。我們能否在世俗中找到這樣的範
例？
2 再讀馬太福音 20：25－28。從中
我們可以明白，在上帝眼中，怎樣做
才算是「為大」，同樣的問題，在世
俗人的心裡又是如何理解的呢？
3 倘若教會領袖的責任就是維護團
結，那麼當領袖沒能做到的時候，當
他們的軟弱使他們無法成為完美的榜
樣時，我們應當如何去做？
4當我們執行教會紀律的時候，也當
以恩賜、仁愛的精神對待犯錯的人，
這一點為何如此重要？在實施管教的
過程中，為何要將馬太福音7：12的
教訓牢牢記在心上？

總結
穩固的教會組織對於教會的使命以及
信徒的團結來說至關重要。基督是教
會之首，教會的領袖們應當效法耶穌
的榜樣來領導上帝的子民。藉著忠實
地教導上帝的聖言，並在生活中忠心
地實行，我們就能在基督裡團結為一
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