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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他們對你的見證的反應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他們對於福音的反應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你從這一次的經驗學習到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七章的功課 

 

我在教會中與其他人的關係如何？ 

 
 

 

備註：不要進入第八章直到你完成所有下面的功課，完成後請打勾： 

 

 

_____ 研讀並完成第七章的所有教材 

 

_____ 和帶領你的人討論第七章所有問題的答案 

 

_____ 背誦希伯來書 10:24-25 給帶領你的人聽 

 

_____ 背誦舊約中的前 14 本書的名字(創世紀到歷代志下) 給帶領你的人聽 

 

_____ 和帶領你的人約定一個時間一起去服事教會中的一個人(第 50 頁) 

 

_____ 複習上星期所背的經文及新約中的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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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我和教會的關係 

 

第七章 

 

                              我和教會中其他人的關係如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做為神的兒女，我們有權利成為神家中的一份子。這個家包含了世界上所有將耶穌當成他們的神

及救主的人，這個家被稱為‖神的肢體‖或是‖教會‖。耶穌是這個肢體的頭，而我們是肢體的一部

分。 

 

神期望所有的信者都能成為地方教會的一份子，我們無法單靠自己成長—神的計畫是我們與他自

己及其他的基督徒固定團契、一起成長。 

 

A. 基督徒彼此互為肢體 

 

新約聖經提到基督徒是‖互為肢體‖，請讀哥林多前書 12:14-27，並寫下來保羅所用來比喻我們彼

此互為肢體的例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寫出羅馬書 12: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督徒生命中諸多重要事情之一就是與他人分享愛，在約翰福音 13:35 中耶穌提到因著我們對別

人的愛，世人就會知道我們是他的門徒。你在這個方面是如何的呢？在你週遭的人可以因著你如

何對待別人而看到你對耶穌的愛嗎？ 

 

記經文 希伯來書 10: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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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對待別人？在新約中，對於‖彼此‖的命令出現了 59 次，每一次神給一個命令(並非是建議)

去做一件事在‖別人‖身上，請讀以下的經文，並將有‖彼此/別人‖的命令圈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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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 9:50   你們裡頭應當有鹽，  

 

 
約翰福音 13:14  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 
 
約翰福音 13:34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 
 
羅馬書 14:13  所以我們不可再彼此論斷。 
 
羅馬書 15:7  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神。 
 
羅馬書 15:14  弟兄們，我自己也深信你們是滿有良善…彼此勸戒。 
 
加拉太書 6:2  你們個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以弗所書 5:21  又當存敬畏的心，彼此順服。 
 
腓力比書 2:3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個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歌羅西書 3:9  不要彼此說謊，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 
 
歌羅西書 3:13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
怎樣饒恕人。 
 
歌羅西書 3:16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
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1  所以，你們應彼此勸慰，互相建立，正如你們素常所行的。 
 
雅各書 4:11  弟兄們，你們不可彼此批評。人若批評弟兄，論斷弟兄，就是批評律法。你若論斷律
法，就不是遵守律法，乃是判斷人的。 
 
雅各書 5:16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
效的。 
 
彼得前書 4:9  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 
 
彼得前書 4: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互相服事，做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B. 我們應如何彼此對待？ 

 

讓我們更仔細來看一些‖彼此‖的命令： 

 

1) 彼此鼓勵 

 

―所以，你們應彼此勸慰，互相建立，正如你們素常所行的。‖(帖撒羅尼迦前書 5:11 ) 

 

基督徒應該要彼此建立、造就及鼓勵，沒有一個牧師可以獨自來建立教會裡所有的人，神的計畫

是我們來彼此建造。 

 

彼此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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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在鼓勵及建造他人時知道神話語的重要性(帖撒羅尼迦前書 4:18)，我們應該在別人需要

鼓勵時有經文預備好可以與人分享。為了要能夠與人分享經文，我們必須固定讀經—不只是為了

我們自己的成長，也能夠幫助他人的成長。 

請讀希伯來書 10:24-25，我們要彼此鼓勵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彼此鼓勵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什麼(25 節)？(什麼是我們不應停止做的？)___________________ 

 

因此，我們固定的聚集敬拜是很重要的，沒有一個基督徒可以獨自運作，我們用以下的火來做個比

喻： 

 

 

 

 

當木柴在一起時，可以燒的很好；但是當只有一根木頭時，火很快就熄了。同樣的，我們必須與

其他基督徒一同敬拜才可以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燃燒‖發光，也才可以使我們的信仰持續‖火

熱‖。我們都需要持續彼此鼓勵來固定聚會，以維持我們成熟的基督徒生命，這是為什麼固定聚會

及參與教會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個要與其他基督徒有親密團契的理由是因為當我們與其他信徒在一起時，我們就較不容易受

到撒旦的攻擊。我們可以在非洲看出來這樣的理論。假如一群羚羊聚集在一起，獅子並不會攻擊

他們；但是假如有一隻單獨的，獅子就會將落單的羚羊當成晚餐了！同樣的，聖經告訴我們‖你們

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書 5:8)假如我們有人離開

了基督徒的團契，我們便非常有可能被吞吃了，但是假如我們都在一起，我們就不容易被攻擊。 

 

2) 愛弟兄：尊崇別人過於自己 

羅馬書 12:10 告訴我們‖愛弟兄，要彼此親熱；恭敬人，要彼此推讓。‖這個命令時常讓人覺得難

以做到，因為我們的天性是先想到自己而不是別人，而且先滿足自己的需要及所求。但是神清楚

的讓我們知道他要我們如何行，請讀腓立比書 2:3-11 並回答以下的問題： 

 

我們的動機不應是如何？(第 3 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應如何看別人的事？(第 3,4 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應學習誰的樣式？(第 5 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耶穌如何顯明愛弟兄，並尊崇別人過於自己？(第 6-8 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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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嚴肅看待聖經上愛彼此及尊崇別人的教導，讓我們來自我檢視我們對於其他基督徒的態

度及行為： 

a. 我是否絕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想自己的事而非別人的？ 

b. 我是為自己禱告還是為別人禱告？ 

c. 我對別人有饒恕的心嗎？還是我只是生氣怨恨呢？ 

d. 當我受傷時，我會退縮還是會繼續與他人有互動呢？ 

e. 我是害怕被拒絕，還是我會主動招呼別人？我如何顯明我對其他人的愛呢？ 

f. 我會謙虛的先考慮到別人的需求先於我自己的需求嗎？ 

3) 彼此告誡 

―告誡‖的希臘文意思是‖警告、教導‖，有些人甚至說告誡是‖柔性面對‖某人。舉個例子來說 ‖湯

姆，你是我的朋友，而且我會優先考慮你的需求，但是聖經清楚的指出你必須離開你犯姦淫的罪 

並回到你家裡去，假如你悔改及順服，神應許會饒恕你並重新調整你的生命。我是十分關心你才

不希望你因為這樣的罪毀了你的生命。‖ 

 

去面對基督徒生命中的罪是一件困難的事，同樣的，在我們與其他基督徒關係裡的部份責任就是

要去愛他們，並願意將他們生命中的罪告訴他們，彼此告誡不是只是一個建議而已—而是我們被

命令如此行，用靈裡的愛去行。一如保羅說的，我們必須要‖用愛心說誠實話‖(以弗所書 4:15)。 

 

聖經對於我們告誡信徒提供了一些方法，請讀以下的經文並回答問題： 

a. 我們告誡人的動機是什麼？(哥林多前書 4:14)，同時，我們不應有什麼動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在我們勸誡別人前，我們應該如何自省？(馬太福音 7:2-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當我們在告誡別人時，我們的態度應該是如何？(加拉太書 6:1 及使徒行傳 20:3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在勸誡人的過程應該採取什麼步驟？(馬太福音 18:15-1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注意在馬太福音 18:15 中勸誡人的第一歩是‖介於你跟他兩人之間‖，換句話說，我們要私下

勸誡人。一個好的準則就是在眾人面前讚美他人，但是在私下勸誡人。 

 

當我們被人勸誡時，我們應該有適當的態度，通常在別人糾正我們時很難不生氣或是抵抗，但

是我們應該學習仔細聽別人的糾正，因為神可能藉著告誡我們的人來告訴我們一些事(即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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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能並非用最好的方式來告誡我們)。在箴言 9:8-9 及 12:1 中告訴我們對於糾正時的正確態

度是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彼此接納 

羅馬書 15:7 告訴我們說‖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神。‖彼

此接納就是將榮耀歸與神，因為如此做對這個世界顯明在基督家庭中的關係是建立在彼此相愛

及接納上，即便我們都有差異。 

 

耶穌怎們說，世人會認出我們是他的門徒呢？(約翰福音 13:3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假如我們去愛人，我們就不會挑剔或論斷他們，而是完全的接受。請讀下面的經文並回答以下

的問題： 

 

在羅馬書 14:1 中告訴了我們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經文中提到不要辯論所‖疑惑‖的事，在弟兄姊妹中不要讓並非真正定義為罪的方面成為意

見相左或是論斷的來源。我們應該如何來處理並非真正是罪方面的差異的問題呢？(羅馬書

14: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當神看到基督徒彼此爭吵及不接受彼此時，神會傷心。請讀加拉太書 3:28 這節經文如何告訴

我們神子民中的區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當世界看到神子民中的隔閡，他們便無法了解神的愛。哥林多前書 1:10‖弟兄們，我藉我主耶

穌基督的名，勸你們都說一樣的話。你們中間也不可分黨，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讓我

們彼此接納，不要讓我們中間有隔閡。 

 

彼此接納也表示我們不應該對人有差別待遇，請讀羅馬書 12:16 告訴我們要如何做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雅各書 2:9 說什麼是犯罪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當我們在不應該的事情上論斷別人或是對待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要好時，我們便沒有彼此接

納。在你的生命中有沒有哪些人你沒有接納的呢？如果有，求神原諒你及幫助你來真正接受你

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如此你才可以‖將榮耀歸給神‖。 

 



 66 

5. 彼此包容、彼此饒恕 

歌羅西書 3:13 告訴我們‖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

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彼此包容表示要有耐心，對於對方的習慣與軟弱處要包容，並且

要原諒與你有嫌隙的人。 

 

對別人有耐心通常是困難的，當我們看到別人的缺點時我們的反應常常是生氣及不舒服；當我

們因為別人而失去耐性時，我們要想想神對我們的態度。 

 

在尼希米記 9:16-17 中神對我們的態度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不僅要有耐心，在別人對不起我們時，我們也要能很快的原諒他人。但是令人難過的事是

有些基督徒在數年裡對於傷害過他的人都是苦毒的。羅馬書 12:18‖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人和

睦。‖這代表著即便別人是錯的，我們必須饒恕他們並與他們和睦。我們對於他們錯的行為不

用去負責，但是我們應該做到，我們對他們的回應是像基督的(討神喜悅的)。 

 

馬太福音 18:21-22 說我們應該要原諒人幾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當別人對我生氣時，我該怎麼辦？我們在這樣情況下的責任是什麼？請看馬太福音 5:23-2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聖經告訴我們，必須‖尋求和睦，一心追趕‖(彼得前書 3:11 及羅馬書 14:19)，為什麼在基督徒

中尋求和睦是非常重要的？(以弗所書 4: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維持‖合而為一的心‖向世人顯明我們在神的靈裡合一。你是否有向世人顯明在神的靈裡的合

一？還是在你的生命裡有誰你無法合一的人？在你的生命中你向誰有苦毒呢？或是誰在對你生

氣呢？想想看有誰你需要向他合好的，將他的名字寫下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這一週原諒你所寫下的人，或請求他們的原諒。計畫如何去與他們接觸且與他們合好，你的

計畫是什麼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彼此服事 

耶穌的生命是一個基督徒服事的活的例子。聖經告訴我們耶穌‖取了奴僕的形象‖(腓立比書

2:7)，耶穌不僅是在容易便利的方面服事人而已，他也在他疲累勞苦時服事人。他在人們不會

感激他的時候服事人，也在人們會覺得丟臉或低下的方面服事人(例如：洗門徒的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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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服事彼此的教導與世人的教導是相互矛盾的，請讀馬可福音 10:41-45 並回答下面的問

題： 

耶穌在教導誰為大時與世人的想法有什麼不同？請讀 42-44 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耶穌說他來世上的目的是什麼呢(第 45 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耶穌希望我們遵循他的樣式來服事人，他希望我們不僅是在容易便利的情況下來服事人，同時

也要在困難或是不方便的情況下來服事人。我們不應只是在我們享受的事上來服事人，我們也

應該願意在我們不享受的事情上來服事人。我們不應讓我們的服事是為了得到讚美才服事人，

而是應該在別人不會注意的地方也服事人。而且我們應喜樂的服事，不應發怨言(腓立比書

2:14)。我們應記住‖無論做什麼，都要從心裡做，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你們侍奉的

乃是主基督。‖(歌羅西書 3:23-24) 

 

C. 你在哪裡需要改進的呢？ 

從聖經中‖彼此‖的誡命中，我們已經看到與其他基督徒維持好的關係的重要性，當我們如此去做

的時候，我們實現了耶穌在約翰福音 17:20-23 中的禱告‖…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教世人知

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 

聖靈現在在你生命中哪一部分的‖彼此‖誡命裡動工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花一些時間與帶領你的人禱告，禱告中懇求你能將‖彼此‖的誡命活出來，以彰顯神的愛及與其他

的基督徒維持真誠的團契交通。 

 

功課：在你的教會中選一個人你和帶領你的人可以來服事，服事的範圍可以包括： 

  

為生病的人送餐過去 

 安慰一位年長者 

 為你教會的人照顧小朋友 

 寫鼓勵的信給宣教士 

 問屬靈長者是否在教會裡有可以幫忙的地方 

 

 其他的例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