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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序言、课程介绍

一、课程的目标
帮助信徒了解何谓教会增长和如何能使教会增长。

二、教会的定义
1. 一群人―“教会”是指属神的百姓（申 4：

10）。

2. 蒙召出来的一群人（弗 3：21，4：1）―“蒙召”

有被神呼召出来、分别为圣，以及作神子民的意

思（彼前 2：9–10）。

3. 基督的身体（林前 12：27）。

4. 小结―“教会”是指因信耶稣而被神呼召出来的

一群人，与耶稣的生命结连的一个群体，在地上

是为了见证和荣耀神。

三、教会的两个层面与范围
1. 世界性―全世界所有的信徒都是“教会”（弗1：

22–23）。

2. 地方性―为了方便信徒在一起敬拜神，神也设立

了地方性的教会，例：以弗所教会。

四、增长的观念
1. 教会增长不是加增，而是倍增。倍增是神创造生

命和赋予生命繁殖的原则。创 1：28 的“生养众

多”可翻译为“倍增”。

2. 神给予人类，甚至是动、植物有倍增的生殖能力。

因为人类的繁殖是倍增的，所以教会也要以倍增

的方法传福音。

五、教会增长的观念
A. 教会增长观念的来源A. 教会增长观念的来源

从教会增长之父马盖文（Donald McGavran, 1897-

1990）而来，他曾在印度宣教 30 多年。1961 年，

在美国俄勒冈州的基督教大学成立了教会增长中

心，后来命名为“世界差传学校与教会增长中心”。

此后，教会增长成为一个广泛的运动，1972 年开始

影响美国的教会。

B. 教会增长的定义B. 教会增长的定义

把本来和主耶稣没有个人关系的男女，带领进入与

主的团契内，并成为有责任感的信徒的任何活动。

换言之，教会增长就是透过各种形式的布道活动，

带领不认识主耶稣的人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作个人

的救主，并且生命成长，成为一个有责任感和委身

于主的门徒。

C. 总结C. 总结

领人信主，包括了栽培他的生命成长，使他成为一

个委身于主的门徒，并能带领其他人信主。这样才

是倍增。因此，教会增长很着重初信者的生命素质，

他必须成为一个有繁殖能力的门徒，正如初期教会

的倍增一样（徒 1：8、15，2：41、47，6：7）。

第二课
教会增长的圣经根据

一、旧约─扩散的观念
A. 一个部族扩散变成大国（创 12：1–3）A. 一个部族扩散变成大国（创 12：1–3）

1. “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徒 3：25）

的意思：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万族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恩，所以万族就是

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得福了（徒 3：25–26）。

2. 凡像亚伯拉罕那样相信神的，都得着神的救恩，

被称为义，可以称得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也

是万族因他得福的意思（加 3：8–9）。

B. 诗人歌颂神的恩典直到地极（诗 65：8）B. 诗人歌颂神的恩典直到地极（诗 65：8）

“住在地极的人”指全人类，“日出日落之地”指

整个宇宙。经文的意思是，全人类和全宇宙都看见

神奇妙的作为，肃然起敬地敬拜神。所以，神的救

恩是世界性的。

C. 神应许救恩会临到外邦人（赛 56：7）C. 神应许救恩会临到外邦人（赛 56：7）

凡是真心归向神的，都可作神的子民，在神的圣殿

中敬拜（参太 21：13）。

二、新约─倍增的观念
1. 耶稣要门徒传福音和设立教会（太 16：18–

19）。

2. 百倍的结果是比喻天国应该有好的收成，有许多

人信主（太 13：8）。

3. 天国好像芥菜种和面酵，最初是微不足道的，后

来却发展得惊人，因此天国是不断拓展的。这就

是增长的意思（太 13：31–33）。

4. 耶稣的羊圈是全世界的人，因此，教会增长是耶

稣的心意（约 10：16）。

5. 耶稣吩咐门徒要透过传福音、施洗和教导，使万

民作主的门徒（太 28：19–20）：

a. 使万国万族成为主的门徒的方法是教会增长。增

长的行动是“去”领人信主，之后要为信徒施洗，

使他们加入教会，就是“量”的增长。还要教导

圣经真理，就是“质”的增长。最后，增长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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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是使万民都作主的门徒。

b. 马盖文对大使命的解释：“使万民作门徒”是吸

收门徒，而“教训他们”是造就门徒。所以，布

道的目的是吸收门徒，使罪人悔改；而造就门徒，

就是栽培门徒，使他们的灵命成长，并教导圣经

真理，使他们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6. 新约的书信是神的仆人写给不断增长的教会的

（罗 1：8；腓 1：5；西 1：6）。

7. 初期教会的工人都着重质的增长―这是素质增长

的观念。门徒素质的增长是倍增下去的，每一代

都能培育下一代的下一代（提后 2：1–2）。

第三课
初期教会增长的分析

一、增长的动力
A. 耶稣的吩咐A. 耶稣的吩咐

耶稣吩咐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来临，然后

靠着圣灵的能力为耶稣作见证，从耶路撒冷开始，

把福音传到远方。这是扩散的观念（徒 1：8）。耶

稣的吩咐，成为初期教会增长的动力。

B. 圣灵的充满B. 圣灵的充满

彼得被圣灵充满后讲道，3,000 人悔改归主（徒 2

章）。圣灵充满是第二个增长的动力。

二、教会全面增长的因素
初期教会注重质和量的增长。质的增长是教会看重

信徒生命素质的成长，而量的增长是教会注重领人

归主。

A. 质的增长―信徒灵命成长的因素（徒 2：37–47）A. 质的增长―信徒灵命成长的因素（徒 2：37–47）

1. 遵守神的话―从信主开始，信徒就着重遵行圣经

真理的教导。

2. 彼此交接―信徒过着团契生活，常以爱心彼此分

享、关心、支持。

3. 擘饼 / 圣餐―圣餐是主耶稣吩咐教会要遵守的。

圣餐的意思是记念主的死、盼望主的再来，并且

代表着信徒的生命是与主联合的。所以，信徒一

起守主餐，就表示彼此有同一的生命、同一的追

求，也有生命的交流，并且有同一个信心、爱心

和盼望。因此，守主餐也是信徒灵命成长的因素

之一。

4. 祈祷―祈祷是信心的操练，是与神亲近和从神支

取能力的途径。当信徒一同祷告的时候，祷告的

力量更大，也会看见神的恩典，所以属灵生命自

然会成长。

5. 敬拜神―赞美神的人自然是与神的关系亲密的

人。不信的人看见门徒的生命见证而归主，所以

质和量的增长是息息相关的。

B. 量的增长―信徒人数增长的因素B. 量的增长―信徒人数增长的因素

1. 门徒努力传福音（徒 2：14，3：12）。

2. 因解决内部问题而带来增长―教会因为人多而出

现摩擦，教会即时处理问题，选立 7 个人负责管

理饭食的事。问题解决之后，信主的人增多，教

会有突破性的增长（徒 6：7）。

3. 因克服逼迫而带来增长―信徒因逼迫而分散，在

各处开展福音工作，使多人归主，教会被建立起

来，成就了主的使命。教会的领袖受到逼害，信

徒逼切的祷告，结果经历神的大能，福音越发兴

旺，证明神的权能胜过一切（徒 8：1–6，12：

1–24）。

4. 胜过属灵争战而带来增长―魔鬼会拦阻福音的发

展，但神必定胜过魔鬼。人看见神得胜的作为，

就会归向神（徒 19：11、17、20）。

C. 教会单位的增长C. 教会单位的增长

因信徒分散，使福音在各处传扬，教会在许多地方

被建立起来（徒 9：31）。

D. 差传D. 差传

神的心意是要教会差遣人去别的地区或国家传福

音，建立教会，让教会有更大增长（徒13：1–3）。

三、不断倍增的现象
1. 在徒 1：15，聚会的人数是 120人；圣灵降临后，

至徒 2：41，信徒增至 3,000 人，有 20 几倍的增

长。徒4：4，信徒中单是男丁已是5,000人。徒5：

14，教会虽然面对内外的困难和逼害，却加速增

长。徒 6 章里的增长是倍增，徒 6：7“加增的甚

多”，是倍增的意思。

2. 在徒 8–9 章，教会因为受逼迫而把福音传到撒

玛利亚等地。徒9：31的“建立”有进展的意思，

而“敬畏”有确定目标和投身的意思，可见这时

的教会是个在质与量都同时增长的教会。在徒 12

章，教会领袖虽然受到逼害，但神的道却越发广

传（徒 12：24）。

3. 徒 13 章记载因安提阿教会差遣宣教士，使教会

有全球性的增长。徒 13–14 章，福音传到亚细

亚；徒16章，福音传到马其顿，就是今天的欧洲；

徒19：20，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徒28章，

福音继续不断地传开。

4. 到了 4世纪，罗马的基督徒人数已经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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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教会增长的因素

一、初期教会增长的因素
A. 领袖的素质A. 领袖的素质

1. 彼得被圣灵充满，讲道大有能力，叫人知罪悔改，

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徒 2 章）。可见，彼得是

个被神重用、满有属灵权柄和讲道恩赐、能感动

人心归主的使徒（徒 5章）。

2. 使徒行使从神而来的权柄，对犯罪的人执行纪

律，使信徒产生了敬畏的心，又行了许多神迹，

使百姓都尊重，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这是使

徒属灵权柄所带来的果效。

3. 执事司提反为见证主而殉道，教会受逼迫，福音

因而被传开（徒 7–8章）。

4. 因着巴拿巴的生命见证，领了许多人信主（徒

11：24）。

B. 神迹奇事B. 神迹奇事

使徒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使许多人敬畏及归信基督

（徒 2：43–47，5：12）。

二、现代“教会增长”学者的见解
A. “教会增长”之父马盖文A. “教会增长”之父马盖文

他是比较注重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宣教工作的传道

人。他观察这些地区的教会，归纳了以下几个使教

会增长的因素：

1. 传道人或是委身的信徒―一个终生献身于建立教

会的人。

2. 把福音传到对福音反应较佳的人群中―不同的地

区或人对福音有不同的反应。正如撒种的比喻所

说，向那些好土，就是对福音有良好反应的人传

福音，能结果百倍。

3. 发现和重视那些能使教会增长的机会―利用这些

机会全力发展教会的工作。

B. 韦拿（C. Peter Wagner, 1930-2016)B. 韦拿（C. Peter Wagner, 1930-2016)

他曾经在美国一所神学院教导“教会增长”的科目。

据他分析，让美国教会增长的主要因素有 3个：

1. 牧师―一个思想正面、积极、有领导能力并能激

发教会发展增长事工的牧师或传道人。

2. 动员―动员教会中不同恩赐的信徒和初信的信

徒，使他们彼此配搭，发展教会增长的工作。

3. 教会人数―教会的人数最好不超过 250 人。如果

人太多，应考虑植堂，这样教会才能增长。

C. 卢文牧师C. 卢文牧师

他是推动华人差传事工的牧者。他认为教会增长的

因素为：

1. 领袖―一个突出、强有力、能正面影响教会增长

的传道人。

2. 真理教导―教会需要有很强的圣经教导，牧者有

讲道的恩赐，并着重在崇拜中按着圣经真理讲解

圣经，使信徒有良好的属灵喂养。

3. 肢体生活―信徒要彼此关心，互相探访，互相牧

养。

三、教会增长的调查结果
最重要的教会增长因素：

1. 领袖；

2. 主日讲道；

3. 年轻人的工作；

4. 主日学；

5. 布道热诚；

6. 肢体生活；

7. 总动员。

 

四、带动教会增长的领袖之特质
1. 他是个强调布道和有布道热诚的人。

2. 他能够争取机会去布道，并且是个坚持布道的

人，认为布道是教会的中心，不断推动布道事工。

3. 他是个激发他人有布道热诚的人。

4. 他是个重视信徒恩赐的人，能够让信徒各按恩赐

来事奉。

5. 他是个灵性美好的人，被圣灵充满，有生命的见

证。

五、带动教会增长的信徒之特质
信徒有美好的生命素质，遵守圣经的教导，彼此相

交、守圣餐、敬拜、祈祷等，有火热传福音的心和

布道的恩赐，有爱心，参与布道和植堂。

六、教会增长的策略和方法
1. 善用信徒的恩赐―动员全教会的信徒一同参与事

奉（弗 4：11–12）。

2. 社区调查―集中力量向那些容易接受福音的人或

社区传福音。

3. 留心神所给的布道机会。

4. 植堂―差遣一部份信徒出去，建立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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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教会不增长的因素

一、拦阻教会增长的牧者
A. 欠缺对教会的委身A. 欠缺对教会的委身

如果领袖不委身于教会，事奉短时间就离开，或者

不再做带领的工作，教会就不可能增长。

B. 欠缺异象B. 欠缺异象

牧者如果没有异象和目标方向，教会就会停滞不

前，只在日常的事工中打转，不会有任何增长。

C. 欠缺布道的热诚C. 欠缺布道的热诚

如果牧者没有布道的热诚，就没有能力推动信徒参

与布道。

D. 不忠心D. 不忠心

不忠心的牧者不会殷勤为主作工。又恶又懒的仆人

不单不会使教会有任何增长，更会带来破坏（太

25：14–30）。

 

E. 不清楚呼召E. 不清楚呼召

这是最严重的问题。如果传道人根本没有神的呼

召，他的事奉就会出现以上各种问题。

二、阻碍教会增长的长老、执事
A. 以属世的方法做属灵的事A. 以属世的方法做属灵的事

在海外的教会，一般的长执都没有受过神学训练，

比较容易用世界的观念和方法做教会的事，因而和

牧者的看法和做法有出入，不能和牧者同心事奉。

结果，教会的事工受到拦阻，教会的增长也受到拦

阻。

B. 欠缺彼此间的顺服B. 欠缺彼此间的顺服

如果长执不谦卑，自以为是，不与牧者和其他的长

执合作而独行独断，教会就会出现纷争冲突，不会

有任何的增长了。

C. 欠缺生命的榜样C. 欠缺生命的榜样

长执是教会的领袖，如果欠缺生命的榜样，就很难

推动信徒为教会努力。

三、拦阻教会增长的信徒
A. 欠缺使命感A. 欠缺使命感

信徒对他人的得救漠不关心，或者觉得自己不晓得

怎样传福音等，所以没有遵行主的大使命（太 28：

19–20）。

B. 欠缺生活的见证B. 欠缺生活的见证

信徒没有生活的见证，就不能领人归主，只会羞辱

主名。

C. 灵命软弱C. 灵命软弱

信徒与神的关系疏离，很少读经、祷告，就会容易

被罪缠累，生活失去见证，也不会看重大使命。如

此，教会不可能有增长。

D. 欠缺圣经真理的根基D. 欠缺圣经真理的根基

信徒没有好好认识圣经真理，可能会有以下 2 个表

现或结果：

1. 不遵守神的教导，不传福音。

2. 曲解圣经的教导，使教会充满了异端邪说。这样，

教会不单不会增长，反而造成分裂。

第六课
从世界及中国教会发展

看教会增长

一、世界教会增长的历史
A. 初期教会A. 初期教会

1. 耶路撒冷教会时期―教会有质和量的全面增长

（徒 1–7章）。

2. 在犹太本地传道的时期（徒 1–12 章）―司提反

的殉道是福音传播的第一个转捩点，因教会受逼

迫，福音由耶路撒冷传到犹大和撒玛利亚（徒 8

章）。保罗的归主、彼得向外邦人传福音，以及

外邦的安提阿教会的建立等，成为福音传播的第

二个转捩点。自此以后，福音的传播范围不断扩

大（徒 9–11 章）。

3. 公元 45–68 年―保罗 3 次旅行布道，在小亚细

亚、欧洲等地建立了不少教会，使福音不断扩展。

4. 早期教会历史―经过无数信徒的努力，基督教在

罗马帝国的发展如日中天。

B. 成为国教后的教会增长事工B. 成为国教后的教会增长事工

1. 4 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

2. 5–14 世纪―基督教在欧洲发展壮大。

3. 15 世纪开始―差遣宣教士到亚洲的印度、日本、

中国、菲律宾等地传福音。

C. 基督新教的教会增长事工C. 基督新教的教会增长事工

1. 主后 18 世纪―开始了普世的传福音事工，浸信

会、长老会、公理会、圣公会、循道会和路德会

的宣教士纷纷前往印度、中国和南太平洋等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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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福音，为当地打开了福音之门。

2. 浸信会的传教运动―1792 年，圣经翻译之父威

廉•克理（William Carey, 1761-1834）前往印

度宣教和翻译圣经，带领了 700 人归主，并有 12

位印度信徒献身为传道。克理的好榜样，激励了

英国浸信会国内和国外的传道事工，差遣许多宣

教士去推动普世的宣教工作。

3. 近代教会增长的例子：

a. 1972 年美国教会开始“教会增长运动”，许多教

会起来努力传福音，使多人得救归主。教会不断

的倍增，并差遣宣教士到外国去传福音。

b. 韩国教会的增长―韩国原是一个佛教国家，100

年前宣教士在韩国播下福音的种子。今天，韩国

有许多基督徒和基督教会。根据1993年的统计，

韩国的基督徒占全国 27%。此外，韩国拥有全世

界最大的教会―全备福音中央教会，信徒超过 10

万。

二、中国教会增长的历史
A. 1807–1842 年―对华宣教的准备时期A. 1807–1842 年―对华宣教的准备时期

1807 年，英国宣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来华宣教。他用了 7 年时间，才带领

一个人信主。1840 年，约有 20 位宣教士在香港和

澳门等地传福音，信主人数约 100。

B. 1842–1860 年―通商口岸宣教初期B. 1842–1860 年―通商口岸宣教初期

1840 年鸦片战争后，1842 年中国政府签订了南京

条约，准许外国人在沿海的 5 个港口居住、通商和

建立教会。当时共有 20 个差会来华宣教，而宣教

士的人数达 200 人。清政府对宣教士的传教工作有

许多限制，所以福音果效不大。这时的宣教士是透

过教育和医疗作传道的渠道。到了1853年的时候，

会友人数只有 300 多人。

C. 1860–1890 年―内地宣教拓展时期C. 1860–1890 年―内地宣教拓展时期

1. 1858 和 1860 年，中国政府签订了天津和北京条

约，宣教士有很大的特权，可以自由传道。1861

年起，大量宣教士进入内地传教，建教会、学校

和医院等。1864 年后，宣教士人数开始增加，福

音工作开始积极地发展。

2. 1860–1874 年为中国官绅反教的盛期，宣教士被

杀害，信徒受逼害，传道工作受压制。神却兴起

不少宣教差会和宣教士，差会由20个增至41个，

宣教士由约200人增至1,300人，信徒由约2,000

人增至 3.7 万多。这时期的宣教工作重点是布道

和建立布道所。布道方法主要有 3 个：市内街头

布道、乡间旅行布道和医疗布道。

D. 1890–1911 年―全国宣教发展时期D. 1890–1911 年―全国宣教发展时期

1. 中国的政治有极大的变化，包括了中日甲午战

争、义和团之乱、国民党革命，最后清朝灭亡。

这些战争和打击，使中国朝廷官绅对儒家政治和

文化制度等传统失去信心，转而对西方的先进文

明，包括基督教发生兴趣，有利福音的传扬。

2. 宣教士人数由 1,000 多人增至 5,000 多人，中国

传道人由 1,000 多人增至 7,000 多人。信徒由 3

万多人增至16万多人，在21年内增加了3.5倍。

此外，教会的自立堂会由500多所增至接近3,000

所，增长有 5.5 倍之多。

3. 这时期宣教士的工作重点是建立布道所。在 1893

年，共有布道所约 1,000 所；到了 1910 年，已

增至 3,000 多所，增长了 3倍之多。

4. 这时期西方教会兴起了学生福音运动，当中有英

国著名的剑桥七君子来华宣教，对中国教会的发

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包括：

a. 教育――建立许多基督教中学和大学。

b. 神学教育――建立神学院，培训传道人。

c. 引入西方的文化。

5. 在西方差会的努力中，以戴德生牧师在 1865 年

所建立的中国内地会最为世人称道。内地会要求

宣教士的工作尽量本色化。宣教士学中国语言，

穿中国衣服，吃中国饭，专注布道、建立教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后一次教会统

计，内地会信徒占全国第二，仅居各派合并的中

华基督教会之后。

E. 1911–1919 年―宣教布道全盛时期E. 1911–1919 年―宣教布道全盛时期

1. 民国时期基督教有合法地位，可以自由传道、信

教，基督徒得到空前的自由，所以成为布道的黄

金时期。有许多布道运动兴起，例：全国布道运

动委员会、中国学生自愿献身会、男女青年会、

中华国内布道会、中华归主运动等。

2. 在这时期，也开始了中国教会的自立运动，例：

闽南长老会、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中华基督教会

等的自立运动。自立运动使中国教会渐渐发现自

己的宣教责任，立志要建立自立自养的教会。

3. 这时期的教会有显著的增长，宣教士由 5,000 多

增至6,000多，华人男传道由5,000多增至9,000

多，女传道由 1,000 多增至 3,000 多。信徒人数

由 16 万多增至 36 万多。

F. 1919–1927 年―本色化教会发展时期F. 1919–1927 年―本色化教会发展时期

五四运动和反基督教运动等，使教会的增长受到重

大的打击。同时，教会领袖鼓吹建立本色化的教会

和争取自主权，使基督教变成中国的基督教。信徒

由 36 万多增长至 44 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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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1927–1937 年―教会增长的停顿时期G. 1927–1937 年―教会增长的停顿时期

这时期的教会再次得到自由，但信徒人数却没有太

大的增长。

 

H. 1937–1945 年―沦陷教会受挫时期H. 1937–1945 年―沦陷教会受挫时期

中日战争爆发，教会没有增长。

I. 1945–1949 年―战后教会重建时期I. 1945–1949 年―战后教会重建时期

教会的发展回复了战前的水平，信徒增加了 56%。

J. 1949–1979 年―教会受逼迫时期J. 1949–1979 年―教会受逼迫时期

家庭教会兴起，信徒人数迅速增长。

K. 1979 年以后K. 1979 年以后

1. 神州大地的老百姓经历过十年文革，在 1979 年

以后，一方面人的心灵空虚，另一方面可以说是

神预备了人的心。

2. 改革开放后，很多人归主，各地自发生长的教会

纷纷出现，信徒人数迅速增加。公开教会超过

1,000 万人，而家庭教会的增长更加惊人，使中

国基督徒的人数成为全世界第二名。

第七课
综合教会增长的理论

一、教会增长的 3种形式
马盖文认为，使教会增长的情况有以下 3 种。

A. 自然增长A. 自然增长

信徒透过基督教教育，教导自己的孩子认识圣经真

理和信耶稣（箴 22：6），使他们成为基督徒。

B. 转入的增长B. 转入的增长

信徒因某种因素，从一所教会转到另一所教会聚

会，从而带来转入教会的增长。

C. 悔改增长C. 悔改增长

1. 向还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之后，帮助他接受基督

为救主，并接受洗礼，加入教会。

2. 马盖文根据大使命提出，当人悔改归主后，还要

接受栽培，学习圣经的真理，成为遵守主使命的

门徒，这样教会的增长才有果效。

3. 特别情况的悔改增长，例：群众悔改或众多的个

别决志。在一些部落或乡村，如果酋长或村长信

主，很容易影响整个部落或乡村都信主。这样群

众信主的情况，称为“群众悔改”。但群众的信主

是经过各人个别的决志，就是“众多的个别决志”。

二、教会增长的策略
A. 不须跨越文化的障碍而布道A. 不须跨越文化的障碍而布道

向那些跟我们的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类似的人传

福音。这样，人信主的机会就比较大。

B. 抗拒与接纳的警觉B. 抗拒与接纳的警觉

根据耶稣所讲的撒种比喻，每个人对福音的反应都

有不同，所以传福音的时候，要调动人力、物力，

重点向那些对福音开放的人传福音。

C. 信徒的训练C. 信徒的训练

训练信徒跟牧者一同推动教会增长，实践人人皆祭

司的圣经教导（彼前 2：9）。

三、中国教会增长的原因
A. 有为主尽忠的仆人A. 有为主尽忠的仆人

教会受逼迫的时候，许多牧者为主受苦、坐牢，甚

至殉道，这些好榜样影响了日后的年青信徒也甘心

为主尽忠。

B. 有平信徒兴起事奉B. 有平信徒兴起事奉

自从 1958 年有组织的教会被破坏后，信徒暗中发

展家庭教会，因此形成了许多信徒起来事奉，实践

人人皆祭司的真理。家庭教会在人人事奉之下，有

惊人的发展。

C. 苦难操练信徒的信心C. 苦难操练信徒的信心

在逼迫之下，信徒的信心更加坚固，强调逼迫是走

十字架的道路。他们不怕艰难，勇敢地广传福音。

D. 神在家庭教会中兴起游行布道者D. 神在家庭教会中兴起游行布道者

他们清楚神的呼召，并忍受苦难，甘愿走十字架的

道路。此外，他们更发展了一套培训和宣教的模式，

在中国很多没有福音的地方展开福音工作，使福音

有很大的发展，同时也建立了许多教会。

E. 圣灵藉着神迹奇事彰显神的同在E. 圣灵藉着神迹奇事彰显神的同在

神医治了许多人的疾病，让人经历神的大能，从而

接受救恩。

F. 海外提供的书籍和福音广播F. 海外提供的书籍和福音广播

神藉着海外的教会提供属灵读物和圣经等，加上福

音广播的传福音和培育工作，都对教会有一定的帮

助。

四、教会增长的评估
A. 重质？重量？A. 重质？重量？

教会增长理论较为看重量的增长，可能会出现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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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追求量增长的危机，而忽略了质的增长。所以，

要留心质量并重。

B. 重反应？重开荒？B. 重反应？重开荒？

教会增长的理论是在反应较好的人群或地区重点布

道，反应较差的地区则减少资源。这很容易出现功

利的心态，所以必须留意及不要忽略圣灵的带领。

C. 重教会？重基督？C. 重教会？重基督？

教会增长理论非常看重建立了多少教会，这会容易

带来只看重教会数目的危机，而忘记了建立教会的

目的是为了传扬基督，让人尊基督为主。

D. 总结D. 总结

我们应当重视教会增长，但也要避免可能产生的问

题。

第八课
圣灵与教会增长

一、教会增长的重要元素─圣灵
使徒行传对有关圣灵的记载超过 50 次之多，所以

又称为“圣灵行传”，可见圣灵在初期教会做了奇

妙的工作。初期教会的宣教运动，都是在圣灵的推

动下进行的。

A. 圣灵使门徒有胆量为主作见证A. 圣灵使门徒有胆量为主作见证

门徒遵守耶稣的命令，靠着圣灵把福音传到地极

（徒 1：8）。彼得被圣灵充满，讲道大有能力，

众人因而扎心悔改，并乐意遵守使徒的教导（徒 2

章）。

B. 圣灵能建立信徒起来事奉B. 圣灵能建立信徒起来事奉

教会选出 7 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

人去管理教会的事。他们因有圣灵的充满，所以满

有智慧和能力地事奉神，解决当时教会的问题，教

会因而增长起来（徒 6：3、7）。

C. 圣灵使信徒充满平安喜乐C. 圣灵使信徒充满平安喜乐

司提反因被圣灵充满，不怕牺牲，且满有平安的归

到神的怀里（徒 7：55–60）。教会不怕受逼迫，

充满了圣灵的安慰，人数也因而增长（徒 9：31）。

D. 圣灵指示信徒的方向D. 圣灵指示信徒的方向

腓利得到圣灵的指示，向埃塞俄比亚太监传福音，

带领他信主（徒 8：29）；圣灵指示彼得向外邦人

传福音（徒 10：19–20）；圣灵差遣安提阿第一批

宣教士（徒 13：2）。

二、圣灵和圣灵的工作
A. 圣灵的位格A. 圣灵的位格

1. 圣灵有理智和思想―圣灵能参透万事，所以他能

帮助我们明白属灵的事（林前 2：10）。圣灵是

有思想的，能主动为圣徒祈求（罗 8：27）。

2. 圣灵有情感和反应―圣灵会为我们的罪担忧（弗

4：30）。亵渎圣灵的罪必不得赦免（太12：31）。

3. 圣灵有意志和决定―圣灵吩咐安提阿教会差遣巴

拿巴和保罗成为宣教士到远方宣教（徒13：2）。

4. 圣灵有行动：

a. 引导信徒明白一切的真理（约 16：13）。

b. 引导信徒的生活（罗 8：14）。

c. 把恩赐分给各人（林前 12：4–11）。

d. 指示传道人和宣教士工作（徒 8：29）。

e. 指教信徒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约 14：26）。

f. 为基督和信徒作见证（约 15：26；罗 8：16）。

g. 行神迹（徒 8：39）。

h. 为信徒祷告（罗 8：26）。

B. 圣灵与圣父和圣子的关系B. 圣灵与圣父和圣子的关系

1. 圣父、圣子、圣灵称为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所信

的神只有一位，而这位神有不同的表现和工作：

圣父创造宇宙万物，为人计划，预备救恩（创1：

1）；圣子道成肉身，成就救恩（约 1：1–2、

14）；圣灵住在信徒的心中，做教导的工作。三

位一体的神是同荣同尊的（启 1：4–5）。

2. 圣灵的工作和角色：

a. 圣灵承接耶稣的工作，并为耶稣作见证，让人知

罪悔改，把人带到耶稣面前，让人得着主的救恩

（约 14：16，16：7–8）。

b. 圣灵降临，表示圣灵的新职事来临，也让使徒知

道自己的权柄，证明他们是耶稣的见证人，并有

能力去传福音，领人归主（徒 2：1–4）。

c. 圣灵会永远住在信徒的心里，因此，并没有第二

次的洗（徒2：38）。我们追求的不是第二次的洗，

而是被圣灵充满（弗 5：18）。

三、圣灵的恩赐
A. 恩赐的广义和狭义的意思A. 恩赐的广义和狭义的意思

广义是指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恩典，如一切属灵的

福气。狭义的意思是圣灵给予每个信徒一些特长，

让他们以此事奉神，这就是圣灵的恩赐。

B. 各有恩赐B. 各有恩赐

每个信徒最少有一种恩赐可以事奉神（林前 12：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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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关属灵恩赐的经文C. 有关属灵恩赐的经文

罗 12：3–8；林前 12：8–11、28–30；弗 4：11

几段经文共提到 19 种恩赐。其中，先知讲道和教

导的恩赐出现于 3 段经文中，治理人和服侍人的恩

赐出现于两处经文中，其他则各有不同。所以，这

里所列的恩赐只是一些举例，没有包含所有恩赐。

D. 圣经中的恩赐D. 圣经中的恩赐

1. 先知讲道―能很清楚地领受神的话语，并能清楚

传给信徒。

2. 教导的恩赐―很清楚和有系统地解释神的话，让

信徒明白。

3. 治理人的恩赐―这是领袖的恩赐，能清楚教会的

异象和目标，并有能力带领信徒看见及同心推动

异象。

4. 服侍人的恩赐―这是执事的恩赐，能够找出教会

事工的需要，并提供资源、人手去完成神的工作。

E. 总结E. 总结

要着重圣灵的工作，常常追求圣灵的充满，不住的

祷告，常常倚靠圣灵，生活圣洁，远离罪恶（来

12：14）。只有被圣灵充满，才有力量事奉神和传

福音，教会也自然会增长。

第九课
灵性复兴与教会增长

一、复兴的意思
使某种活物或是某人重新得到苏醒。那活物或人原

本有生命，但暂时枯萎凋谢了；复兴就是使这枯萎

的生命重新得到生命的气息，使生命的潜力受到激

励，重新奋发起来。

1. 复兴是神的灵降临在我们中间。

2. 复兴是神迹，是神的权能的彰显，是神在教会中

直接的参与（不是人可以制造的，也不是人可以

解释的）。

3. 灵命的复兴包括了信心、爱心和恩赐都被重新挑

旺起来。

4. 灵性复兴带来的是教会质和量的全面增长，并且

很自然地向外传福音。

二、复兴的目的
1. 如果单单为了自己的教会兴旺而求复兴，是个不

正确的动机。

2. 复兴是为了让人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得以敬畏

神。因此，复兴是为了荣耀神。

3. 复兴带来的结果是有更多人悔改归主。

三、复兴的源头
1. 复兴是圣灵的工作，在复兴中的一切事都是圣

灵主导的。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就得着复

兴。巴刻（J. I. Packer, 1926-）说：“复兴

是一次圣灵的浇灌。”钟马田（Martyn Lloyd-

Jones, 1899-1981）说：“复兴是圣灵罕有作工

的日子。”

2. 在复兴中，神所使用的：

a. 领袖不同―有时是杰出的领袖，有时却是很平凡

的领袖。

b. 教会不同―有时从一个祷告会开始，有时从一个

教会开始。

c. 地点不同―有时发生在城市，有时发生在乡村。

这说明复兴是圣灵的工作。

四、在复兴中发生的事
1. 很多人（包括各阶层的人）为罪自责，认罪悔改。

2. 人们在聚会中或在复兴的地区被改变，经历耶稣

基督奇妙的救赎。

3. 人们随处传讲自己经历改变的见证。

4. 更多人参加聚会、被感动，悔改信主。

5. 教会的人数明显增加，人们主动加入教会。

6. 很多人起来事奉，为主献身、差传。

7. 很多人 24 小时不停为复兴祷告。

8. 复兴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影响却极为深远。

五、今天的教会极需复兴
1.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教会蓬勃一时，但由于牧养

不足，出现了不少“打点滴”的教会。教会出现

的问题包括：

a. 被世界所污染；

b. 真理教导不够；

c. 教会之间互相指责；

d. 教会内部出现纷争；

e. 信徒不热心追求。

2. 中国教会期待复兴。神因12万左右手不分的人，

尚且恩待了尼尼微城（拿 4：11），他岂能不因

14 亿还未得救的人而恩待中国吗！

六、神的话与复兴
神的话大有能力，使人知罪悔改，明白神的旨意，

有力量在真理中生活（来 4：12）。约西亚王因看

重神的话，在百姓面前宣读神的话，结果神的话改

变了百姓的生命，带来复兴（代下 34–3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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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祷告与复兴
我们虽然不可以制造复兴，但可以祈求复兴。

1. 在复兴之前，神会兴起人为教会的罪和复兴祷

告。

2. 神兴起一些信徒同心为教会的复兴祷告。

3. 为教会追求圣洁祷告。

4. 祈求教会被圣灵充满。

5. 求神更大的赐福教会。

6. 求神兴起热心传福音的人，并求神使他的道兴旺

起来。

八、灵性复兴与教会增长
A. 灵性复兴带来质的增长A. 灵性复兴带来质的增长

当教会复兴时，信徒会更热爱主的话语，更愿意实

践圣经的教训，与主会有更亲密的关系。

B. 灵性复兴带来传福音的热诚B. 灵性复兴带来传福音的热诚

教会复兴的另一个特征，是信徒对非信徒有很大的

负担，更加关心他们灵魂得救的问题，从而兴起布

道运动，使教会的“量”有快速的增长。

C. 灵性复兴带来差传的增长C. 灵性复兴带来差传的增长

从教会历史可以发现，当教会复兴以后，紧接着发

生的就是差传运动。信徒响应主的大使命，不再满

足于本地的福音工作，而对远处的人民也产生负

担，献身宣教。

第十课
领袖与教会增长

一、领袖是教会增长的重要因素
教会需要属灵领袖带领方向，推动教会的事工，发

展信徒的恩赐以配搭事奉，并且牧养和建立信徒。

二、谁是教会的领袖？
教会的领袖包括牧师、长老、信徒领袖。他们是蒙

神呼召，愿意牧养信徒的人，也是全教会都尊重的

人。

三、教会领袖的属灵素质
A. 圣经的要求A. 圣经的要求

1. 执事的资格有 3项（徒 6：3）：

a. 有好名声―有好的生活见证。

b. 被圣灵充满―生活愿意被圣灵管理。

c. 智慧充足―处事和待人都有属神的智慧。

2. 对牧者的要求有 3项（提前 3：1–7）：

a. 品德―忠贞、节制、自守、端正等。

b. 家庭―能好好管理家庭，教导儿女。

c. 名声―无论在教内或教外，都要有好的见证。

B. 满有异象B. 满有异象

“异象”是在神面前领受一个特别的、关乎拓展神

国度的负担或看见。异象是从神而来的信息和负担

（箴 29：18），如保罗持守异象一样（徒 9：15，

26：19）。有了异象之后，要把异象写下，跟信徒

分享，让信徒同心达成异象。

C. 忠心（太 24：45–46）C. 忠心（太 24：45–46）

D. 领袖的好榜样―巴拿巴D. 领袖的好榜样―巴拿巴

1. 非常有爱心的人（徒 4：36）。

2. 完全奉献的人（徒 4：37）。

3. 是个好牧师（徒 11：24–26）。

4. 宣教士（徒 13：2）。

四、属灵领袖使教会增长的原因
1. 会友对牧者的爱―使信徒乐意支持牧者（约 10：

3、4、11）。

2. 领袖的权威―使信徒愿意跟从牧者的带领。这权

威不是从职分、地位或强权而来，而是因神对牧

者的呼召。

3. 领袖长期的事奉―领袖对教会的委身和对信徒的

爱。

五、领袖的领导型态
A. 独裁型A. 独裁型

绝对地控制教会，全权决定教会的一切，并独断独

行。

B. 权威型B. 权威型

全权的计划和推行教会的事工，但也会参考他人的

意见，并积极鼓励信徒参与。

C. 民主型C. 民主型

领袖把自己的计划开放，给信徒提供意见，可随意

修改，甚至和信徒一起思想教会的事工。

D. 无所谓型D. 无所谓型

没有任何计划，信徒想怎样就怎样。

领袖应按自己本身的性格和教会的成熟程度，决定

采用哪种领袖形式。教会初期可选择第二型；较成

熟后，可转为第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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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课
领袖训练与教会增长

领袖是教会增长的关键。当教会不断壮大时，就需

要更多领袖，因此领袖训练成为教会增长的保障。

一、圣经强调训练领袖的重要性
门徒接受装备和训练，才能够成为福音的接班人，

把福音传到地极（太 28：19–20）。所以，教会领

袖要装备信徒各尽其职，发挥恩赐事奉神，使教会

有健全的发展和成长（弗 4：11–12）。

二、挑选信徒训练的准则（路 6：12–13）
所挑选的信徒是：

1. 渴慕和不断追求圣经真理的人，并与主耶稣有不

断成长的关系（彼后 3：18）。

2. 愿意关心他人的人（林前 12：22–25）。

3. 乐于服侍人的人（可 9：35）。

4. 忠心的人（太 24：45–46）。

5. 谦卑受教的人（太 11：29）。

6. 有领袖恩赐、善于教导的人。

三、训练领袖的方法
训练的课程可以包括：属灵领袖、认识教会、信仰

要道、布道训练、小组查经、讲道学和行政管理等。

课程的安排有以下两种。

A. 密集的方式A. 密集的方式

连续用几天或几个礼拜的周六和周日作教导。好处

是可以让信徒有更多时间操练，并掌握所学的东西；

也可以让信徒之间有更多时间相处，学习彼此相

爱。课程大纲和安排：

1. 属灵领袖：

a. 课程的目的―认识领袖的资格、灵性、品格、操

练、代价等。

b. 教师―牧师、传道人。

c. 方法―查经和讨论，请一些领袖分享见证，一起

祷告，一起生活。

d. 课程大纲―献身与蒙召、生命与品格、事奉的意

义与态度。

2. 布道训练：

a. 内容可以包括布道的圣经教导、布道的技巧、如

何讲见证等。

b. 如何讲福音―用讲授的方式教导；两个两个的训

练如何讲见证和福音；在晚上安排两三人一小队，

去做福音探访。探访要事先计划，安排有经验的

信徒作组长，并且事先约好被探访的人。在福音

探访之后，要有检讨。

B. 每周一两个小时的课程B. 每周一两个小时的课程

1. 认识教会：

a. 课程的目的―认识教会的组织、事工、信仰教义

等，加强领袖对教会的归属感，以及推动教会的

增长。

b. 教师―牧者。

c. 教导的方法―讲授、讨论、学员做家课。

2. 信仰要道：

a. 课程的目的―让学员全面认识重要的信仰真理。

b. 教师―资深的领袖和对真理有深入认识的人。

c. 教导的方法―讲授加上讨论。

d. 课程大纲―认识圣经；认识神；认识人和罪；认

识救恩，如悔改、重生、得救的意义；认识主再

来。

3. 小组查经：

a. 课程的目的―学习查经的方法和带领查经的技

巧。

b. 课程大纲：

① 读经法―例：读经的原因、原则、方法等。

②	查经法―例：归纳式查经法，学习观察经文和

发问题。

③	带领查经的技巧―怎样带领组员讨论，如何帮

助组员发掘问题，如何归纳组员的意见和作结

论等。

④	如何组织福音性查经班―如何邀请福音对象，

聚会内容的安排等。

4. 讲道学：

a. 课程的目的―训练有讲道恩赐的信徒站讲台。

b. 教师―牧师或有讲道恩赐和经验的信徒。

c. 课程大纲―讲道者的生命、讲道的重要性、如何

准备讲章、讲道的技巧、试讲。

5. 行政管理：

a. 课程的目的―使学员认识怎样作教会的执事，如

何推行教会的事工等。

b. 教师―资深和有管理恩赐的领袖。

c. 课程大纲：

① 导论―例：教会行政的重要，治理的恩赐等。

②	领导须知―例：领导的重要与角色，长执的身

分与责任等。

③	策划和运作―例：如何策划、组织和执行等。

④	开会的技巧―例：认识教会的组织架构，如何

举行会议，如何理财等。

四、福音电台提供的资源
1. 小册子。

2.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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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植堂训练
A. 首先重视游行布道A. 首先重视游行布道

由游行布道者建立教会，在建立的教会中培训门

徒，再从中甄选有终生奉献心志的门徒，进入神学

院受造就，成为传道人。

B. 课程B. 课程

1. 建立生命根基―藉查考圣经，使学生明白得救与

悔改和信心的关系，建立纯正的信仰。

2. 救赎历史、救赎神学、耶稣生平、教会历史、宣

教历史和布道神学等。

C. 训练时间C. 训练时间

3 个月，学习时间由每日早上 6 时至晚上 11 时，每

日上几堂课。

第十二课
队工精神与教会增长

一、队工的定义
一群人有目的和有组织地合作。包含 4个元素：

1. 人―一个队工是由一群人所组成，人的多少要看

需要和环境而定，通常是 8–12 人。

2. 目标―队工有共同的异象和目标，彼此委身，以

达成异象。

3. 组织―一群人透过组织达成异象。组织包括成员

的角色和责任，使成员有归属感，各司其职，有

定期的聚会，商讨计划。

4. 合作―队员在一起的目的是一同合作，完成一些

事。

二、圣经的教导（传 4：12）
1. 合一的根基―神召我们，是要我们在主里合而为

一，成为基督的身体（加 3：28）。

2. 合一的参与―圣餐表示信徒的团契和生命的交

流，因此队工的事奉是建立生命的事工（林前

10：16）。

3. 分工合作―队工能有效地处理各样的事务（出

18：25）。

三、美好队工的因素
A. 好的带领者A. 好的带领者

要有一个带领者，带领整个队工的发展。带领者最

好是牧师或传道人，或者信徒所尊重的领袖。成功

带领的秘诀：

1. 开放的交通―带领者要存开放的态度，跟各领袖

有密切和定期的交通，分享教会的异象和负担，

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2. 个别的关怀―关心领袖们各方面的需要，常常探

访，保持联络和交谊，让他们感到带领者的关心

和爱心，正如主耶稣视门徒为朋友一样（约 15：

15）。

3. 圣经性的前瞻―带领者对教会有盼望，看见教会

在未来会有许多信徒起来成为带领者，治理教会

（弗 4：11–12），使教会不断地成熟，为主结

更多果子。

4. 接纳不同和多样化―接纳彼此有不同的性格和恩

赐（林前 12：4–5、17）。

5. 彼此尊重―带领者和各领袖彼此尊重（弗 5：

21；帖前 5：12–13）。

6. 自由、创意地事奉―让同工有自由，各按恩赐，

并用自己的方法工作。

7. 合一的灵―在圣灵里同心，就能合一地事奉（弗

4：3、13）。

B. 委身的队员B. 委身的队员

队员（例：执事）是委身于教会的人，认同教会的

异象和目标，又乐于跟随领导者的带领及跟他人合

作，同心事奉。

C. 有效的行政运作C. 有效的行政运作

1. 订定目标―带领者跟各领袖分享教会的异象，带

领他们按着异象制定一些具体的目标。

2. 安排检讨和沟通―当工作进行时，要检讨工作的

进程和效果，随时做修正改善。此外，同工之间

也要有沟通和关心。

3. 善用恩赐和资源―若能善用队员的恩赐和教会的

资源，教会的事工就能有效地发展。

4. 从经验中学习―藉检讨来吸收经验教训，对日后

的事奉会有更大帮助。检讨时要留意的问题：

a. 异象是否清楚，是否能一直持守？

b. 方法是否正确，有更好的方法吗？

c. 大家的委身是否足够？合作是否顺利？领导是否

胜任和正确？

5. 如何开会―开会的通则：

a. 提前把会议日期、地点和开会所需时间通知大

家。

b. 在开会前提供和会议有关的资料，让大家有充足

的时间准备。请参加会议的人阅读资料。

c. 预先把议程准备妥当，让开会的人有时间详细考

虑将要商讨的事。

d. 把议程分为两部份：

① 常务项目―经常的事务，例：财务报告。如没

有很大的问题，就尽量简报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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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特别项目―例：明年的布道事工。特别的事工

最好分别安排在几个会议中商讨，让大家有更

多时间思想和讨论，以致能够得到更好和更周

详的决定。

D. 同心解决问题D. 同心解决问题

1. 顺服―如果那件事不是很重要，或者不是牵涉真

理的问题，就学习放下自己的意见，彼此顺服。

2. 合作―每人让一步，然后共同完成工作。

3. 联手解决问题―这是最积极的方法。大家放下自

己的意见和想法，为教会长远的目标寻求一致的

看法，以客观的态度听取他人的意见，用时间同

心等候祷告，最终达到一致的共识，同心达成教

会的异象。

第十三课
真理教导与教会增长

一、崇拜的意义
A. 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A. 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

神是荣耀、尊贵、大能和满有恩典的，值得我们以

敬拜和赞美，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他。

B. 崇拜是我们与神相遇B. 崇拜是我们与神相遇

崇拜是神向人说话的时间，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

因此，崇拜是相信和顺服神，遵行神话语的行动。

C. 崇拜是神的命令和旨意（约 4：23）C. 崇拜是神的命令和旨意（约 4：23）

二、崇拜的原则
A. 以赛亚敬拜的榜样（赛 6：1–8）A. 以赛亚敬拜的榜样（赛 6：1–8）

1. 以赛亚觉察到神的同在―敬拜是我们与神面对面

的相遇，所以觉察到神的同在是非常重要的。

2. 以赛亚看见神的荣光时，不禁赞美神。

3. 神的荣耀使人看见自己的罪孽，在神面前认罪。

4. 以赛亚因着真诚的悔改，罪得赦免。

5. 以赛亚接受神的挑战，回应神的呼召。

B. 敬拜的程式B. 敬拜的程式

神的主权、人的责任、神的吩咐和人的反应。神的

荣耀就反映了神的主权；赞美反映了人的责任；神

的吩咐和人的反应，表达了神的主权和人对神顺服

的回应。

C. 敬拜的基本原则C. 敬拜的基本原则

神与人的对话。

三、崇拜程序的安排
A. 默祷A. 默祷

崇拜开始时，请会众安静默祷，预备心灵敬拜神。

B. 宣召B. 宣召

读一节经文作为宣召，呼召弟兄姊妹敬拜神。经文

可以用诗篇。

C. 敬拜C. 敬拜

透过诗歌、默想经文、祷告等来敬拜神。唱的诗歌

是赞美诗，如感恩、赞美或思想主爱的诗歌。选几

首诗歌反复颂唱，中间夹杂一些经文，让弟兄姊妹

默想和开声祷告赞美神。

D. 讲道D. 讲道

传道同工或领袖宣讲神的话。

E. 回应E. 回应

透过诗歌、祷告或立志，回应讲道的信息，并鼓励

信徒遵行神的话。

F. 奉献F. 奉献

鼓励信徒奉献金钱，使教会有粮，可以发展圣工。

G. 报告G. 报告

把教会的消息和需要告诉信徒，鼓励信徒关心神家

里的事和代祷。

H. 祷告H. 祷告

为教会的需要同心祷告。

I. 祝福I. 祝福

或背诵主祷文结束聚会。

以上程序是根据神的主权、人的责任、神的吩咐和

人的反应而设计的。A 和 B（默祷、宣召）是人预

备心灵与神相遇，C（敬拜）是人看见神的荣耀和

主权而作回应，D（讲道）是神的吩咐，E（回应）

是人对神话语的回应，F（奉献）是人对神恩典的

回应，G 和 H（报告、祷告）是对神的回应，I 是神

的祝福。

四、崇拜的讲道（信息的预备）
1. 多祷告。

2. 恩赐―讲道是恩赐（林前 14：1），也是责任。

3. 品格―长久感动人和影响人心的信息，是讲道者

的生命品格。

4. 圣经―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好释经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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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经历―讲道者属灵的经历和生活的体验，能有效

地帮助信徒实践神的话。

6. 学问―讲道者要对其他学问有所了解，才能在讲

道中帮助信徒正确分析世上各种理论和价值观。

7. 适切―多留意时事新闻和跟信徒交通，了解社会

情况和信徒的生活难处，这样信息才能适切信徒

的需要，帮助他们活出信仰。

五、有系统地教导圣经
A. 圣经有关教导的根据A. 圣经有关教导的根据

1. 伯 36：22―神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2. 太 7：28–29―耶稣是伟大的教师。

3. 弗 4：11–12―装备信徒起来事奉，建立教会。

B. 订立长远目标B. 订立长远目标

1. 帮助信徒清楚重生得救。

2. 帮助信徒在属灵生命上不断长进。

3. 帮助信徒熟习圣经真理。

4. 帮助信徒恒心遵守主的道。

教会应该为信徒订定一个最少 5 年的主日学循环课

程，让信徒有清楚的追求目标。主日学课程最好按

信徒的属灵进程和灵命的需要而设计。

六、主日学课程
5 年的主日学课程，分为基础阶段、中坚阶段和进

深阶段。“基础”是为慕道和初信者而设，“中坚”

是为信主 2–5 年的信徒而设，“进深”是为信主 5

年以上的信徒而设。为了让信徒有完整的学习，每

个阶段应该有圣经、神学、教会事工、信仰生活等

几方面的课程。

A. 圣经方面（可按信徒的灵命程度安排优先顺序）A. 圣经方面（可按信徒的灵命程度安排优先顺序）

1. 新约方面：

a. 四福音―帮助初信者认识主和巩固信仰根基。

b. 罗马书―对基本的信仰有较全面的讲解。

c. 以弗所书―让信徒清楚教会的真理，并晓得如何

过信徒的生活。

d. 雅各书―帮助信徒如何实践信仰的生活。

e. 使徒行传―帮助信徒如何胜过苦难，努力传福

音，建立教会。

2. 旧约方面：

a. 摩西五经―帮助信徒明白神的律例法则，以及如

何作神的子民。

b. 历史书―信徒能学习许多属灵的教训。

c. 诗歌书―帮助信徒过智慧的生活和敬拜神。

d. 大先知书―帮助信徒从以色列的历史中学习教训

和功课，不任意犯罪得罪神。

e. 小先知书―帮助信徒如何远离罪恶，过行公义、

好怜悯的生活。

其他书卷则可按需要而安排。

B. 神学方面B. 神学方面

1. 基本护教学―例：基础神学、分辨异端等。可以

帮助信徒分辨异端，持守真理。

2. 基督徒伦理―帮助信徒面对和处理生活上的道德

和伦理问题。

3. 受苦神学―教导如何看苦难，并分享一些受苦者

的见证，彼此激励如何在苦难中得胜。

C. 教会事工C. 教会事工

1. 教会真理―教会观、教会的本质和使命等。

2. 教会历史―认识基督教会两千年的发展历史，帮

助信徒在社会和政治的改变中持守信仰。

3. 教会事奉―牧养关顾、个人布道、查经、领袖训

练等，对信徒的事奉有帮助。

D. 信仰生活D. 信仰生活

1. 门徒训练；

2. 属灵恩赐；

3. 属灵素质；

4. 管家职分。

帮助信徒把信仰与生活结合，活出生命的见证。

七、儿童宗教教育
A. 内容A. 内容

包括讲圣经故事、如何敬拜神、如何祈祷等。

B. 家庭宗教教育B. 家庭宗教教育

基督徒父母每天晚上和儿女一起读经、祷告及分享

一天的经历，使全家人一起分享神的爱和恩典。

八、真理教导与教会增长
教会增长的 4 个层面分别为质、量、植堂和差传，

尤以质和量最为重要。

A. 从使徒行传看质量并重A. 从使徒行传看质量并重

耶路撒冷的教会有 11 位长老，信徒都恒心遵守使

徒的教训，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B. 保罗、彼得及其他宣教士均着重圣经教导B. 保罗、彼得及其他宣教士均着重圣经教导

C. 教会增长理论之检讨C. 教会增长理论之检讨

1. 重“量”之增长而轻“质”。

2. 大使命的其中一个口号：“为每个群体建立教会，

为每个人传播福音”。

3. 因重视布道、植堂而发现很多新教会素质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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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课
初信栽培、门徒训练与教会增长

一、初信栽培
A. 初信栽培的重要A. 初信栽培的重要

1. 初信者的信仰根基不稳固―需要有人教导他认识

真理和帮助他胜过困难。

2. 初信者未能适应信徒和教会的生活―需要有人帮

助他适应教会聚会、读经和祈祷的生活等。

3. 初信者的生命需要有人喂养―需要有人教导他读

经、祷告、学习圣经真理，抚育他成长。

4. 教会增长―最重要也是最正面的原因，是有效的

栽培能使教会生生不息地增长下去（提后2：2）。

B. 初信栽培的圣经教导B. 初信栽培的圣经教导

1. 栽培初信者在主里面长进，成为完全成熟的基督

徒（西 1：28）。

2. 栽培初信者一生以基督为主，并遵行主的道（西

2：6–7）。

3. 帮助初信者成为教会的一分子，和其他信徒彼此

配搭，建立主的教会（弗 2：21–22）。

C. 订立长远的栽培计划C. 订立长远的栽培计划

1. 步骤：

a. 教会带领者要认定栽培的重要，然后藉着讲道或

分享，把栽培的异象传递出去。

b. 筹备栽培员训练班和预备训练的师资。

c. 招募和训练栽培员。

2. 栽培员的条件：

a. 有恒常的灵修生活，并渴慕追求神。

b. 愿意委身于栽培初信者的生命，付上爱心、时间

和精神。

c. 接受训练，有受教的心，并不断学习追求。

3. 训练栽培员的内容：

a. 如何与初信者建立关系，并关心对方身心灵的需

要。

b. 教导得救的真理。

c. 教导读经和祷告。

d. 教导传福音的方法和技巧。

e. 如何帮助初信者过得胜的基督徒生活。

4. 制定栽培系统―制定栽培的时间、进度、材料和

内容。

D. 栽培的定义D. 栽培的定义

栽培是帮助初信者扎稳信心根基的属灵工作，包括

帮助初信者：

1. 有被神救赎和接纳的确据；

2. 培养恒久的灵修生活；

3. 了解基督徒丰盛生命的基础；

4. 参加教会；

5. 学习和他人分享信仰。

E. 栽培课程的内容E. 栽培课程的内容

1. 得救的确据―永生的应许、作儿子的应许等。

2. 灵修生活―灵修的重要、如何灵修等。

3. 教会生活―教会的意义、为什么需要参加教会

等，目的是帮助初信者成为教会的一员。

4. 生活的能力―认识圣灵是能力的源头、要结圣灵

的果子、要追求圣灵充满等。

5. 祈祷生活―祷告的目的、祷告的内容、如何祈祷

等，目的是帮助初信者建立恒久的祷告生活。

6. 顺服的生活―顺服的意义、为什么要顺服神、如

何达到顺服神，目的是帮助初信者过顺服神的生

活。

7. 胜过试探―试探的来源、得胜试探的条件等，帮

助初信者过得胜的生活。

8. 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圣经

在寻求神旨意上的指引，寻求神旨意的步骤等，

目的是帮助初信者过合神心意的生活。

9. 如何讲见证―讲见证的目的和重要性，见证的内

容和讲见证的技巧等，目的是训练初信者随时为

主作见证。

10. 总复习―让初信者重温整个课程的内容，并帮

助他解决学习上的困难。

F. 栽培的方法F. 栽培的方法

可分为小组和个人栽培两种形式。如果有年龄相近

的人同时信主，可用小组栽培；否则，最好用单对

单的个人栽培方法。

二、门徒训练
A. 门徒训练的圣经基础A. 门徒训练的圣经基础

1. 耶稣的计划和策略―为了使福音传遍世界，并使

万民作主的门徒，耶稣拣选和训练 12 个门徒去

传福音，并学习培育他人成为主的门徒（路 6：

13）。

2. 耶稣叫门徒效法他的榜样―训练万民成为主的门

徒（太 28：19–20）。

B. 门徒训练的定义B. 门徒训练的定义

1. 门徒的定义―不断长进、效法主的样式；在福音

工作上多结果子；又透过栽培，保守所结的果子。

2. 门徒的条件：

a. 明白真道，而且定时亲近神。

b. 渴慕在主里不断成长和顺服、遵行神的话。

c. 愿意接受训练，学习传福音和栽培。



16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增长》v2

3. 门徒训练的定义―使信徒达到成熟结果的属灵生

命的工作。门徒训练是叫每个信徒的生命成熟，

并成为结果子的门徒。所以门徒训练有不断繁殖

的使命（提后 2：2）。

4. 门徒训练倍增的精神―一代传一代的门徒训练。

C. 门徒训练的阶段C. 门徒训练的阶段

1. 你传福音―你领“甲”信主。你和“信徒甲”共

一位门徒和一位初信者。

2. 你栽培“门徒甲”成长―初信者“信徒甲”成为

门徒，同时你和他各领一人信主，就是“信徒乙”

和“信徒丙”。现在有 2位门徒和 2位初信者。

3. 你训练“门徒甲”成为栽培员―“门徒甲”栽培

“信徒乙”和“信徒丙”成为门徒，同时各领一

人信主。此时共有 4位门徒和 4位初信者。

4. 你训练“门徒甲”成为训练员―“门徒甲”训练

“门徒乙”和“门徒丙”成为栽培员，同时“门

徒乙”和“门徒丙”栽培其余 4 位初信者成为门

徒，并各领一人信主。此时共有 8 位门徒和 8 位

初信者。

5. 你教导“门徒甲”成为训练导师―使门徒训练可

以不断进行下去，门徒的质与量不断增长。

6. 这时“门徒甲”已经独立―你可以从新开始新一

轮的门徒训练。

 

D. 作门徒的条件―忠心（太 25：14–30）的特质：D. 作门徒的条件―忠心（太 25：14–30）的特质：

1. 渴慕神的话语；

2. 切慕圣洁的生活；

3. 渴望更多认识神；

4. 愿意委身于基督的主权；

5. 渴望被神所用；

6. 有爱人的热忱；

7. 美好的品格（多 1：5–9）；

8. 牺牲的心志。

E. 门徒训练的内容E. 门徒训练的内容

1. 门徒与神的关系―目的是帮助门徒与神建立美好

的关系。

a. 灵修生活；

b. 祷告生活；

c. 读经生活；

d. 奉献生活等。

2. 门徒与人的关系―目的是帮助门徒与家人、朋友

建立美好的关系，并热心传福音。

a. 大使命的异象。

b. 有效的增长，教导培增的观念。

c. 作门徒、如何训练门徒。

d. 分享福音、传福音的方法和福音的内容。

3. 门徒与自己的关系―目的是帮助门徒建立美好的

属灵品格。

a. 攻克己身，治死老我，背十字架跟从主；

b. 作主精兵（提后 2：3–4）；

c. 家庭生活―与家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和建立美好的

婚姻生活；

d. 得胜生活―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

第十五课
患难逼迫、肢体生活与教会增长

信徒忍受患难逼迫，以及有良好的肢体生活，都是

教会增长的重要因素。因为他们不但能感动信徒进

入丰盛的生命，更能够见证基督信仰的真实。

一、患难逼迫
A. 基督受苦的意义A. 基督受苦的意义

1. 基督为我们的救恩受苦（来 2：10）―基督成为

我们的救主，并藉着受苦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

是第一个藉着受苦得荣耀的人，使我们因着相信

耶稣，也可以进到荣耀里。

2. 基督藉受苦学习了顺服（来 5：8–9）―主的顺

服，成为信徒顺服并甘愿为主受苦的榜样。

B. 信徒在基督所受的苦难中有分B. 信徒在基督所受的苦难中有分

1. 基督为我们作了受苦的榜样（彼前 2：21）―信

耶稣的人就是与主的生、死、苦难联合，所以我

们应当学习舍己，为主牺牲。

2. 受苦是我们的本分，为要叫我们得荣耀（彼前4：

13）―基督因受苦得荣耀，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

也跟他一同得荣耀，在天家受父神的称许。

3. 在基督所受的苦难上有分，是认识基督之路（腓

3：10）―主为我们受苦，当我们也为主受苦的

时候，就明白基督如何为我们受苦，我们就更认

识他和爱他。

二、信徒受苦的意义
1. 受苦能考验和锻炼信心（彼前 1：6–7）―如果

我们的信心经得起苦难的考验，就证明我们对主

的信心是坚定和真实的。

2. 受苦能培养信徒成为成熟的基督徒（罗 5：

3–4）―经过患难的人，能够拥有丰盛的生命。

三、肢体生活
A. 圣经的教导A. 圣经的教导

1. 因有同一信仰，所以要竭力持守合而为一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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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4：1–2）。

2. 初期教会肢体相爱生活的榜样（徒 2：42、44–

47，6：1–4）：

a. 彼此交接―在爱中彼此相交，有属灵生命的分享。

b. 变卖田产，凡物公用―信徒甘心乐意奉献自己的

财物，照顾缺乏的人。这是爱心的具体表现。

c. 家中聚会―在家中一同敬拜、读经、祷告，过亲

密的相交生活。

d. 天天增长―因为他们彼此相爱，有喜乐的生命，

吸引许多人信主。

e. 爱心牧养―使寡妇得到照顾。

f. 分工合作―信徒愿意分担使徒的担子，让使徒能

够专心传道祷告，同时信徒又得到照顾。

3. 神的命令―要彼此相爱（约 13：34）。

4. 我们是肢体―要彼此关顾（林前 12：27）。

5. 信徒的需要―要彼此帮助（徒 12：5、12）。

B. 如何实践？B. 如何实践？

1. 经常聚会。

2. 常常互相探访问候。

3. 有不同意见时，要互相包容接纳。

4. 对灵性软弱、患病或经济困难的，加以扶持帮助。

第十六课
布道与教会增长

一、布道的定义
信徒本着火热的心去为福音作见证，并藉着教导与

宣讲，去使听见的人作主的门徒。

A. 本着火热的心去为福音作见证A. 本着火热的心去为福音作见证

我们对人要有火热的关怀，这关怀是从基督的爱而

来的（林后 5：14）。因着基督的爱，我们有动力

传福音。这种火热的心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基

督的爱常在心中的结果。

B. 藉着教导与宣讲B. 藉着教导与宣讲

宣讲的内容一定是耶稣完整的福音，就是耶稣的道

成肉身、死与复活，叫人清楚明白主的救恩。

C. 使人作主的门徒C. 使人作主的门徒

使人作主的门徒是宣讲的目的，让人知罪悔改，接

受耶稣为救主，成为主的门徒，愿意付代价跟随主。

二、新约的布道原则
教会热心布道的原因―遵守主的大使命（太 28：

19–20；徒 1：8）。

A. 传福音的动机（林前 9：15–18）A. 传福音的动机（林前 9：15–18）

保罗传福音的动机是出于神的托负，因此他甘愿放

弃自己的权利，叫人不花钱得福音。

B. 传福音的行动（林前 9：19–20）B. 传福音的行动（林前 9：19–20）

保罗传福音是出于甘心，甘愿作众人的仆人，和他

们一同生活，向他们传福音。其次，保罗传福音是

以对方为中心，和他做朋友，适应他的生活文化，

赢取他的信任，使他容易接受福音。

C. 传福音的优先性（林前 9：22–23）C. 传福音的优先性（林前 9：22–23）

保罗立志，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他把传福音放在

首位，无论在哪里，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传福音。

D. 传福音的人（林前 9：24–27）D. 传福音的人（林前 9：24–27）

保罗为了有好的见证而攻克己身，过纪律的生活，

以美好的见证领人归主。

三、内地社会的情况
A. 社会价值混乱，导致思想真空A. 社会价值混乱，导致思想真空

文革前，很多人受到种种政治运动的影响，否定人

的价值；但文革之后，他们开始接触其他思想，如

心理学，甚至宗教。这是思想的真空期，信徒应该

好好把握，因为人在思想真空的时候，接受福音的

机会比较大。

B. 社会物质化，导致道德败坏B. 社会物质化，导致道德败坏

内地经济开放后，许多人向钱看，看重个人的利益。

人因为向钱看，于是许多不法的事不断发生，使整

个国家的道德往下走，越来越败坏。我们要赶快领

人信主，否则，国家的道德就会越来越坏，而人在

物质丰富的生活中，心也会越来越硬，信耶稣就会

变得越来越难了。

四、内地教会传福音的方法
1. 个人布道；

2. 自由传道；

3. 福音探访队；

4. 布道会。

五、对内地教会布道的一些建议
A. 福音主日A. 福音主日

把某主日定为福音主日，讲道的信息是福音性的。

举办福音主日的好处是气氛较为自然，可以邀请朋

友一同聚会，让未信者一方面可以听福音，另一方

面可以体会基督徒崇拜的气氛。他们参加过主日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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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后，日后再邀请他们聚会就比较容易。

B. 福音性查经班B. 福音性查经班

弟兄姊妹带同一些对福音有兴趣的朋友参加查经

班，查考福音性的经文，让未信者透过查考神的话

认识神。福音性查经班并不是规律性的聚会，三数

个人聚在一起就可以进行。它的好处是让未信者在

较为自然和有弹性的情况下认识主。另外，因查经

比较着重理性的讨论，所以特别适合知识分子。

C. 由教会领袖组织和带领布道事工C. 由教会领袖组织和带领布道事工

1. 领袖有布道热诚，能带领信徒一同作布道工作。

2. 领袖有讲道的恩赐，能照顾信徒的灵命，也能激

发信徒布道。

3. 领袖有领导的恩赐，能带领教会有全面的发展，

使教会增长。

4. 在信徒中有许多好的领袖，可以和传道人配搭领

导。

六、布道的计划
A. 计划期A. 计划期

由委员会订立布道的目标，例：期望信主的人数、

布道的方法、动员信徒布道的人数、跟进初信者的

计划等。

B. 宣传期B. 宣传期

在教会的聚会中向信徒解释布道的计划，分享布道

计划的好处，鼓励信徒参加。

C. 训练期C. 训练期

布道之前必须提供训练，否则信徒不晓得如何传福

音，就会大大减低布道的效果，也会使信徒因此而

感到灰心。

D. 布道期D. 布道期

布道期与训练期应该是衔接的，在训练期的后半

段，应该有布道的行动。因为布道训练不能单单停

留在知识层面上，而是需要实习。

七、神迹奇事与布道的关系
A. 圣经中的神迹奇事A. 圣经中的神迹奇事

创世记记载神创造世界，这是个很伟大的神迹，显

示神能够从无变有。在新约，主耶稣行了许多神迹，

包括医病、赶鬼等，证明耶稣是神。所以，神迹奇

事的目的，就是彰显神的荣耀与权能。

B. 内地有许多神迹发生的原因B. 内地有许多神迹发生的原因

1. 证明耶稣是真神―无神的思想教育，使很多人

接受了无神的观念，加上人没有机会从圣经认识

神，所以，神藉着神迹奇事让人看见他是宇宙的

真神，使人因此可以信主。

2. 为了信徒―许多信徒长久在苦难逼迫中，神藉着

神迹奇事让信徒看见神的大能，坚固他们的信

心。

神迹奇事是叫人认识神的大能和敬畏神的途径，但

要留意，这只是其中一种方法。神迹奇事是出于神

的主权，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所以，神迹奇事只

是让人体会神是神、神的伟大，而使人产生敬畏，

从而认识神，接受救主。其目的是让人因此愿意接

受福音。

第十七课
植堂与教会增长

一、教会存在地上的目的
1. 荣耀神、成为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敬拜神、颂

赞神。

2. 成圣，建立主的身体。

3. 宣扬福音，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二、教会的不同情况
1. 不传福音，变成了快要熄灭的灯台。

2. 稍传福音，在社区中有见证，却不能带领很多人

信主。

3. 稍传福音，却不植堂，教会不能有太大的发展。

4. 努力布道，常常植堂，教会有迅速的增长。

5. 努力布道，计划植堂，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区。

三、为什么植堂？
1. 主耶稣重视教会，是教会的元首。他保护教会，

并让世界各地的教会增长。

2. 植堂是实践大使命的方式。信主的人聚在一起，

过肢体生活，属灵生命能够健康成长，使他们可

以再出去布道和植堂。

3. 建立新堂比扩堂有更快的增长，可以藉新堂在不

同的地方接触更多人。

4. 可以培养更多新的教会领袖，让更多人起来事奉

神。

四、植堂的圣经例证
1. 耶路撒冷教会因为大受逼迫而分散各地，同时也

把福音传到各地（徒 8：1–4）。

2. 因为信徒分散传福音，所以犹太各地、加利利、

撒玛利亚各处都有教会建立（徒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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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徒因受逼迫而分散，他们走到腓尼基、居比

路、安提阿等地方传福音给希腊人（徒 11：

19–21）。

4. 因为各处教会纷纷建立起来，所以耶路撒冷的教

会差遣巴拿巴往各处探望和建立教会（徒 11：

22–24）。他走到安提阿为止，并在那里负起牧

养教会的工作。

五、香港教会的例子
平安福音堂是在 1970 年代，由一群热心的基督徒

所建立的。他们非常重视植堂，有很多热心的信徒，

也有很多人乐意奉献。他们没有漂亮的教会建筑

物，每所教会大概100–200人左右。大约40年后，

平安福音堂已经发展至有 30 多所教会。

六、中国教会的例子
A. 黑龙江刘姊妹A. 黑龙江刘姊妹

“我们这里的教会人数不断加增，只有一位弟兄扶

持，而周围又新增了几个教会，等待我们去扶持。

只靠一人不能完成大使命，我们多么渴望，在我们

的教会能多走出基督精兵。”

B. 重庆熊弟兄B. 重庆熊弟兄

有位熊弟兄，年过而立，妻子也在事奉主，教会在

自己家里设立，带领 20 多只小羊。在一年多里，

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建立了 40 所教会。

第十八课
差传与教会增长

一、差传的定义
差传这个词语来自英文“mission”，翻译为“宣

教”，今天也译作“差传”。差传的定义：教会和

信徒承受主耶稣的大使命，在教会本身的福音工作

以外，以人力、金钱、祷告等，于本国或外国从事

福音工作，建立教会。

二、差传事工的分类
1. 美国加州富乐神学院世界宣教研究所的分类：

a. 同文化的工作―例：华人对华人的福音工作。

b. 近文化的工作―例：华人对日本人的福音工作，

或对少数民族的福音工作。

c. 异文化的工作―例：华人对非洲人的福音工作。

2. 由同文化到异文化，表示文化的距离是由近至

远。好像徒 1：8所说：

a. 同文化就是耶路撒冷，代表了无论在文化和地域

上都是最接近的；

b. 近文化是犹太和撒玛利亚，文化和地域相近；

c. 异文化是地极，在文化和地域上都是最远的。

三、差传的圣经教导
A. 差传的分类（徒 1：8）A. 差传的分类（徒 1：8）

B. 差传是遵行耶稣的大使命（太 28：19–20；可B. 差传是遵行耶稣的大使命（太 28：19–20；可

16：15–16）16：15–16）

C. 整本新约圣经充满了差传的教导C. 整本新约圣经充满了差传的教导

1. 四福音：差传的信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

救恩。

2. 使徒行传：差传的发展―使徒为主作见证，直到

地极。

3. 新约书信：差传的关系―宣教士写信给他所建立

的教会，作真理的教导。

4. 启示录：差传的终极目的―启示录写作时，教会

已经到处遍植，得救的人数增加。教会要装饰整

齐，等候基督的降临。

D. 推动差传的模范教会（徒 13 章）D. 推动差传的模范教会（徒 13 章）

1. 人数少仍推动差传―安提阿是第一个实行差传的

教会。安提阿教会成立了 4 年后，就开始差传的

工作，差遣第一对宣教士巴拿巴和保罗到远方传

福音。一所成立了 4 年的教会，人数应该不多，

但他们没有因为人数不多而不开展差传的工作。

2. 经济不足仍推动差传―那时耶路撒冷教会有饥

荒，安提阿教会以爱心捐献金钱给他们。安提阿

教会是在患难里建立的，加上对耶路撒冷爱心的

捐献，相信他们不会太富有，但他们凭信心把宣

教士差遣出去。

3. 有差传的异象―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

提阿起首。信徒的生活为人都像主耶稣，有非常

美好的生命见证，并且甘愿为主殉道。他们有这

样的生命见证，是因为有差传的异象，因而充满

布道热诚，不断地兴旺福音。

四、教会增长的要素
1. 质和量的增长。

2. 延伸的增长―植堂。建立自养、自治和自传的教

会。

3. 贯连的增长―差传。教会差遣宣教士到国外，建

立同文化或是异文化的教会。

如果从同文化、近文化、异文化的分析来看，延伸

的增长和贯连的增长都属于差传的范围。教会增长

的专家说，教会增长的方程式是：生命增长加上扩

展增长，再加上延伸增长，又加上贯连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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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会如何推动差传？
A. 中国教会实践差传的可行性A. 中国教会实践差传的可行性

中国教会暂时不能做异文化的差传，但可以做同文

化和近文化的差传。例：

1. 同文化―差遣人出去，向跟自己教会没有直接关

系的人传福音，并建立教会。例：教会是说普通

话的，可以差遣一些人向说广东话的人传福音，

并建立一所以说广东话为主的教会。

2. 同文化―离开自己教会的地区，向同胞传福音。

例：北京的教会差遣人到广州，向广州人传福音，

并在广州建立教会。

3. 近文化―向少数民族传福音，带领他们归主。

B. 如何在教会中推动差传？B. 如何在教会中推动差传？

1. 促进差传的领袖―推动差传的先决条件是教会的

领导人有差传的异象，才能推动信徒认同和参与

差传的工作。

2. 组成差传委员会―要推动全教会参与差传事工，

必须物色对差传有负担的信徒组成差传委员会，

向信徒教育差传的意识，并鼓励信徒奉献金钱支

持差传事工，以及组织差传祈祷会等。此外，要

协助牧者制定和推行差传计划。

3. 促进差传的方法：

a. 差传教育―有系统地教导信徒有关差传的圣经真

理，以及差传的知识、原则、方法、策略等，让

信徒了解差传的意义，并热心回应差传的异象。

b. 祷告支持―差传是拯救灵魂和建立教会的工作，

所以祷告是很重要的。教会应组成差传祷告会，

特别为差传事工和宣教士祷告，也鼓励信徒在私

祷中常常记念差传的需要。

c. 物质的支特―差传事工需要大量的经济支持，包

括宣教士的生活费、建立教会的经费等。所以教

会要设立差传基金，鼓励信徒奉献，使教会有足

够的经费发展差传事工。

d. 培养自己的宣教士―牧者应该栽培和鼓励信徒成

为宣教士，好让福音能够广传开去。同时要举行

训练班，以培育更多宣教士。训练内容应包括：

圣经真理、传福音的技巧、差传的知识、建立教

会和牧养的装备等。

4. 宣教士的类型：

a. 典型宣教士―主要在宗教自由的地方作开荒布道

和建立教会的工作。一般任期为 4 年，须接受神

学和语言文化适应的训练，以配合事奉的需要。

b. 短期宣教士―工作地区没有限制，多是暂代宣教

士的工作，所以训练一般都没有规定。

c. 织帐棚宣教士―多在宗教或政治不自由的地区事

奉。“织帐棚”的意思是带职宣教，一方面工作，

另一方面宣教。训练方面，除了一般的神学知识

和文化语言的训练之外，还要有专业的资格，例：

工程师、医生、会计师等。

5. 如何参与异文化的差传事工―为一些对福音封闭

的国家及该地的宣教士祷告。索取有关祷告的资

料。

第十九课
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

一、自治、自养、自传的历史背景
A. 宣教士来华时期A. 宣教士来华时期

“三自”的观念是来自来华宣教的西教士。在 19

世纪，宣教差会已经讨论中国教会自立的可能性。

到了 1877 年，宣教差会定下中国教会 3 个自立的

阶段：

1. 宣教士领导和植堂的阶段。

2. 教会半自立，地方教会自行按立牧者。

3. 教会自立，宣教士的支持全部撤出。

B. 宣教士推行三自计划进行缓慢的原因B. 宣教士推行三自计划进行缓慢的原因

1. 中国教会跟政治和社会分割―当时西教士受到不

平等条约的保护，使许多官绅和知识分子对基督

教不满，导致教会和社会隔离，使中国教会在社

会上没有立足点，很难发展。

2. 宣教差会在目标和执行上自相矛盾―差会虽然希

望中国教会自立，但信徒在西教士的保护下成

长，养成倚赖的习惯，素质莨莠不齐。教会也缺

少知识分子，人材难求，所以出现许多难处。

C. 民国初年中国教会的醒觉C. 民国初年中国教会的醒觉

1. 原因：

a. 中国信徒的主动性―因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中国

信徒在社会的地位渐渐提高。加上部份信徒领

袖有积极的影响，许多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信主，

教会的素质大为提高，加强了中国教会自立的条

件。

b. 民国成立，带来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加速中国教

会的自立运动。

2. 中国教会的 3种自立模式：

a. 闽南教会的自立模式―闽南教会是最早自立的教

会。教会由华人自治，但宣教差会提供某个程度

的支持。

b. 上海教会的自立模式―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信徒

增加，民族意识也增强，许多信徒开始对宣教差

会的保护和管治不满，因而自立本色化教会，例：

真耶稣教会、耶稣家庭等。

c. 华北教会模式―这模式出现于华北、天津和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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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信徒多是知识分子，觉得教会应有全国性

的全盘宣教策略，地方教会也要有更多的连合。

他们展开了把各宗派教会联合的运动，并成立全

国性的中华基督教会，以保留各宗派的个别特

色，又共同承认、协调，并谨守一些基本的信条。

D. 中国教会实质地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D. 中国教会实质地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

1. 广大的家庭教会和在农村中自发增长的教会，在

完全没有西教士的支援下，基本上都已达致自

治、自养、自传。1954 年，在国家的推动下，中

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

2. 无论在什么时候，或是透过什么团体建立的教

会，按圣经原则，都应该是自养、自治及自传的。

以目前内地实际的情况来说，现在分布各地的教

会，按圣经的观点，都已经是自治、自养、自传

的了。

E. 总结前人的经验E. 总结前人的经验

1. 有效的自立运动，必须由教会内部自发开始。

2. 中国教会跟普世教会的联系，以及对普世教会的

意识，与中国教会自立运动的健康程度有关。

3. 自立运动与信徒本身的素质有密切的关系。

二、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
A. 祈祷A. 祈祷

1. 为全教会的信徒都有植堂的异象祷告。

2. 为参与植堂计划的牧者和信徒祷告。

3. 为参与植堂行动的人祷告，例：建立新教会的牧

者和信徒。

B. 计划B. 计划

1. 建立清楚的目标―植堂的目标要清楚明确及可以

量度。

2. 搜集资料―要决定达到目标的方式和方法，就要

做资料的搜集。

3. 征召工人―征召一些有负担或适合的人选，差遣

出去做植堂的工作。在差遣之前要给他们适当的

训练，例：传福音、栽培、讲道训练等。

4. 决定方法―决定用哪种方法开始布道，例：逐家

布道、福音性查经、友谊布道、综合布道法等。

然后装备信徒用这种方法有效地传福音。

5. 搜罗工具―决定方法后，就要搜罗有关传福音的

工具和资料。

6. 制定预算―决定整个植堂计划所需的经费，制定

经济的预萛。

C. 建立布道点C. 建立布道点

布道点最好由家庭查经班开始，内容可由最初的查

经，渐渐增加唱诗、敬拜、祷告、读经、传福音等。

聚会可按需要而有弹性地进行。

D. 建立团契和敬拜小组D. 建立团契和敬拜小组

这是教会的雏型，有教会的内容，如敬拜、主日学、

团契和传福音等，但不用太多的组织架构。聚会仍

然有弹性，使信徒集中力量传福音。

E. 建立有生命力的教会E. 建立有生命力的教会

1. 有生命力的教会的定义―一群已受洗的信徒，自

动联合起来，维系于一些清楚的信仰条文及章程

细则，按照章程选举和委任职员，经常崇拜、查

考圣经、彼此交接、遵行圣礼，并且对所在社区

和整个世界宣扬大好的信息。

2. 有生命力的教会，就是自治、自养和自传的教会。

信徒晓得奉献的意义，教会能够自给自足，有教

会的规则章程，有清楚的信仰教义，能够装备信

徒，能够有效地自治，又有传福音的热诚，可以

不断地领人归主。

三、自治、自养、自传的步骤
母会应制定一个 3–5 年的计划，帮助新堂在几年

后可以自立。下面是计划的重点。

A. 订定支持新堂经费的预算A. 订定支持新堂经费的预算

这资助预算应逐步递减，让新堂在经济上渐渐自

立。母会要教导新堂奉献的意义和责任，好让新堂

的经济在几年后可以自立（内地教会可灵活运用）。

B. 母会要帮助新堂自治B. 母会要帮助新堂自治

训练信徒事奉、教导圣经的知识，并为新堂订立教

会章程和组织行政等，使新堂在几年后可以独立自

主，而母会只扮演关怀的角色。

C. 帮助新堂自传C. 帮助新堂自传

1. 训练新堂全民皆兵地传福音，让他们在传福音的

事上渐渐成熟，可以自己承担发展福音事工、栽

培信徒的责任。

2. 新堂自立后，母堂与新堂的关系应是肢体的关

系。在属灵生命上有交流，但在行政和经济上却

要让新堂独立。母会可以继续到别处植立新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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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课
韩国教会增长的分析

（周广亮牧师）

韩国于 1882 年实施开放政策，1884 年开始有基督

教宣教士抵韩。虽然天主教教士早于 17 和 18 世纪

便到朝鲜半岛传教，但基督新教的增长在整个 20

世纪，成就了一个国家里教会快速增长的典范。如

今，韩国教会 6万间，传道人 20多万，基督徒（包

括天主教）1,000 多万，占人口的四分一，相比佛

教徒占 22.8%，在亚洲少见。除了第一任总统李承

晚（任期：1948-1960）是基督徒外，历任国家领

导人中非军人总统之半数，皆为基督徒。金泳三总

统（任期：1993-1998）是教会长老，金大中总统（任

期：1998-2003）是天主教徒，李明博总统更是活

跃作见证的长老（任期：2008-2013）。

一、惊人的教会增长
A. 信徒的增长A. 信徒的增长

1. 韩国更正教于 1960 年有 5,000 间教会，至 2000

年增长为 6 万，40 年增加 12 倍。信徒数字由

1960 年的 60 万，至 2000 年的 870 万，同样的

40 年，人数增长了 14.5 倍。

2. 1986 年国际巡回布道者大会于荷兰阿姆斯特丹举

行，大会讲员之一韩国布道家金章焕牧师于讲道

中把韩战后的 30 年该国教会增长的数字，化整

为零的公诸于世：1955 年韩国有 4,000 间教会教

会，近 100 万信徒；1965 年增至 8,000 间教会，

200 多万信徒；1975 年达 1.6 万多间教会，430

万信徒；1985 年 3.2 万间教会，1,000 万信徒。

3. 从韩国早期基督教历史看，增长率更高。1885

年两位宣教士元杜尤（Horace G. Underwood,  

1859-1916）与亚扁薛罗（Henry G. Appenzeller, 

1858-1902）最先抵韩，10 年后（1895 年）信

徒有 956 人。20 世纪前半叶（1900 年），信徒

增 至 20,914 人，1910 年 177,692 人，1920 年

319,359 人，1930 年 314,535 人。1900–1920 年

的 20 年间，信徒人数增长了 15 倍，主要原因是

1907 年轰动教会史的平壤大复兴所致。

B. 宣教士的增长B. 宣教士的增长

1979 年，韩国派出 93 名宣教士；1989 年为 1,178

人；2006 年达 14,905 名；至 2011 年，韩国已派出

24,000 名宣教士，在全世界宣教，成为全球仅次于

美国的第二大宣教士差出国。

C. 最早的跨文化宣教士C. 最早的跨文化宣教士

1909 年开始，监理教（循道卫理会）把韩国国内宣

教部改为“国内外宣教部”，第二年差遣孙贞道牧

师到中国。1913 年，长老会差遣 3 位宣教士到山东

莱阳县。在 1918、1921、1923、1931 和 1937 年，

韩国长老会分别差出 5 届宣教士到山东省，其中方

之日牧师坚持事奉到 1957 年才回国。根据纪录，

1923 年之时，有 591 名中国人受洗，连同韩国人共

815 人，建立了 25 个聚会所和 19 所私立学校，共

436 个学生。

二、苦难的历史际遇
A. 韩国战争（抗美援朝）A. 韩国战争（抗美援朝）

据称在 3 年韩战（1950–1953 年）中，西方投入

了 200 亿美元的战费，美国送出了三分一的陆军、

五分一的海军兵力。16 国的联军共有 200 多万兵力

参战。韩国自己军民死伤和失踪近 100 万人，北韩

约 155 万人，联军 109 万伤亡，中方的死亡数字是

148,977 人。接踵而来的，是军人铁腕统治 30 年；

至 1990年代，才出现所谓的文人领袖。百年沧桑，

塑造韩民族强韧性格和倚靠上天的宗教土壤，成为

教会增长的重要因素。

B. 三一独立运动B. 三一独立运动

1. 在 19 世纪末，迎接 20 世纪朝鲜半岛的，是被

日本并吞，后来连百姓的名字和祖姓也被日化

（1938年强行“创氏改名”令）。日治近40年后，

未及喘息，韩战爆发。1910 年，朝鲜完全落入日

本统治，韩国史进入日治时代 45 年。

2. 今天仍然是公众假日的“独立运动纪念日”，事

发在 1919 年 3 月 1 日，由一个基督徒女中学生

柳宽顺引发，并带动全国争取独立的示威。“独

立运动”也称“三一运动”，以教会为中心，教

会成为爱国救国的见证。学生摇扬太极旗冲出街

头的激昂，感动全国百姓。一个月里有1,000,368

万人次参与示威（当时人口少于 2,000 万），

3,336 人被杀，受伤 9,227 人，35,712 人被囚。

这是日本统治韩国 9年后的韩国人救国行动。

3. 1919年5月发表的教会受害数字：17间教堂被毁，

部份破坏的 24 间，有受损毁的 41 间。6 月 30 日

的数字显示，有 2,190 名基督徒入狱，包括 151

名传道人，比信仰其他宗教的入狱人数 1,556 人

为多。这些基督徒和教会的伤亡与破毁数字，只

是漫长救国运动的开始，教会和基督徒在整个国

家中，留下爱国的美好榜样。

三、儒家的优秀传统
1. 受中国文化影响，韩国人重视礼仪和长幼有序的

儒家文化。牧师、老师、长者和男性被重视的传

统，也促进教会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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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个教堂或聚会点的牧师都要负责神话语的教

导。堂主任一定会在主日崇拜讲道，并且不会在

主日崇拜缺席。因此，一个堂会的牧师一年要讲

约 50 堂的讲道。这个传统和海外的华人教会很

不同。另外，驻堂牧师还要带领每日清晨的祷告

聚会，从不间断地以真道和祈祷牧养信徒。这对

教会的增长有重要影响。

四、敬虔的特殊文化（祷告、礼仪）
韩国学者钟大卫博士（David Chung）在他的博士

论文披露，早期韩国基督教成长的文化土壤，为三

教合一的结果：儒家提供了基督教的形态与结构，

佛教的极乐世界提供了天国的向往，道教则预备了

灵界神秘的基础。另外，传统的民间撒满（巫术）

信仰，由圣灵的大能所取代。

A. 祷告的文化A. 祷告的文化

1. 韩国教牧杂志《牧会与神学》及该国研究机构

Global Research 做了一项调查，目的是了解传

道人的讲道事奉。调查由 2007 年 1 月 20 日至 2

月 5 日进行，向全国 578 位堂主任提出 90 条问

题，其中关于讲道与祷告的问题是：“为讲道所

花的祷告时间有多少？”回答如下：少于 30 分

钟―32.7%；30–60 分钟―27.4%；1–2 小时―

19.0%；2 小时以上―20.9%。这显示传道人为预

备讲道所花的祈祷时间平均为 99.6 分钟（近 1

小时 40 分钟）。

2. 晨更祷告运动―韩国 6 万间教会都举行每天早上

4 点半至 6 点的晨更祷告会。晨更祷告之历史源

于 1907 年平壤大复兴时期，由当时的布道家吉

善宙（1869-1935）推行而成形。吉善宙是当代

两位布道家代表之一，他曾因抗日爱国而入狱 3

年。吉牧师热爱圣经，读了 10,100 次启示录，

几乎可以背诵；新约 100 次；旧约全部 30 次，

前半部数百次。他的布道行踪遍朝鲜半岛，并远

至东北，合计 20 万里。

B. 语言的特性B. 语言的特性

语言影响人的思维和文化，语言本身是文化的载 

体。例：讲道与祈祷常用语法中的最尊称，表达对

神的敬畏和信徒的敬虔。

C. 赞美诗的统一使用C. 赞美诗的统一使用

全国和全世界的韩国教会，在主日崇拜和正规聚会

中使用同一个诗本。一致性和一元特性，是威权文

化的特点。

五、圣灵的工作（灵恩运动 /复兴运动）
韩国教会史学教授朴容奎指出，该国教会的一大特

色为持续的教会复兴运动。韩国教会的五度大复兴：

1. 1903 年的元山大复兴和 1907 年的平壤大复兴，

是由罗伯特•哈迪（Robert Hardie）医生带动。

1909 年，韩国教会立即展开“百万救灵运动”，

开始了差传事工。

2. 1920–1930 年代的复兴。

3. 韩战后的复兴―这个时期教会更加广泛地增长。

以赵镛基牧师为首的五旬节灵恩运动大行其道。

4. 1974 年开始，国际性福音宣教大会接二连三地在

韩国举行。

5. 1980 年代展开门徒训练和海外宣教运动，直到今

天。

六、韩国教会的危机
A. 负增长A. 负增长

由 21 世纪开始，韩国教会的新危机是信徒减少。

韩国统计厅的资料显示，1995–2005 年间，韩国基

督教信徒数字减少 144,000 人（1.6%）。基督教伦

理实践运动所做的调查显示，一般韩国非基督徒不

相信教会的比例是 45%。经济发达、社会进步和安

逸的生活，导致人民追求享乐，精神容易趋于懒散，

失去20世纪初抗日救国和韩战后重建家园的奋发，

以及倚靠神的精神。

B. 基督教与道德性B. 基督教与道德性

1. 2003–2005 年间刑事罪犯的宗教背景和犯案比例

如下：佛教、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圆佛教、

其他宗教、无宗教和未知之中，基督徒排名倒数

第二，最良好的为天主教（见以下图表）。

宗教信徒的刑事犯罪统计（2003–2005 年，平均）宗教信徒的刑事犯罪统计（2003–2005 年，平均）

佛教佛教
基督教基督教

（合计）（合计）
新教新教 天主教天主教 圆佛教圆佛教 其他宗教其他宗教

宗教宗教

（合计）（合计）
无宗教无宗教 不详不详 总计总计

犯案数（3年平均）
349,457

（16.0）

267,197

（12.2）

218,308

（10.0）

48,889

（2.2）

4,357

（0.2）

76,685

（3.5）

697,557

（32.0）

968,186

（44.4）

516,674

（23.8）

2,182,204

（100.0）
犯罪人数比例（人）

1/31 1/52 1/39 1/105 1/30 1/15 1/36 1/23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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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思―基督徒的犯罪率（1/39）虽低于其他宗教，

但远不及天主教徒的行为操守（1/105）。这显

示，基督教除了强调个人救恩之外，更应在社会

福利、公共道德和行为操守的教育上多加努力。

第廿一课
香港教会增长的分析

（姚谦牧师）

一、前言
1. 在殖民地时代，基督教在香港发展迅速，并且和

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1950年代开始，

香港教会已经紧贴着社会步伐，针对社会的需要

提供服务。

a. 1950 年代，香港教会得到欧美传道会大力支持，

为从内地源源涌入的难民提供接济，也为为数不

少的大专学生提供奖学金。

b. 1960 年代，由于香港教会和外国传道会联手回应

政府的要求，努力兴办学校，香港得以在 1978

年开始 9年免费教育。

c. 到了 1970 年代，随着社会发展，香港教会的服

务更是多元化，全面贴近社会的需要，例：学校

社会工作、寄养服务、中途宿舍、老人中心、青

少年发展服务、外展服务等。

d. 到了 1980–1990 年代，教会在社会福利服务方

面的角色更加清晰，也得到政府的认同和资助，

进一步推动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运动发展。

从以上可见，香港教会的增长与社会的发展实在

有着重要的关联。

2. 香港的新教信徒人数仍维持在约 50 万。按新近

统计，目前香港的基督教会约1,300–1,400间，

不少是大宗派如中华基督教会、路德会、浸信会、

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圣公会等，其他则属规模较

小的宗派和独立教会。

二、2009 年“香港教会普查”概要
A. 堂会的人数A. 堂会的人数

1. 据 2009 年的普查，得出全港在教会会友名录上

有登名的会友（名册会友）人数为 478,803 人，

平均每周出席崇拜人数为 292,287 人，会众人数

有 320,923 人，居港会友有 287,759 人，领圣餐

人数有 183,268 人。

2. 与2004年的普查比较，以上各组人数均见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出席各类崇拜聚会的人数比 2004

年的普查多出 75,548 人，而堂会崇拜平均人数

更由 183.5 人升至 233.8 人，反映过去 5 年间香

港的堂会人数“有明确增长”。

B. 堂会的规模B. 堂会的规模

1. 相比 2004 年的普查，2009 年的普查发现，小型

堂会（50 人内）及中小型堂会（51–100 人）减

少，而中型（101–200人）或以上堂会显著增加。

2. 大型堂会（501–1,000人）及特大型堂会（1,000

人以上）由 2004 年普查的 61 间升为 91 间，并

且崇拜人数更由 7 万多人跃升为 11 万多，显示

“堂会生态的不均现象”。

C. 会众年龄C. 会众年龄

1. 调查发现，5 年来 46–64 岁中年会众占人数比率

的 4.2%，比 2004 年普查的 2.8% 有明显上升。

2. 至于 15 岁以下及 15–24 岁的青少年人数，也由

2004 年的 6.6 万多，加增至 8.6 万多，增长了

约 2 万人，显示教会的青少年事工“有正面的果

效”。

D. 其他调查内容D. 其他调查内容

这次普查因应社会转变而增加了一些调查内容，如

教牧同工流动的情况、教会提供无障碍通道情况、

时代敬拜对传统教会的影响、小组牧养的普遍程

度，以及教会对社会参与程度等。

E. 对社会课题的关注E. 对社会课题的关注

1. 在教会不断倡议提高社关意识之际，普查就堂

会过去两年所关注的社会课题作出调查，发现

最多堂会关注的是金融海啸（63.9%）、色情文

化（54.3%）、家庭问题（52.4%）、家庭暴力

（45.4%）等。

2. 教会对突发灾难的关注明显增加，比 2004 年的

普查上升达 26%。

3. 对同性恋课题的关注也有显著升幅，由 1999 年

普查的 5.2%，升至 2004 年普查的 17.5%，再跃

升至 2009 年普查的 39.9%。

4. 不过，堂会的关注“以私德为主”，对民主进程、

社会公义及人权的关注均见倒退。

三、从普查结果了解教会增长面貌
A. 会众的增长A. 会众的增长

1. 普查的结果显示，全港名册会友较 5 年前增加逾

9 万人，达 478,803 人；而平均每周崇拜人数则

增加了 7.5 万，至 29 万人。

2. 在堂会数目方面，调查的最新数字为 1,250 间，

较 2004 年增加了 69 间。

3. 最有效的布道方法为友谊布道或“一领一”。

4. 涉及教会纪律的个案中，占最多的为性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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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离婚。

5. 其余结果：

a. 会众年龄以 25–44 岁的组别最多，其次为

45–64 岁。

b. 新来港人士会众的人数有所增加，而表示有新来

港人士参与崇拜的堂会达 49.2%。

c. 堂会牧养模式方面，小组牧养及部门分工并重的

混合模式上升，反映堂会在架构方面灵活运用，

多了个别关注弟兄姊妹。

d. 除崇拜以外的教会聚会中，最多会众参加的为团

契或小组，约为 51.1%；而主日学或圣经教导课

程则只有 24.4%。

e. 最受教牧欢迎的进修科目为辅导，约占选修科目

的 60%，比差传及城市宣教为多。

f. 逾 80% 的堂会培育课程以慕道 / 栽培课程及查经

/ 圣经课程为优先，其次是个人布道。另外，较

长期的课程通常不能成功举办，短期课程较受欢

迎。

g. 教会开始重视少数族裔信徒。

h. 堂会与内地教会的交流增多，逾 60% 堂会过去 3

年有和内地合作的事工，包括访问交流、培训、

神学教育、布道等。

i. 堂会差遣会友事奉的地点以海外为主，占

52.1%，差遣到内地的占 39.4%。

j. 堂会最主要的困难是资源不足，包括：场地、人

手、经费不足及缺乏领袖等。

k. 堂会参与社关活动的形式，以捐款救灾为主，占

75.1%。另有 51.9% 堂会表示有鼓励信徒投票，

而登报联署发声明的则有 26.2%。

l. 逾600间堂会表示，他们关注的课题以金融海啸、

色情文化及家庭问题为主，涉及民主及人权的，

大约只有 5%，比 2004 年有倒退的现象。

B. 教会的增长B. 教会的增长

堂会数目由 2004 年的 1,181 间增加至 1,250 间，

共增加了 69 间。崇拜人数由 2004 年的 216,739 人

增加至 292,287 人，共增了 75,548 人，年增长率

为 6.2%。堂会崇拜人数中位数则由 2004 年的 114

人增加至 126 人。这些增长数据是整份报告中最让

人兴奋及感恩的。然而，前述 6.2% 的年增率是整

体数据，中间其实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包括有 26%

堂会属负增长堂会，40% 堂会有 0–5% 增长，25%

堂会有 5–12% 增长，而只有 9% 堂会有超过 12% 增

长。在“年增率”与其他变数（“相关系数”）的

测试中，有以下发现：

1. 堂会的规模：

a. 特大堂会（1,000 人以上）及特小堂会（50 人以

下）年增率较高，分别为 6.7% 及 5.7%。中型堂

会（51–100 人、101–200 人、201–500 人）年

增率较低，分别为 3.1%、2.7% 及 3.1%。

b. 数据没有显示当中原因，只显示中型堂会得反省

为何较大及较小的堂会可有较高的增长，以及在

牧养神学与教会事工中作出相应的转变，方能有

较高的增长。

2. 青少年事工：

a. 青少年事工果子累累，可从 3方面看到：

① 青年崇拜人数倍增―由 2004 年的 11,509 人增

至 2009 年的 24,852 人，增加了 115%。此数字

还未计算参与大堂或成人崇拜的青少年人。

②	在学校进行崇拜的堂会数目大增―由 1999 年

的 178 间， 至 2004 年 的 231 间， 再 至 2009

年的 284 间。10 年里增加了 106 间，增长约

60%，占这段期间所有增加堂会的 87%。当中的

假设是，在学校崇拜的堂会的主力是放在学生

事工上。

③	在学校崇拜的堂会人数也大增―由 2004 年的

28,617 人增至 2009 年的 46,983 人，增加了

18,366 人，增长约 64%。

b. 从这些数据看，着重青少年崇拜及在学校中崇拜

的堂会，年增率较高。数据也显示青少年事工仍

在增长中，要继续努力，以保持及提高增长。

3. 小组牧养：

a. 有小组牧养的堂会的年增率较没有小组的为高，

但这个现象只在 200 人以上的堂会出现，至于

200 人以下的堂会，则两者没多大分别。有小组

牧养的堂会包括了“以小组牧养为主导”的堂会

（占全港教会 13%）及“以小组牧养及部门分工

推动事工并重”的堂会（占全港教会 42.8%）。

至于“以部门分工推动事工主导”的堂会，无论

是 200 人以上或以下，皆显示了较低的年增率。

b. 20 年前“以小组牧养为主导”的堂会模式开始在

香港出现，10 年间影响近 200 所堂会转型为小组

教会。当中规模较大的堂会，甚至不鼓励会友进

入传统神学院接受装备，反而在堂会中自设培训

学校，培训教会需要的牧职人员。

c. 那些没有转型的堂会，大都加强了小组的牧养功

能，因此演变为“以小组牧养及部门分工推动事

工并重”的新模式，效果与前者也不遑多让。对

神学教育而言，重点不在教会采用什么模式，而

在培育及动员会众。

d. “以小组牧养为主导”的堂会，如果能够加强对

会众的培训，让会众投入事奉，也会产生较高增

长率。

4. 推动灵修或静修：

a. 有推动灵修或静修的堂会的年增率，较没有推动

的堂会为高。然而，这现象只在 200 人以上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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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至于 200 人以下的堂会，则两者没多大

分别。

b. 其中一个解释，是 200 人以上的堂会资源较多，

有足够实力推动不同事工，并且可以产生正面效

果。注重灵命塑造及属灵操练，提供机会集体操

练，让会众的属灵生命得着培育，也是教会增长

的要素。

5. 社会服务：

a. 基本上，有提供社会服务的堂会的年增率，较没

提供社会服务的为高。在 200 人以上的堂会中，

有提供温习服务、新来港人士服务、扶贫服务及

中学服务的，年增率较没有提供的为高。在 200

人以下的堂会中，有提供小学服务、学童托管服

务、老人中心服务、老人服务及家庭服务的，年

增率较没有提供的为高。

b. 堂会关注不同的社关课题，对年增率也有影响。

在 200 人以下的堂会中，有关注教育政策的，有

较高的年增率。而 200 人以上或以下的堂会，有

关注人权、社会公义及民主进程的，年增率明显

较没有关注的堂会为低。

6. 植堂事工：

a. 植堂事工的步伐虽然放慢了，但仍然有增长。相

对于 1999–2004 年增加了 104 间堂会，2004–

2009 年只增加两 71 间。不过，却有 216 间堂会

计划开拓新堂。

b. 在这 216 间堂会中，年增率较高的堂会数目仍多

于年增率较低的，尤其 200 人以上的堂会。

 

C. 信徒的牧养C. 信徒的牧养

1. 男女比例：

a. 会众的男女比例差距继续扩大，由 5 年前 38.5：

61.5，扩大至 37.7：62.3。

b. 有堂会察觉并努力面对此现象，例：开拓男士事

工。但仍然需要时间，才能评估成效。

c. 堂会需要做整体性的检讨和回应，方能改善男女

比例差距大的问题。例：教会整体的文化能否更

迎合男士（不同年龄，由儿童至老人）？讲坛信

息能否吸引男士？事工能否回应男士需要？家庭

事工如何突破？

2. 会众年龄：

a. 会众年龄也和 5 年前有些微不同。较为显著的，

有 15 岁以下、45–64 岁及 65 岁以上 3个组别。

b. 15 岁以下组别增加了一万多人，占全港同组人数

的 4.78%（5 年前则占 3.09%）。这显示了青少年

工作的成果。

c. 至于另外两个组别，就是撇除了由下一组别自动

升入的因素，也有显著的升幅。45–64 岁组别由

5 年前的 2.8% 升至 4.16%，64 岁以上组别则由

2.25%升至4.95%。为何此两组别人数显著上升？

是针对他们的福音事工加强了，抑或有其他因

素？是金融海啸导致一批有经济成就的中年人反

思财富问题，因而对福音有所回应？是和退休及

提早退休潮有关？香港人口呈老化现象已是不争

事实，如何保持及加强此两组人士的福音事工，

将会是堂会未来的挑战。

3. 在教牧同工眼中，信徒常遇到的困惑是工作及子

女教养，分别占 66.2% 及 46.1%；其次是危疾、

长期病患、健康、学业及人际关系等。

4. 至于堂会纪律个案，仍以性道德及离婚性质为

主。因此，需要加强辅导及基督教教育课程，以

装备信徒处理个人成长、人际关系、婚姻、家庭

及子女问题。

5. 面对牧养信徒的挑战，教牧同工多有在职进修。

66.9% 堂会提供不同形式的在职进修安排。教牧

同工进修的科目仍以辅导为多，有 60.5%；继而

为圣经 46.3%；神学 43.3%；领导、管理 34.8%；

灵修 22.7%；以及差传或城市宣教 21.1%。

四、结语
按上述普查所得，香港教会增长的动力可暂且归因

为 6大因素：

1. 增长教会一般均具备活泼的主日敬拜。

2. 增长教会重视青年与学生事工。

3. 增长教会有效运用小组结构推行关怀牧养。

4. 增长教会的会众一般积极参与服侍，且在培育灵

命上取得平衡。

5. 增长教会保持教牧的稳定和素质，提供在职培

育。

6. 增长教会促使会众具有广阔眼光、国度异象。

五、附录
A. 教会增长运动历史简介A. 教会增长运动历史简介

1.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初―孕育期，开始面对跨

文化宣教的挑战。

2. 1920 及 1940 年代―理论创始及宣教应用期。

3. 1950–1965 年―回归北美及预备期。

4. 1965–1980 年中期―起飞及大发展期。

5. 1980 年中期至今天―百花齐放期。

B. 马盖文教会增长策略的 5个重点B. 马盖文教会增长策略的 5个重点

1. 重视藉领人归主带来的数字增长―认为教会常重

视牧养、造就信徒而忽略布道，所以要强调归主

的人数。

2. 把力量集中投放在对福音积极回应的群体中―教

会的领袖要观察不同群体对福音接受的态度，从

而了解谁是神已预备好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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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辨认同类群体（homogeneous group）及推动群

体归主运动―群体归主是指在同类群体中个体互

相影响而归主，与“集体归主”有别。从社会学

角度看，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神学上却有争议。

4. 在教会增长的研究中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

5. 运用属灵的恩赐及能力―无论在理论及实践上，

圣灵的工作都是重要的。

C. 教会增长运动各主要流派模式C. 教会增长运动各主要流派模式

1. 权能增长模式（Spiritual Power Model）。

2. 巨型教会（Mega-Church Model）。

3. 倍增植堂模式（Multiplication Model）。

4. 细胞小组教会模式（Cell Church Model）。

5. 教 会 更 新 的 增 长 模 式 ― 启 发 模 式（Alpha 

course）。

6. 健康堂会模式―自然教会发展（Natural Church 

Development）。

7. 韩国的 ICGK（Institute for Church Growth in 

Korea）。

D. 马盖文参考初期教会而提出的增长学理念D. 马盖文参考初期教会而提出的增长学理念

1. 须以大使命为教会增长的目标。

2. 其中要有跨科制整合（Integration）。

3. 避免直接套用不同模式。

4. 慎防“业余化后遗症”（Amateurization）。

第廿二课
中国内地教会近年增长的分析

自从马礼逊来华，基督教传入中国，教会便在中国

落地生根，不断成长。虽然经过了初期被禁止，后

来又因战乱及政治等因素，有过不少艰难的岁月或

停滞的阶段，但整体上，可以看见神一直带领着中

国教会稳步向前发展。本课的分析，主要使用中国

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 2009 年所做的

“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报告”中的数据。影响

中国教会发展的因素相当复杂，地区性差异也很

大，这些数据不一定能够完全反映真实的情况。但

是作为一个参考，可以看出教会发展的一些趋势。

一、从基督徒的人数看教会增长
A. 中国基督徒人数占全国人口 1.8%A. 中国基督徒人数占全国人口 1.8%

总数总数 受洗受洗 未受洗未受洗 男男 女女
2,305 万 67.5% 32.5% 30.1% 69.9%

1. 这是非常保守的数字。但无论如何，中国基督徒

的人数在中国人口中的比例还是相当低，我们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2. 我们要思想，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还没有信主呢？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我们不能气馁，要继续

努力布道，建立健康教会。神一定会赐福中国教

会继续向前发展。

B. 基督徒年龄比例（百分比）B. 基督徒年龄比例（百分比）

年龄年龄 开始信主开始信主 基督徒基督徒 人口比例人口比例
14 以下14 以下 5.9 0.6（0.07） 18.5
15–2415–24 9.5 3.7

9.6
73.7

（1.8）
73.2

25–3425–34 16.5 5.9
35–4435–44 22.5 16.1

64.145–5445–54 21.9 23.4
55–6455–64 17.0 24.6
65 以上65 以上 6.8 25.7（5.8） 8.3

括号中的数字为基督徒人数占同龄人口的比例。这

个表格反映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是信徒开始信主的

年龄比例，一是信徒的年龄比例。

1. 信主的年龄：

a. 从信徒初信主的年龄来看，25–64 岁的年龄段相

当平均。也就是说，人在信主的年龄上并不受限

制。我们应注重向任何年龄的人传福音。

b. 15–24 岁年龄组的比例偏低，表示青年工作不甚

理想。教会要重视年轻人的福音工作，最好由年

轻的教会领袖来带领年轻人。教会也可以增加适

合年轻人的活动，例：体育活动。

c. 另一个薄弱的环节是长者。带领长者信主不容

易，需要很多关怀和爱心。教会也应多组织适合

长者的活动，并且邀请慕道友参加。

d. 比例最少的是 14 岁以下的少年人。这说明信徒

的家庭没有好好带领子女信主。教育儿女跟随

主，是父母当尽的责任。教会也要把信徒的子女

组织起来，分各级主日学带领他们。

2. 信徒的年龄：

a. 教会中 64% 以上是中年信徒，所占比例最高。这

是个非常健康的现象，相信这些信徒也是教会的

中坚分子，在教会中担任领导的角色。

b. 比例第二高是老年信徒。他们已经退休，有多一

点时间参与教会活动。教会可以请他们作义工，

多参与教会的事奉。

c. 年轻信徒的比例只有不到10%，这个比例太低了，

希望教会在年轻人的事工上多加努力。如果教会

有 1/4 年轻人，就会比较健康。

d. 14 岁以下信徒的比例非常少。他们的心志还没

有成熟，通常是跟随父母一起去教会的。其实，

福音并不分年龄，可以从小和他们分享福音的信

息，带领他们决志信主，让他们在成长中经历神

的爱，不断加深对福音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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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各地信徒的比例C. 各地信徒的比例

占信徒总人数占信徒总人数 占当地人口占当地人口
华东地区华东地区 42.5%

83.1%
3.1%

东北地区东北地区 11.4% 3.0%
华中地区华中地区 29.2% 2.4%
华北地区华北地区 4.9% 0.8%
西北地区西北地区 3.8% 0.8%
西南地区西南地区 6.6% 0.7%
华南地区华南地区 1.6% 0.2%

1. 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出，中国基督徒的分布很不平

均，基督徒主要集中在东部和长江流域。这就成

为我们面前的一个挑战―如何复兴其他地方的教

会？

2. 中国教会需要负起宣教的责任。现在中国的流动

人口很多，大部份是福音贫乏地区的人出来打

工。如果教会重视培育当中的信徒成为教会领

袖，他们将来回到自己的家乡，就可以担起复兴

教会的责任了。

D. 基督徒的学历D. 基督徒的学历

以上图表对比基督徒和全国人口的学历水平。可以

发现，基督徒的整体文化程度比社会的平均水平为

低。特别是大专以上信徒的比例，只有社会的一半。

当然，这可能跟调查的地区有关。无论如何，我们

要提高信徒整体的素质。

1. 要思想如何更好地推动大学生的福音工作。在

1960 至 1980 年代，香港的学生工作非常成功，

很多大学生信主，他们成为今天教会最主要的领

袖。

2. 要思想如何提高现有信徒的文化水平。文化水平

影响了对圣经的认识。没有圣经的根基，就很容

易迷信。在这次调查中，发现在文化水平低的信

徒中，迷信的情况比较普遍。

3. 在宣教历史中，基督教为很多地区都带来了文化

的更新。中国教会也应该在这方面多加思想，帮

助信徒全人更新。

二、从信徒信主的情况看教会增长
A. 信主的原因和渠道A. 信主的原因和渠道

原因原因
因病 68.8%

家庭传统 15.0%

影响影响
家庭影响 44.0%
朋友影响 46.5%

1. 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信徒是因病信主的。这说

明人在软弱的时候，最需要福音。另一方面也反

映中国信徒传福音的努力，是以关心人的肉体需

要为主。主耶稣在地上传道期间，人们也是把患

病的人带到主面前，主就医治他们。后来在初期

教会建立的阶段，使徒也常常施行神迹奇事。然

而，在神迹奇事之后，主耶稣和使徒都把福音和

真理教导人。这样，人就不单单因为病而信主，

更是因为福音而信主了。

2. 因家庭影响信主的比例相对比较低。一方面，这

反映父母没有尽力把福音带给儿女；另一方面，

教会在培育下一代信主的努力上还有欠缺，需要

好好反省，加以重视和改进。

3. 调查显示，不同地区的基督徒信主的原因不尽

相同。例：在东北地区，仅有 5.2% 的基督徒是

“因家庭传统”而信主；但在华南地区，却高达

33%。这可能反映东北地区是比较新发展的基督

教地区，在成人布道方面很努力和比较有成果；

而基督教在华南地区的发展已经有比较悠久的历

史。从布道的角度来看，东北地区除了成人布道

之外，现在应多重视培育下一代的基督徒。

4. 另外一组数据是受什么人的影响而信主，当中家

庭和朋友各占一半。

a. 从性别来看，男性基督徒受家庭和亲属的影响较

大（52.3%），高出女性（40.5%）近 12%；而其

他信徒和朋友对女性的影响（50.3%），要高出

男性（37.7%）12.6%。

b. 这说明平信徒是传福音的主要动力。而在有关系

的人当中传福音，会有比较好的效果。信徒可以

多向家庭中的男性传福音，姊妹可多向自己的朋

友见证主的救恩。

c. 另一方面，那些没有基督徒朋友的人，就不容易

听到福音，也不容易信主。这就带出“宣教”的

重要，就是要把福音传给那些从来没有机会听到

的人。

B. 年龄的影响B. 年龄的影响

1. 从不同年龄组别来看，年龄越大，“因自己或家

人生病”而开始信主的基督徒比例越高，从最年

轻的“14 岁及以下”组的 31.5%，逐渐上升到最

年长的“65 岁及以上”组的 78.7%。

2. 年轻人受同辈和家庭的影响比较大，所以组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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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团契、青年营等活动，可以帮助年轻人认识主。

3. 年龄越大，就越看重实际的需要，也会越来越觉

得人的有限。因此，当人感到无助的时候，也正

是他们打开心门接受信仰的时候。

4. 男性基督徒在 24 岁及以下开始信主的比例

（22.5%）高于女性基督徒（12.2%）。这可能因

为男性在工作以后，就会比较专注在事业上，信

主的比例也会减少。

5. 当我们了解不同年龄层的人对福音有不同的反应

后，就应制订相应的策略来领人归主。

C. 初信主的年龄与学历的关系（百分比）C. 初信主的年龄与学历的关系（百分比）

年龄年龄 小学以下小学以下 初中初中 高中高中 大专以上大专以上
14 以下14 以下

85.0
15–2415–24

62.525–3425–34
52.8

35–4435–44
67.345–5445–54

55–6455–64
65 以上65 以上

1. 基督徒开始信主的年龄与他们的学历有直接关

系。学历越高，信主的年龄越轻。

2. 从海外的经验来看，在教会成长的年轻人，通常

在学校都有很好的成绩。教会也会组织补习班，

吸引年轻人参加教会活动，使他们有机会信主。

3. 社会整体的文化水平不断地提高，教会领袖的水

平也要不断提高，才能够更好地带领人信主和牧

养他们。如果教会领袖因循守旧，就会影响教会

的成长。

D. 基督徒信主的年日D. 基督徒信主的年日

1. 从全国范围看，1982 年以后信主的信徒占整体信

徒的 90% 以上。而 1993 年以来信主的基督徒更

占信徒总数的 73.4%。这说明在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教会有了飞速的发展。在头 10 年，教会增

长了两倍；在这个基础上，第二个 10 年又增长

了 1.5 倍。

2. 然而，最近 10 年，教会增长的速度有所减慢，

大约有 50% 的增长。从海外的经验来看，教会增

长到一个阶段，增长的速度就会减慢。其中一个

主要的原因，是教会变得内向，大部份活动以满

足信徒的需要为主。教会要重新点燃爱人灵魂的

热诚，进到社会中，以各种方式为主作见证。

3. 从教会的结构来看，中国教会还是比较年轻。教

会要努力帮助信徒在真理上扎根，在生命上成

长，使教会真正成为世界的盐和光，把人带到主

的救恩里。

4. 根据调查的数据，在 1982–1992 年间，东北地

区初信基督徒的比例为 7.2%，远远低于同期全国

基督徒的比例（17.9%）；但在1993–2002年间，

东北地区的比例飙升至47.9%，2003–2009年间，

初信者的比例也达到 42.6%。这说明自从 1993 年

以来，东北地区的教会经历了极大的复兴，并且

教会增长的势头还在持续。

5. 圣灵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都有明显的工作。

因此，教会要预备好自己，配合圣灵的工作，经

历教会的复兴。

第廿三课
中国内地教会的发展前景

中国教会的增长，在教会历史中可以算得上是奇

迹，是神极大的恩典。现在中国教会已经建立了一

定的基础，下一步应如何走，才能保持健康和持续

的增长，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

一、教会正规化
在中国教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为着教会有

快速的增长而感恩；另一方面，我们对教会中的问

题也感到担心。我们常常听到一些问题，例：一言

堂、教会根基浅、犯罪的问题、经济问题、异端问

题等。这些问题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教会中没有一

定的规范，各人任意而行。特别是教会领袖，如果

他们走偏了，整个教会也会走偏。因此，教会必须

有一定的机制，防止这些问题发生。从正面来看，

这些机制也可以帮助教会有稳定的成长。

A. 全职传道人A. 全职传道人

1. 在近期中国教会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经济、政治

等因素，很多教会还没有传道人，或是只有兼职

传道人。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教会的发展。我

们建议，教会应该建立一套聘用的制度，聘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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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的传道人，专心牧养教会，由教会供应他们生

活上的需要：

a. 把兼职传道人转为全职传道人；

b. 在自己教会中培养神学生、传道人；

c. 从其他地方聘请传道人。

2. 教会最好成立一个聘牧小组，专门负责这项工

作。聘牧小组要作多方面的衡量，包括生命、品

格、神学装备、恩赐、人际关系等。如果找到合

适的人选，双方都要经过慎重的祷告，一定要清

楚神的带领，因为传道人对教会的影响很大。

3. 教会要订出传道人的工作范围，应以牧养和教导

为主。教会也要订出给传道人的待遇，一般来说，

应在当地的平均水平以上。这当然也要因应每个

教会的情况而定。

4. 在神学训练方面，希望乡镇教会的传道人能够完

成“良友圣经学院”的本科文凭课程；大城市的

传道人，就要完成进深文凭课程。

B. 传道人与执事会B. 传道人与执事会

1. 教会应有执事会配合传道人的工作。执事会在不

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名称，是由一班教会的平信徒

领袖组成的，和传道人一起带领教会。

2. 大家一起开会作决定，有人会觉得浪费时间。但

是，这样可以增加互相沟通的机会。重要的是，

大家都敬畏神，也互相尊重。这样，圣灵就可以

在众人的心中动工，带领大家作出正确的决定。

3. 执事会主要是决定教会的大方向，具体的事情可

以交给各小组负责去执行。一般的事务不用花太

多时间，但有关教会的牧养或发展等问题，就应

多一点祷告，多一点讨论。

C. 整体教会的架构C. 整体教会的架构

1. 教会需要有一个健全的架构，才会有健康持续的

发展。一般来说，教会分行政和牧养两个架构。

行政架构保证教会的正常运作，而牧养架构就帮

助信徒属灵生命的成长。

2. 有关行政架构，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做法。例：

圣公会是以牧师为主的管理；长老会是以长老、

执事为主；至于浸信会，所有的决定都由会友作

主。中国各地教会可按自己的需要，制定自己教

会的行政架构。重要的是，大家要有共识，就不

会造成混乱了。

3. 教会的牧养架构更加重要，因为关乎教会所有信

徒属灵生命的成长。一般来说，教会需要照顾慕

道友、初信者，还有各年龄和阶层信徒的需要。

建立牧养架构的目的，是要栽培信徒，从慕道一

直成长为信徒领袖。

二、教会多元化
1. 一般来说，中国教会的事奉层面比较单一。比较

传统的教会，或是基要派的教会，会偏重信徒属

灵生命的成长。有些教会认为，关心社会就变成

社会福音派。然而，这是比较片面的想法。

2. 主耶稣在地上的事奉，一方面关心人灵魂的需

要，另一方面也医治人的疾病。主常常向人显出

一颗怜悯的心，成为我们事奉的榜样。

3. 对社会的关怀可以拉近教会与社会的距离，信徒

不再被围在四堵墙里，而是走到人群当中，以基

督的爱关心人的需要。因此，教会一方面要传扬

纯正的福音；另一方面，也要努力做好社会关怀

的工作。社会关怀为传福音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

台，而纯正的福音藉着这个平台，才能真正满足

人的需要。

4. 教会的社会关怀工作可以循着多方面发展，各地

区的教会可以按自己的情况来计划适合本地的事

工。下面仅举几个例子作为参考：

a. 关心患病的人―从上一课的统计数字来看，中国

的信徒超过一半是因为自己患病或亲属患病而

信主的。人患病的时候，非常需要得到安慰，而

在这个时候，世界上的东西对他来说已经失去意

义。如果基督徒此时向他们表达基督的爱，并给

予他们实际的帮助，对他们会有极大的影响。教

会可以组织专门的探访队，探访患病和有需要的

人，包括信徒、信徒的家属、社会上有需要的人。

教会还可以在容许的情况下，开始医院探访事

工。有些地区的教会做得很成功，带领了很多人

信主。

b. 老人事工―中国社会的老年化成为备受关注的问

题，很多老人家无人照顾，生活和精神都有很大

压力。教会如果关心他们，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

安慰，也会减少很多社会问题。教会可以组织长

者活动中心，吸引附近的老人家来参加，一方面

为他们提供有益身心的活动、各种健康讲座等；

另一方面，向他们传讲纯正的福音，让他们的生

命充满盼望。

c. 其他―关心孤儿、关心残疾人、办学校等。教会

可根据自己地区的需要，以及教会信徒的恩赐，

开展不同的社会关怀服务。

三、教会本土化
“教会本土化”的意思，是在当地扎根。直到今天，

还有不少地区的人认为基督教是洋教，所以他们不

愿意相信。因此，中国教会一定要走本土化的路，

才能吸引更多人来归信主。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

很多前辈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不少努力。然而，在现

今的中国社会里，我们遇到更大的挑战，中国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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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摸索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

A. 用中国本土的方式表达纯正的福音A. 用中国本土的方式表达纯正的福音

纯正的福音，就是主耶稣救赎人类的福音，是不能

改变的。但是，福音却可以用中国人熟悉的方式来

表达，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例：比较基层的中国老

百姓喜欢听故事、听戏剧，教会能不能把福音相关

的内容，如神的创造、神的慈爱、神的公义、人的

罪、主耶稣的救恩等，用故事、戏剧或传统艺术的

方式表达出来，并一代一代传下去呢？

B. 崇拜的形式B. 崇拜的形式

1. 现在教会的崇拜形式多数延续了西方教会的传

统，这对一般老百姓来说是比较陌生的。换句话

说，教会形成了自己的固有文化，而社会人士进

入教会，就需要有一段适应的时间。有些人不能

适应就离开了教会，非常可惜。

2. 以本土的方式崇拜，在海外已经有一些成功的例

子。例：非洲教会在聚会中，用了很多本土音乐，

唱歌跳舞，非常活泼，也吸引了大量本土人士加

入教会。

3. 现在有些中国教会，原封不动，照搬海外的传统，

结果走了很多弯路。我们应当思想的是，这些成

功教会背后的原则，可以怎样应用在中国本土的

教会当中，创造出一套适合本土教会崇拜的方式

和风格。

四、教会深入化
有人说，中国教会一里阔、一寸深，意思是说中国

教会发展很快，但缺少属灵的深度。这确实是中国

现代教会的现状。一些教会的信徒从前门进来，很

快就从后门离开。教会带领了很多人信主，却没有

实际的增长。因此，如何深化中国教会，是在我们

面前的一个最艰巨的任务。

A. 加强真理的教导A. 加强真理的教导

1. 中国有很多大城市的教会，人数多达数千人，但

很多信徒只来主日崇拜，属灵生命一直停滞不

前。我们建议大型教会应当开办不同层面的查经

班、团契、小组，使弟兄姊妹得到比较细致的喂

养。

2. 当然，这也取决于基层领袖的素质。我们看到比

较成功的例子，就是通过良友圣经学院栽培基层

信徒领袖，再由他们来牧养教会的信徒。

3. 对于家庭教会来说，真理教导就更加重要了。有

些教会因为根基不好，就被异端掳走了。所以，

我们希望教会的牧者和领袖都接受良院的栽培，

打好真理的根基，才能更好地带领和教导信徒。

B. 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改变B. 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改变

1. 在中国信徒当中，有相当一部份还存着迷信的思

想，这是非常不健康的现象。旧约的以色列人曾

经又拜偶像，又拜耶和华神；今天在菲律宾、南

美等天主教国家中，混合宗教也相当普遍。

2. 中国教会一定要除去信徒的迷信思想，帮助他们

真正明白神的救恩，才能够为他们的生命带来完

全的更新。

3. 在香港，一些比较健康的教会都会推行价值观重

整的课程，帮助信徒活出神喜悦的生活。

五、教会普及化
1. 教会在中国还没有完全普及，而且分布不均，中

国教会需要思想战略性的发展，让福音可以进入

各阶层、各地区。这不是一个教会努力就可以，

而是需要一个地区的教会一起努力。当中牵涉教

会事工的拓展、策略性的植堂、宣教等。

2. 教会可以问以下几个问题：

a. 我们这个地区最大的福音需要是什么？

b. 我们这个地区有哪个阶层是被忽略的群体？

c. 在我们附近，还有哪些地区没有听过福音？

d. 我们教会对哪个少数民族有传福音的负担？

3. 当教会对这些问题有了共识之后，就需要好好地

祷告，寻求圣灵的带领，把福音传到更远、更广

的地方。

六、教会圣洁化
1. 中国教会面对的另一个挑战，就是罪和世俗化的

问题。不少教会不敢传讲圣洁的信息，也不敢责

备罪恶，害怕得罪弟兄姊妹，更害怕得罪有权有

势的人。然而，神是圣洁的，他要求他的教会也

要圣洁；不然，教会没法在这个时代为主作见证。

2. 初期教会给我们作了很好的榜样。教会对于欺

骗、邪术、淫乱、异端等罪恶，不遗余力地加以

谴责，使教会充满生命力，可以在短短数十年就

把福音传遍罗马帝国，几百年间更横扫欧洲。

3. 然而，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反而对罪恶姑息纵

容，使教会失去了生命力。很多原本福音兴旺的

地方，后来却变成了荒场，值得今天的教会引以

为戒。事实证明，教会圣洁就会快速发展；教会

腐败，就会快速衰败。我们一定要保持教会的圣

洁。

七、教会公开化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有一部份家庭教会是以比较

低调的方式聚会。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唯一

的生存之道。不过，在比较开放的地区，教会可以

光明正大地存在于社会中。当然，在某些地区，这



32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增长》v2

与实际的情况还有一段距离。教会应以社会关怀、

圣洁的生命，向社会证明基督徒和教会对社会的正

面影响。当教会被社会接纳后，就可以公开为主作

见证了。

第廿四课
健康工人、健康教会、健康增长

教会增长是神的心意。所以，教会应该经常反省：

最近教会有增长吗？如果有，就要感恩和继续努力；

如果没有，就表明教会出了问题。这时，教会要及

时发现问题和解决，使教会能够继续成长。另一方

面，教会增长不单单是人数的增长。单纯追求人数

的增长，会为教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教会增长

的正路是建立健康的教会，而健康教会是由健康的

工人开始的。健康的工人带来健康的教会，健康的

教会就会带来健康的增长。

一、中国教会需要好牧人
牧者和领袖在教会的成长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们可以是教会成长的动力，也可以成为教会成长

的阻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群羊的榜样。他们有

什么样的生命，也会影响到他们所牧养的人。

A. 牧者需要好的生命A. 牧者需要好的生命

1. 作为牧者，我们需要反省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

如果只追求教会的成功、个人的成功、漂亮的教

堂、豪华的装修，那就是走错方向了。

2. 我们要常常记住施洗约翰的名言：“他必兴旺，

我必衰微。”（约3：30）作传道人不是一个职业，

而是一个事奉，一个使命。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人

带到主的面前。

3. 传道人要常常亲近神，与神保持亲密的关系，才

能明白神的心意，并按神的心意去行。传道人也

要切实的谦卑，不单是口头上，而是心里真正谦

卑，以仆人的心来服侍弟兄姊妹。

B. 牧者需要真理的装备B. 牧者需要真理的装备

1. 传道人不单自己要有好的生命，还要担起牧养、

教导的责任，所以一定要接受神学的装备。

2. 以前有些教会对神学训练有误解，以为是可有可

无的，或者抱负面的看法。就算是现在，也有些

传道人不愿意接受装备。一方面是因为太忙，没

有时间；另一方面，他们也觉得没有需要。

3. 现在社会已经改变了，信徒对传道人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传道人如果不进步，就满足不了会众的

要求。如果传道人自以为是，不愿意听别人的意

见，最终只会成为教会发展的阻力。

4. 当然，不是说读神学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如果

生命有问题，读再多的神学，也不能弥补。所以，

真理的装备要和生命一起进步。

C. 牧者需要主耶稣的心肠C. 牧者需要主耶稣的心肠

1. 主耶稣是我们事奉的最好榜样。生命越来越像

主，才能够被主使用。

a. 主耶稣是好牧人，为羊舍命。

b. 主耶稣进到人群中，怜悯他们，医治他们。

c. 主耶稣进到罪人中，亲自拯救他们。

d. 主耶稣训练门徒，再差遣他们出去传道。

e. 主耶稣为门徒洗脚，亲自作他们的榜样。

2. 保罗劝勉我们，要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腓2：

5）。如果每个信徒都要学像主耶稣，那么我们

作为神所拣选的仆人，岂不更应学像主耶稣吗？

3. 保罗又劝勉哥林多的信徒：“你们该效法我，像

我效法基督一样。”（林前 11：1）保罗不但教

导人，也亲自为他们作榜样；而他又是以主耶稣

基督为榜样。如果我们都愿意这样做，中国教会

一定有健康的成长。

二、中国教会需要健康
A. 健康教会是尊主为大的教会A. 健康教会是尊主为大的教会

谁是老板？谁说了算？这是教会常常出问题的地

方。归根结柢，这是因为人没有尊主为大，也是人

类一直出现的问题。当人不再听从神的话时，就开

始互相残杀；当人要传扬自己的名时，就开始生活

在混乱之中。这就是罪的后果。主耶稣道成肉身来

到世界，不但告诉我们，也亲身向我们示范什么是

顺服神。我们只有顺服神，才会彼此顺服。

B. 健康教会是合一的教会B. 健康教会是合一的教会

1. 教会尊主为大，是关乎教会与神的关系；而教会

合一，是关乎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教会只有合

一，才能成为主的见证。

2. 从新约教会建立开始，圣经就一直强调在主里合

一。就算是最属灵的腓立比教会，保罗也劝友阿

爹和循都基两位姊妹，要在主里同心。

3. 在教会中，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事

情。例：保罗和巴拿巴在是否带同马可宣教的

事上有分歧，甚至分开；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他

们在主里的友情，后来马可还成为保罗得力的助

手。

4. 教会应该建立一种文化，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发

表自己的意见，互相尊重，并求圣灵带领彼此达

成共识。但千万不要因为意见不同，影响了弟兄

姊妹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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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会除了在个人层面上合一，在整体上也要合一：

a. 教会要在真理上合一；

b. 教会要在事奉上合一；

c. 教会要在宣教上合一。

三、健康教会是成长的教会
我们都希望看到教会成长，这也是神的心意。神已

经把成长的基因放进了教会。如果教会正常发展，

就一定会成长。就好像神创造人的时候，已经使人

有了可以成长的基因，然而，孩子还是需要父母细

心照顾，才能健康地成长。孩子不单要身体健康，

心灵也要健康，将来才能成材。父母在孩子身上付

出的心血，跟孩子的成长有直接的关系。澳大利亚

有不少单亲家庭，许多都是未婚怀孕的妈妈要独自

养大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通常都有不同的问题。

教会需要爱心的牧养和照顾，才能健康成长。如果

传道人自己不成熟，教会也会受影响。所以，健康

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健康的教会才会有健

康的成长。

A. 教会需要在人数上增长A. 教会需要在人数上增长

有人以为人数增长不重要，小教会比较温暖。这就

像一个小孩子，小时候很可爱，但年龄大了，身材

不长大，一定是出了问题。因此，教会要不断传福

音，领人归主，让主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

就像耶路撒冷的教会一样（徒 2：47）。只有不断

布道，教会才有生命力。

B. 教会需要在生命上成长B. 教会需要在生命上成长

1. 生命的成长不是能用数字表达出来的，却是必须

的。生命的成长是一个长远的努力，没有捷径。

2. 教会要发展一套适合自己的成长系统，使教会在

神的恩典下，可以稳步向前。

a. 从慕道到信主，从信主到作门徒―从慕道朋友刚

刚踏进教会来，我们安排了什么人去关心他，跟

进他？教会有什么样的福音班、查经小组或团

契，去帮助他明白福音？当慕道朋友因为教会的

福音班或小组而认识福音，决志信主了，我们又

有什么样的栽培事工、牧养小组，帮助他的信心

成长？

b. 从平信徒到信徒领袖―已决志信主的人需要在真

理上成长，进步成为有生命力的基督徒。教会有

什么样的教义课程、基要神学课等，帮助他更深

认识基督和委身于基督？当信徒愿意委身于基督

时，他就有动力去服侍，这时就要帮助他找到自

己的恩赐。教会要给他机会作多方面的参与，然

后发掘他的恩赐，在适合他的岗位上让他发挥恩

赐，栽培他成为信徒领袖。

c. 生命的传递―一个有真理根基、有生命力的基督

徒，他的生活行为就成为别人的祝福。生命影响

生命，一代传一代，教会就自然繁衍增长了。

C. 教会需要在价值观上重整C. 教会需要在价值观上重整

社会的道德水平不断下降，教会也会受到影响。教

会如何持守圣经的价值观，在社会上为主作见证，

不仅关乎教会的成长，更关乎教会的生存。神是圣

洁的，也是公义的，神的教会应当尽力持守神的圣

洁和公义。教会应该推动价值观重整的课程，帮助

信徒的生命全面更新（罗 12：2）。课程内容：

1. 认识社会上常见的问题：

a. 两性关系、婚姻关系；

b. 同性恋；

c. 社会公义；

d. 廉洁。

2. 教导信徒在生活中分别为圣。

3. 从圣经中认识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4. 思想更新，心意更新。

（另可参考：苏颖智。《价值观重整之旅》。组长

本及组员本。香港：全心，2004。）

D. 教会需要拓展各项事工D. 教会需要拓展各项事工

1. 教会不应只有礼拜天的崇拜，而忽略了其他的牧

养和外展事工。为了使教会在量和质方面都有增

长，必须考虑发展以下各项事工：

a. 布道事工；

b. 教导事工；

c. 团契事工；

d. 青年事工；

e. 儿童事工；

f. 老人事工；

g. 社会关怀；

h. 医院探访；

i. 宣教事工；

j. 圣乐事工。

2. 这些事工不是为了存在而存在，而是为了教会整

体的发展而存在。透过不同的事工，可以从不同

方面去接触群众，就有更多机会把人领到教会和

领到主面前。透过不同的事工，可以更适切地照

顾到不同阶层和有不同需要的弟兄姊妹，让他们

的生命得到造就。

3. 总的来说，当思想如何使教会增长的时候，我们

必须以神为中心。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神而做，

让神的名高举和得到荣耀。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

救，不愿一人沉沦；神的心意是要使万民作主的

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教导他们，

把他们完完全全带到主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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