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9年 三⽉10⽇ 

基督復活的那⽇ (五⼗三): 

教會最⼩的單位 (2)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5 分鐘

經⽂文
哥林林多後書1:18-22節:「18我指著信實的上帝說, 我們向你們所傳的道, 並沒有是⽽而⼜又非的,19因
為我和⻄西拉並提摩太, 在你們中間所傳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 總沒有是⽽而⼜又非的, 在他只有⼀一
是,20所以, 藉著他也都是實在的, 叫上帝因我們得榮耀。21那在基督裏堅固我們和你們, 並且膏
我們的就是上帝,22祂⼜又⽤用印印了了我們, 並賜聖靈在我們⼼心裏作憑據。」

續論教會最⼩小的單位
這兩兩三週思想這(解經書和諸講道集沒有提及的)教會最⼩小單位, 給了了我許多啟發。我們每個⼈人
初進入教會時, 教會已有相當⼈人數, 不會去注意教會有最⼩小單位的事; ⼜又, 每間教會的發展都是
朝著⼤大且多的⽅方向⽽而⾏行行, 已經沒有教會最⼩小單位的概念念。我思⽽而⼜又思, 想了了再想, 深深地認為這
是穩住基督徒在基督裏的安定劑, 不因教會之亂⽽而失去對基督的信⼼心與盼望。今天再續論之。

基督復活後, 新約時代教會起始的成員有: 主耶穌基督, 上帝, 聖靈, 天使, 以及抹⼤大拉的⾺馬利利
亞。這是不爭的事實, 故教會最⼩小單位的存在也是不爭的事實。題到上帝與聖靈時, 我們必須
理理解成“叫拿撒勒勒⼈人耶穌復活的上帝”(彼得語, 徒2:24)與“叫耶穌從死裏復活的聖靈”(保羅語, 羅
8:11), ⽽而不是那無所不在的上帝, 聖靈。天使是教會的成員嗎? 答案是肯定的, 因希伯來來書⼆二章
2節說:「藉著天使所傳的話既是確定的。」天使是教會的成員之⼀一, 作為爾後教會堅固者的典
範, ⾺馬利利亞則是爾後教會⼩小⼦子們的榜樣。復活的基督就以這最⼩小單位, 在他的空墳前開始他的
教會。套⼀一句句“起家厝”, 這就是新約時代的教會的起家厝, 基督徒不可忘本。因是最⼩小單位之
故, 所以基督徒必須要進入這單位裏; 進入教會卻沒有進入這教會最⼩小單位裏, 所⾏行行皆是枉然。

尊貴的天使與社會地位低的聖徒⾺馬利利亞
這教會最⼩小單位是聖⽽而公之教會的櫥窗, 看其中每⼀一位成員都是聖的。為迎接復活的基督, 這
受命天使的尊榮與位階肯定不低, ⽽而我們從聖經得⾒見見最⾼高榮耀的天使當屬以賽亞書第六章侍立
在基督寶座旁的撒拉弗, 這天使的能⼒力力是⼤大的, 還可操縱⾃自如他們的六個翅膀。⾄至於抹⼤大拉的
⾺馬利利亞, 若若說她是聖徒, 當時的⼈人是不會相信的。抹⼤大拉城位於加利利利利海海⻄西岸, 與⼤大⾺馬努他(可
8:10)相隔約500呎, ⼤大⾺馬努他⼜又名⾺馬加丹丹(太15:39), 是耶穌⾏行行了了使四千⼈人吃飽的神蹟之後, 坐船
到的地⽅方。抹⼤大拉城是⼀一個商業重鎮, 漁業與染織業甚為發達。猶太拉比的法典記抹⼤大拉城是
座罪惡惡的城市, 淫亂之都, 甚⾄至下筆寫說:「抹⼤大拉能出什什麼好女⼈人?」就抹⼤大拉的⾺馬利利亞是住在
這城的單⾝身女⼦子, 卻有貴重的香膏可以在⻄西⾨門家裏抹耶穌的腳, 且法利利賽⼈人說她是罪⼈人(參參路路
7:36-50), 以及她未與貴婦約亞拿同⾏行行來來到耶穌墳墓來來看, 她從事的業職應該不是⾼高尚的, 然, 她
這罪⼈人卻是基督在這初始的教會最⼩小單位裏的創始成員。最尊貴的天使與最卑卑賤的女⼦子同屬⼀一
個教會, 這對我們的啟發是夠⼤大的, 任何⼈人⾒見見此不該以為⾃自⼰己配得進入基督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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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位格數是五
教會最⼩小單位的基本位格數是五, 不是四, 也不是⼆二。基本位格數不是⼆二, 因為今⽇日基督徒很喜
歡說, “我們最重要的事乃是要與神有好的關係”, 這句句話的成員基本數是⼆二, 沒了了基督, 聖靈, 以
及另⼀一基督徒, 結果顯明這樣的基督徒無法與主基督和其他基督徒有穩健的關係, 有的之所以
參參加⼈人數眾多的教會乃因他可以隱藏在群眾中間, 唱詩聽道完後即離開教會, 不必與其他基督
徒交流。

基本位格數不是四, 因為有些基督徒願意參參加神學講座、解經聚會、或佈道會之後, 就是不願
意進入教會與他⼈人建立關係, 無論是作為堅固者, 或是⼩小⼦子皆不願意。(註: 那些聽唐崇榮牧師講
道的基督徒常以為⾃自⼰己不可能是⼩小⼦子, 但卻不願意做⼩小⼦子的堅固者。) 有些基督徒藉由網路路資
訊, 廣泛地閱覽訓練課程, 講道集錦, 或是PDF書籍等來來增進屬靈知識, 但就是不願意進入教會
聽道, 與其他基督徒交談。這樣孤⿃鳥基督徒是不智的, 他的孤芳⾃自賞的⽣生活態度, 即便便聽了了再多
的道, 看了了再多的書, 雖知道⽗父, ⼦子, 聖靈的事, 但他的屬靈⽣生命必如死⽔水般, 越陳越臭。那些只
在基督教社群網站吐納分享的基督徒, 亦屬此類。 

每⼀一基督徒都必須進入到教會最⼩小單位裏, 唯有如此, 他的屬靈⽣生命才會朝正⾯面⽅方向改變。這
單位有三位⼀一體上帝在其中, 若若說三位還不能使硬頸的基督徒順服基督, ⼼心念念依然如昔, 這是說
不過去的。基督徒唯有在這單位裏才不會迷失⾃自⼰己, 可如使徒約翰所⾔言,「你們與我們相交, 我
們乃是與⽗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約ㄧ1:3) 所以, 以此問傳道者, 他常年年向百千會眾講道, 
且受會眾⼀一致讚揚, 他是否敢踏入這最⼩小單位裏, 將其傳道內容對著基督, ⽗父上帝, 以及聖靈再
講⼀一遍? 以此問平信徒, 他若若在教會這最⼩小單位裏, 他(她)還敢在⽗父上帝⾯面前說, 祢揀選猶⼤大做
壞事來來達成祢的救贖, 這好像對著上帝說, 祢預定魔⿁鬼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猶⼤大⼼心裏, 這樣⼤大逆
不道的話來來?

總歸⼀一句句話, ⼀一切不忠⼼心, 不良善, 沒有⾒見見識的傳道⼈人, 與接受錯誤教訓的基督徒, 必在這教會最
⼩小單位裏無所遁形, 他(她)是⾚赤裸裸地⾯面對基督, ⽗父上帝, 以及聖靈, 以及另⼀一基督徒的⾒見見證, 沒
有任何⼈人可為其屏蔽, 可為擋箭牌, 可為藉⼝口。

保羅服事的典範
我們看到保羅的服事就在這最⼩小單位札根, 深埋道種。保羅對哥林林多教會說, 他可上呈於主的
推薦信就是他們(林林後3:2a)。使徒繼續⾃自豪地說,「3你們明顯是基督的信, 藉著我們修成的。不
是⽤用墨墨寫的, 乃是⽤用永⽣生上帝的靈寫的, 不是寫在⽯石版上, 乃是寫在⼼心版上。4我們因基督, 所以
在上帝⾯面前纔有這樣的信⼼心,5並不是我們憑⾃自⼰己能承擔甚麼事, 我們所能承擔的, 乃是出於上
帝。」(林林後3:3-5) 這裏包含了了“永⽣生上帝的靈”, “基督”, “上帝”, 還有⼩小⼦子的“⼼心版”, 這段話加上
今天所讀的經⽂文, 對於教會最⼩小單位的成員與要素表達得⾄至為清楚。也就是, 保羅和⻄西拉並提
摩太是堅固者, 他們是耶穌基督的僕⼈人(羅1:1a), 哥林林多教會則是他們的⼩小⼦子。作為堅固者的他
們堅定不疑地傳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 因為基督總沒有是⽽而⼜又非的, 在他只有⼀一是; 也就是說, 
他們⾔言語中不讓⼈人對基督感到昏暗不明, 並且他們肯定著上帝和聖靈⼀一定會⾒見見證他們所傳的基
督。保羅明說他們傳耶穌基督, ⽽而作⼯工的果效乃是出於上帝。保羅服事的典範告訴堅固者, 他
僅需專注於上帝的道傳講的正誤, 誰願意聽或誰不願意聽, 完全是出於聖靈的主權; 這給予堅固
者極⼤大的安慰。

各盡其職, 彼此聯聯絡, 合⽽而為⼀一
教會這最⼩小單位看似沒有組織, 但卻顯出最強韌不破的關係。聖⽗父預備救恩, 聖⼦子完成救恩, 聖
靈施⾏行行救恩, 堅固者與⼩小⼦子各盡其職, 彼此聯聯絡, 有合⽽而為⼀一的⼼心(參參弗4:1-4)。每⼀一位基督徒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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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進入這單位裏, 找到了了⾃自⼰己的定位之後, 或如天使般的堅固者, 或如⾺馬利利亞般的⼩小⼦子, 穩建彼
此永恆的關係, 這關係已然⾼高於所有職位頭銜。

我們都知道教會⾃自改教運動之後產⽣生有許多宗派, 到了了⼆二⼗十世紀新⼀一波的靈恩運動開始時, 教
會即界分為福⾳音派與靈恩派, 起初福⾳音派與靈恩派尚有所區別, 但現在靈恩派的靈已經滲入福
⾳音派教會中。然, 無論是那個宗, 那個派, 都必須回到(基督復活後)教會起始時這最⼩小單位裏, 教
會成員都當恪守⾃自⼰己的位份, 堅固者與⼩小⼦子們各按其位份⽽而⾏行行, 個個⽮矢志認識基督並他的死裏
復活, 並互為⾒見見證是對⽅方的堅固者或是⼩小⼦子。

給定位⾃自⼰己是堅固者的
當我們把⾃自⼰己的位份定準了了之後, 再看與其他成員的關係就不會越過⾃自⼰己的位份。譬如, 若若定
位⾃自⼰己如天使般的堅固者, 就當放膽傳講主耶穌基督, 包括他是誰, 與其他成員的關係, 即便便最
後只剩下⼀一個⼈人聽得進去, 基督還是承認他⾨門兩兩位在他的教會裏。

許多⼈人聽了了這樣的話必認為這是不切實際的陳述, 若若只剩下⼀一個⼩小⼦子的話, 如何⽀支付牧師的⽣生
活。我則問, 傳揚真確的耶穌基督與眷顧傳道⼈人⽣生活, 孰輕孰重? 神學⽣生畢業⽽而為傳道, 教會即
需負責他的⽣生活, 這假設從何⽽而來來? 牧師為傳道故, 為何不⾃自立謀⽣生? 有⼈人則會引保羅之“在道
理理上受教的當把⼀一切需⽤用的供給施教的”(加6:6)作為反駁, 然保羅這語有個前提就是, 傳道⼈人施
教當先於得俸祿, 也就是, 傳道⼈人必須證明⾃自⼰己是傳基督的⼈人, 才有資格領取奉獻給基督的奉
獻。有時候, 看著每個⼈人在社會裏盡⼼心竭⼒力力才得著每個⽉月的薪酬, 再看到作傳道的不好好傳講
耶穌基督, 只愛教導會眾如何⽣生活, 他們卻還可以⽀支薪, 這真是不公義的事。

作為堅固者不可以為⾃自⼰己不會犯錯。基督要彼得回頭以後要去堅固弟兄(路路22:32b), 然彼得卻
在爾後傳道⽣生涯中, 某回與外邦⼈人⼀一起吃飯, 但⾒見見了了雅各那裏來來的⼈人到了了, 他因怕奉割禮的⼈人, 
就退去與外邦⼈人隔開了了(加2:12), 保羅⾒見見此還⼤大⼤大責備彼得(參參加2:13-21)。⾺馬利利亞是彼得第⼀一
個堅固者, 這⾺馬利利亞與保羅在當時的位階都比彼得來來得低, 但他們卻拯救了了彼得。這樣看來來, 堅
固者是各個基督徒可為的, 皆可提⽰示凡在基督的道上⾏行行的不正的基督徒。如果華⼈人教會有如⾺馬
利利亞與保羅這樣的基督徒, 有能⼒力力提⽰示比他們位階⾼高的教會領袖, 那將是華⼈人教會之福。

天使在教會最⼩小單位作為堅固者還必須詳細查考救恩, 才能服役於蒙救恩的⼈人, 盡主交付的責
任; 同樣地, 作教會堅固者當學習天使的榜樣, 必須詳細查考救恩, 才能不使基督的⼩小⼦子跌倒。
舉例例來來說, 使徒彼得論上帝是“叫拿撒勒勒⼈人耶穌復活的上帝”, 使徒保羅則寫說“叫他從死裏復活
的⽗父上帝”(加1:1b), 保羅論聖靈亦說是“叫耶穌從死裏復活的聖靈”, 因此, 教授神論與聖靈論的
老師不可只單單論上帝的本質, 還必須同時論上帝與聖靈在拿撒勒勒⼈人耶穌⾝身上的⼯工作。重點是
“同時”, 若若不, 只會將上帝置於彼岸, ⾼高放在理理念念界, 所論與聽者則無⽣生命的關係。

不會造神
⼜又, 堅固者因認清了了⾃自⼰己位份, 就不會越位⽽而⾼高舉⾃自⼰己, 取代基督救贖主的地位。我們不時耳聞, 
傳道⼈人有時會忘記這⼀一點, 尤其是恩賜⼤大的, 以為⾃自⼰己是他⼈人的救主。堅固者與⼩小⼦子們亦當恪
守⾃自⼰己的位份, 若若教會領袖與平信徒清楚知道⾃自⼰己的位份, 教會絕不可能產⽣生造神運動。保羅
說:「無論誰, 都不可拿⼈人誇⼝口, 因為萬有全是你們的。」(林林前4:21) 

保羅對哥林林多教會著⼒力力甚深, 因為這教會有教導恩賜的基督徒多, 各⾃自歸別是屬保羅的, 是屬亞
波羅的, 是屬磯法的, 是屬基督的(林林前1:12)。保羅在寫給他們的兩兩封信皆惕勵他們當記住經上
所記,「誇⼝口的, 當指著主誇⼝口。」(林林前1:31; 林林後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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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定位⾃自⼰己是⼩小⼦子的
若若定位⾃自⼰己是如⾺馬利利亞樣的⼩小⼦子, 就當有屬靈判斷⼒力力,  知道誰是主所認可的堅固者, 相信他可以
使你(妳)認識主, 當主叫⾃自⼰己的名的時候, ⾃自⼰己可以安然站在主的⾯面前。由於天使與⾺馬利利亞是⾯面
對⾯面的交談, 堅固者與⼩小⼦子的交談也必須是⾯面對⾯面的。今⽇日雖有網路路教學, 但⾄至終還是需要在
教會裏彼此相交。

箴⾔言13:20節說:「與智慧⼈人同⾏行行的, 必得智慧; 和愚昧⼈人作伴的, 必受虧損。」這裏的智慧不是
社會定義的智慧, ⽽而是指前⾯面箴⾔言第八章的智慧, 那裏寫的智慧是有位格的, 指的就是耶穌基督; 
反之, 這裏的愚昧指的是沒有智慧, 不知耶穌基督。天使與⾺馬利利亞⾯面對⾯面交談的重點是關乎耶
穌基督, 教會的重點就不在於活動, 節⽬目, 幸福⽣生活講座等等其他的事。

“妳找誰呢?” “你在那裏?” “你們說, 我是誰?”
以上說起來來簡單, 但是⾏行行出來來卻不簡單, 因為我們常常不在⾃自⼰己的位份上⾏行行事。基督問⾺馬利利亞
「妳找誰呢?」每當耶穌以疑問句句, 以明知故問發問時, 不是要聽的⼈人給他答案, 乃是要聽的⼈人
省察⾃自⼰己的狀狀態。耶穌對⾺馬利利亞這問⼀一如他問犯罪的亞當「你在那裏?」他不是不知道亞當在
那裏, 也不是不知道⾺馬利利亞找誰, 這些都是他知道的, 耶穌問亞當與⾺馬利利亞乃是直逼他們檢視他
們現今的狀狀態。亞當應該直立在上帝⾯面前, 但上帝要亞當好好思想為什什麼躲藏在園裡的樹⽊木中, 
躲避祂的⾯面; ⾺馬利利亞應該懷著⾒見見耶穌的⼼心, 她需要好好思想為何要找⼀一個失去的⾝身體。

耶穌向亞當與⾺馬利利亞之問, 還有問⾨門徒之「你們說, 我是誰?」皆會向我們發出同樣的問。我們
應該在教會最⼩小的單位裏, 但我們卻在那裏? 我們應該鮮活地活在耶穌⾯面前, 但我們卻不斷地在
找他? 我們應該⽤用我們⾃自⼰己的⾔言語論述基督是誰, 但我們卻愛引⽤用其他⼈人的說詞來來論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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