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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各地
教会的
困境

1. 两年多来的新冠疫情

2. 长久停止的实体聚会

3. 弟兄姊妹的联系变少

4. 彼此相爱的关系疏离

5. 传福音布道事工停滞

6. 教会内、外的问题



我们遭遇的困难

•弟兄姊妹的疏离感

•关怀牧养不足

•信心软弱

•收入减少、生活困顿

•弟兄姊妹的流失



我们是否被这波风暴所冲击

我们是否也失望、软弱或跌倒了



有人問：
神为何掩面
不顧我們了？ •神为何放任瘟疫的肆虐？

•神为何不听我们的祷告？

•近5亿人染疫

•超过600万人死亡





大自然的

反噬

神的管教

耶 1:10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
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
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
栽植。

诗 51:17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
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太 3:8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
悔改的心相称。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18957&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14709&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3201&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个人要重新站立起来
•我们不能一直躲在屋里

•我们不能永远担心害怕

•我们不能离群索居

•我们不能只面对手机、电脑和电视屏幕

•我们要重新振作起来，回到社会，回到教会

•行敬畏神的道路

•做好防护走出去



教會也要

恢復與更新



教会是什么？

教会是神儿女的聚集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
并且各自作肢体。
(哥林多前书12:27)

教堂



神喜悦的教会是如何？

1.敬拜神的殿

2.教会是神的家

3.追求真理的处所

4.教会是侍奉神的殿

5.教会是宣扬福音的基地



1.敬拜神的殿
启 19:1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
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
荣耀、权能都属乎我们的神！

1. 敬拜神的殿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31021&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教会敬拜是
天国敬拜的缩影

7:9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
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
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
7:10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与坐

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与羔羊！」
7:11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

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
地，敬拜神，
7:12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

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与我
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启示录》



在基督里合一
无比的荣耀



教会的奥秘
• 以弗所书
1:22上帝又使宇宙万物屈服

在基督脚下，以他为教会的
元首，统御一切。
1:23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

充满宇宙万物的那位基督所
充满的。

• 哥林多前书
12:27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

而每一个人都是肢体。
《现代中文译本2019》



个人的敬拜
不能取代
团体合一的敬拜



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

•务要谨守，警醒。因

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遍

地游行，寻找可吞吃

的人。

《彼得前书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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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10:25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
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教会是庇护所

•教会是主设立的羊圈

•弟兄姊妹彼此相助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30159&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不可停止聚会

•主日聚会
- 激励人心的崇拜与信息

•小组聚会
- 充满爱的彼此连结



不可停止聚会

•主日聚会
- 激励人心的崇拜与信息

•小组聚会
- 充满爱的彼此连结

珍惜与感恩



2.教会是神的家

•倘若我耽延日久，你

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

中当怎样行。这家就

是永生神的教会，真

理的柱石和根基

《提摩太前书 3:15》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9747&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进到属神的大家庭

•教会是享受彼此相爱
的群体

•与爱主的弟兄姊妹彼
此连结

•欢喜快乐的氛围

•困难时得安慰与帮助
的所在

教会是满了神爱的家



彼此相爱
是主的命令

•约 15:12你们要彼此相爱，像
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来 10:24又要彼此相顾，激发
爱心，勉励行善。

•约 13:35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
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
门徒了。

•教会是一个相互关爱、不求己利、
甘心付出的群体。

•爱的群体就能吸引万人归向神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6712&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30158&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6666&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教会如果
………

有纷争

有敌意

不愉快

被藐视

没有温暖



一切苦毒、恼恨、忿怒、
嚷闹、毁谤，并一切的
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
除掉。

《以弗所书4:31》

不要叫神的
圣灵担忧



所以我们
要………

•包容人的不完全

•学习饶恕：
-人都会说错话、做错事
-只要知错改过，就要学会
饶恕

•去除一切的纷争、扰乱、
争竞，一切神所不喜悦的
事物



神所期盼的教会是如何？

•存心谦卑，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当以
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学会付出

•施比受更为有福

•勇于承担服事



3.教会是
追求真理
的处所

•犹1:20亲爱的弟兄啊，你们

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不是追求知识的满足，自我感
觉良好的成就感

•追求真理就是要了解神的旨意

•雅1:22只是你们要行道，不

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30694&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30289&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4.教会是侍奉神的殿

•信徒皆祭司（人人服事）

•服事是最好的成长操练

•服事不是牺牲，是尊荣、是蒙福的机会。

•当我们愿意作工，关怀、帮助他人时，就长
大成熟了。

•新朋友三个月后就要晋升为主人了。



大家庭是需要众人一起扛起来的

•儿童主日学：老师、助教、接待（映芳师母）

•青少年团契：辅导、陪伴（Skai）

•总务：主日聚会前教堂周围树叶的打扫（Gorden）

•影音同工：音控、投影片、YouTube直播（Jes）

•敬拜团：乐团同工、伴唱（Lily Liu）

•关怀：新朋友接待、探访、代祷（田雪）



5. 教会是宣扬福音的基地

•“传福音”不是教会最重要
的目的。

•“传福音”是教会存在唯一
的目的。

•其他所有的事工和属灵的活
动，敬拜、真理、团契、服
事…都是为福音布道作预备。

•教会若不传福音，就不是真
教会。

《刘牧师跑壘課程教会论》



教会不是修道院、神學院、俱乐部，
而是传福音的基地

•教会必须以传福音为导向

•使人人传福音

•随时、随处传福音

•使慕道朋友有机会听闻福
音、得着福音

•教会是要建置在一个传福
音的平台上。–幸福小組



真理装备的目的是什麼？

•真理装备的目的是为了传福音

•提后 4:2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

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

警戒人，劝勉人。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9873&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初代教会的见证
•《使徒行传》
2:41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

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
2:46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

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2:47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12:24 神的道日见兴旺，越发广传。
16:5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
19:20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
•腓1:5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9367&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福音

•林前 9:23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

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教会定期举办幸福小组就是要激动我们传福音
的行动。

•耶穌基督降世，就是要將救贖的福音帶給我們。

•人生旅程的真正价值就是得着福音、得着永恒
灵魂的生命。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8564&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结论

•恢复起初爱主的心
•起来！回到教会中！
•再次委身于神！委身于教会！
•生命被主掌权与更新，活出美好的见证！
•生活中成为福音的天使，使我们的人生成就
最美的价值。
•约一 2:17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惟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30568&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