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穌基督的見証人： 
天國福音的承傳 



• 揀選門徒=使徒（太10 :1-4） 

• 門徒訓練--登山寶訓（太5-7） 

• 信心與經歷（約2 :1-12、約壹1:1-2） 

• 差傳任務（太5:5-23、28:18-20） 

• 主應許賜聖靈（太3:11-12、約16:1-11） 

• 建造教會地基（弗2:20、4:11） 

• 在國度的意義（太19:28-30、25:14-30） 

主耶穌的門徒：承先啟後的使者 



• 對門徒的信息 

• 天國子民要彰顯屬天的生命 

• 天國國王宣告敬虔生命的祝福和應許 

• 把福音從猶太民族傳到普世 

• 門徒接舊約先知的捧承擔新約的執事 

• 主耶穌的門訓課程 

登山寶訓的意義： 



•從神生命彰顯生活…論八福 

•彰顯神不變的生命…盬和光 

•勝過文士和法利賽人的敬虔 

•心思聖潔為進路到行為聖潔 

•論施捨、禱告、禁食、世物 

•只願天父知道不求別人知道 

 

主耶穌教導的敬虔操練 



鹽和光來表示敬虔生命不變的特質 

 

你們的光（敬虔生命）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敬虔生活），便
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神就是光）。
5:16 

 

好樹結好果子和憑果子認樹來說明敬虔生命
孕育出敬虔生活 

登山寶訓的重點： 



從主耶穌開始到教會 

• 父神差兒子耶穌到世上來（約6 :37-40） 

• 人子耶穌奉差傳天國的福音（路8：1） 

• 主耶穌差門徒傳天國的福音（太 10:1-20） 

• 耶穌差聖靈來幫教會（約15:26、16:7-14） 

  
 

神國的福音： 藉差傳工作 



主耶穌從死復活後，升天前的遺命，吩咐門徒在地
上繼續承接衪的工，宣講天國福音 

 

馬太福音：教會的大使命 

馬可福音：教會去的使命 

路加福音：教會開的使命 

約翰福音：教會差的使命 

使徒行傳：教會擴展天國的使命 

教會的差傳使命：（四福音的使命觀） 



太 2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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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
世界的末了。 

 

• 使萬民作主門徒 

• 奉父子聖靈的名施洗 

• 教訓他們遵守主道 

• 主應許常同在 
 

馬太福音：教會的大使命 



可 16:15-18 ： 

• 往普天下去、 傳福音給萬民聽 

• 施洗 

• 應許能力 

• 行神蹟 

• 趕鬼 

• 說方言 
 

馬可福音：教會去的使命 



路 24:27 、路 24:44-45  

• 他們的眼睛明亮了 

• 耶穌開他們的心竅、使他們能明白聖經 

• 奉主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 

• 應許賜聖靈 

 

路加福音：教會開的使命 



約 20:21-23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
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
們… 

• 主差遣門徒 

• 他們領受聖靈 

• 授權門徒傳赦罪的福音 

 

約翰福音：教會差的使命 



徒 1:3 他受害之後、用許多的憑據、將自己活
活的顯給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
說神國的事。 

徒 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
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
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 見証復活的基督 

• 傳天國教訓 

• 靠聖靈作工 

• 為末時作準備 

使徒行傳：教會擴展天國的使命 



1. 基督的身體：生命 (羅12：4-5、林前12：12-27

、弗4：4-6，12） 

2. 神建造的房屋、基督為房角石：建造（林前3：
9，16、弗2：20-21） 

3. 基督的新婦（弗5：22-27）基督是新郎：愛（
啟19：7-10） 

4. 神的家（提前3：14-15）基督為首生的長子：
次序（來12：22） 
 

聖經中教會的七個象徵： 



5. 神的軍隊（腓2：25，提後2：3）基督為元帥：
順從（來2：10） 

6. 在基督裏的真葡萄樹：結果子（約15：1-8，賽
5） 

7. 神的羊基督作好牧人：跟隨（約10：1-16，20

：28-31） 

 

聖經中教會的七個象徵： 



耶穌的群體： 
聖靈充滿和作工的教會 



見証復活的耶穌基督是新起點 

所以主耶穌在我們中間始終出入的時候、就是
從約翰施洗起、直到主離開我們被接上升的日
子為止、必須從那常與我們作伴的人中、立一
位與我們同作耶穌復活的見證。徒 1:21-22  

耶穌基督的去與聖靈的來 

我去是與你們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師就不
到你們這裏來．我若去、就差他來。約16:7 

使徒行傳：教會的見証（宣教發展史） 



耶穌從死裏復活的大能（羅1 :1-4、加1 :1、
弗1 :20） 

聖靈在人身上的大能（約3 :3、5、林後
4 :14、西2 :12） 

神要藉重生人（經歷從死裏復活） 來見証這
位活神（ 路15:24 ） 

福音書和使徒行傳著重賜下聖靈（ 路3:16 
、約7:38-39 、 徒2:1-4 ） 
 

聖靈的大能 



聖靈降臨（教會見証的起點） 

• 五旬節聖靈降臨（利23:15、出34:22、申
16:16） 

• 應驗舊約預言（珥2:28、賽8:8） 

• 施洗約翰的見証（約1:33-34、太3:11-12） 

• 應驗耶穌應許（約7:37-39、14:16-17、
16:5-11、徒1:8） 

 

聖靈充滿和作工的教會 



聖靈降臨的特別現象（徒2:1-4） 

•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 

• 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 

• 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 

• 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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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充滿和作工的教會 



聖靈與教會的建造： 

• 聖靈降臨叫神的應許得以成就（結36
：27，加3：14，徒2：16、33） 

• 聖靈降臨產生新的創造（徒2：1-4） 

• 聖靈降臨產生新的教會組合，就是猶
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裏合而為一（弗3
：6，2：16-18）。 

• 聖靈降臨啟創了新約時代，新約超越
前約（羅8：3-4，耶31：31-34）。 



聖靈與教會的建造： 

• 聖靈的洗啟創了彌賽亞時代（路12
：49-50）。 

• 耶穌向門徒吹氣叫他們受聖靈，好像
神在亞當的鼻孔吹氣一樣（創2：7
），使他們成為活的靈（約20：22
，林前15：45）。 

• 聖靈降臨使新約的教會得力為主作見
証（徒1：8）。 



聖靈在聖徒中的角式和功能 

教師 -- 約 14:26  

導師 -- 約 16:13  

榮耀主 -- 約 16:14  

見証人 --約 15:26  

賜能力者 -- 徒 1:8  

審判者 -- 約 16:8  

代求者 -- 羅 8:26  

改變者 -- 羅 8:11  

擔保人 -- 林後 1:21  

賜恩賜者 -- 林前 12:7-11  



屬靈恩賜的分類  

話語職事的恩賜 

 

1宣講福音的恩賜：使徒、
傳福音的 

 

2受感說話的恩賜：先知、
辨別諸靈、說方言、翻
方言 

 

3直接傳達神的話：教師、
牧師、說智慧的話、說
知識的話、勸勉的 

服務職事的恩賜 

 

4異能的恩賜：行神蹟、醫
病、信心 

 

5行政的恩賜：治理、牧養 

 

 

6實務的恩賜：幫助、服事
、分享、關顧、憐憫人
的 



建立基督身體的七個感覺 

1. 對熱的感覺 

2. 觸覺的感覺 

3. 平衡的感覺 

4. 伸展的感覺 

5. 對冷的感覺 

6. 壓力的感覺 

7. 對痛的感覺  

先知的恩賜 

服事的恩賜 

教導的恩賜 

勸化的恩賜 

施捨的恩賜 

治理的恩賜 

憐憫的恩賜  



耶穌的群體受聖靈的過程： 

1. 猶太人歸主（徒2:8-11、41-42） 

2. 撒瑪利亞人歸主（徒8 :4-8、14-17） 

3. 羅馬人歸主（徒10:44-48） 

 

使徒彼得的見証 
 

聖靈充滿和作工的教會 



彼得對主的承認看他的蒙召 
 

• 罪人的承認（路 5:1-11） 

• 信徒的承認（太16:13-20） 

• 門徒的承認（約 6:66-69） 

• 牧人的承認（約 21:15-22） 



• 聖靈的能力和人的改變 

• 門徒的改變：方言恩賜、為主作見証、
口才、勇氣、能力（徒2:5-13） 

• 彼得的見証（徒2:14-36） 

• 重生的改變（徒2:37-40） 

• 初期教會的生活（徒2:41-47） 
 

聖靈充滿的結果：教會開始為主見証 



主耶穌升天前最後的吩咐：說明宣教工作的動力和發展方向 

徒 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
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 

 

聖靈降臨是教會普世福音的起點 

第1至7章： 差傳工作建立耶路撒冷教會 約5年 

第8至9章： 差傳工作建立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
教會 

約15年 

第10至28章： 差傳工作建立外邦及至羅馬教會 約10年 



從使徒行傳看福音怎樣傳到地極 

第1至12章 

耶路撒冷教會：由等侯聖靈至分散到各處 

福音由耶路撒冷傳至撒瑪利亞 

主要是猶太信徒 

主要使徒：彼得 



從使徒行傳看福音怎樣傳到地極 

第13至28章 

安提阿教會：由自由和公開的見証至受監禁 

福音由安提阿傳至地極 

外邦信徒增加 

主要使徒：保羅 



使徒行傳：福音從耶路撒冷傳到羅馬 

1:1 - 6:6 福音在耶路撒冷  6:7 

6:8 - 9:30 福音在撒瑪利亞往南方去  9:31 

9:32 -12:23 福音傳給外邦人（義大利人）
12:24 

12:25 -16:4 安提阿差傳教會、福音在小亞細亞   
16:5 

16:6 -19:19 福音傳往歐洲   19:20 

19:21 - 28:29 不能受捆綁的福音   28:30-31 



天國福音的延續--使徒行傳的結尾： 

28: 30保羅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裏，住了足足兩年
。凡來見他的人，他全都接待，31放膽傳講神國
的道，將主耶穌基督的事教導人，並沒有人禁止
… 

 

你們就是我們的薦信，寫在我們的心裏，被眾人
所知道所念誦的。你們明顯是基督的信，藉著我
們修成的。不是用墨寫的，乃是用永生神的靈寫
的。不是寫在石版上，乃是寫在心版上。 林後
3:2-3 

 

 

ACTS2013JCC 



主應許我們與神合一 

靈同在：就是真理的聖靈…你們卻認識衪，因
衪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裏面。約14:17 
 
子同在：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
裏來。18….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19 
 
父同在：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父裏面，你們
在我裏面、我也在你們裏面。20 



教會的難處 

• 失去火熱 

• 沒有接納 

• 沒有饒恕 

• 沒有忍耐 

• 互相猜疑 

• 互相批評 

• 互相爭競 

• 互相攻擊 

 

 



基督徒八樣偏差 

1. 有信心沒有行為 

2. 有感動沒有行動 

3. 有立志沒有堅持 

4. 有知識沒有智慧 

5. 有工作沒有異象 

6. 有外表沒有內涵 

7. 有闊度沒有深度 

8. 有溫度沒有熱度 



現在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 

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該1:5）  

 

忽略聖經的提醒 

忽略聖靈的提醒 

忽略神僕人的提醒 

基督徒自省生活  



1. 從靈命開始…「叫人活著的乃是靈，肉體
是無益的。」（約6：63） 

 

2. 從靈交開始…靈交是指我們每天都找一段
或多段安靜的時間，與父神交通，向祂傾
心吐意祈禱。 

 

3. 從靈糧開始…「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
靈、就是生命。」（約6：63） 

一切從靈開始 



倚靠和順服聖靈 

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加5:25 

 

1. 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弗4:30） 

 

2. 不要銷滅聖靈的感動（帖前5:19）  

 

3. 當順著聖靈而行（加5:16）  



見証主事奉神的動力 
 

1. 蒙恩罪人的虧欠感（提前1:15-16、羅1:14 ） 

2. 蒙召使徒的使命感（羅1:1，提後1:11） 

3. 作神管家的責任感（提前1:12、林前9:16-17） 

4. 神賞賜忠僕的應許（腓3:13-14） 

5. 基督大愛的激勵（林後5:13-14） 



教會發展和事奉所需的七個角度 

見証心志要有強度 

禾場眼光要有廣度 

認識真理要有深度 

教會服事要有熱度 

與神同行要有高度 

處世生活要有光度 

彼此相愛要有濃度 



十個「靈命體格檢查」的問題  

1. 你是否對罪更厭惡？（約壹1：9） 

2. 你是否更被聖靈管理？（加5：25，羅8：6） 

3. 你是否對神的同在更敏感？（約二2-3） 

4. 你是否更渴慕神？（約一4：19, 詩42:1） 

5. 你是否更樂意接納和饒恕？（羅15：7） 

6. 你是否多想到教會和別人的需要？（加6：2） 

7. 你是否更想與肢體相交？（約壹1：7） 

8. 你是否更享受到主裏的喜樂和平安？（腓4:4） 

9. 你是否更願意表露基督徒的身份和樂意為主作見証？（彼
前3:15） 

10. 你是否更切慕天家和關心永恆的事？（西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