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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上如何描述基督徒 

Various Figures Used to Describe a Christian 

(彼前 4:16) 

 

前言 

 

1. 聖經用幾個方法描述教會，也用幾個方法描述基督徒. 

A.  聖經上如何描述教會. 

  a.  基督的身體 (弗 1:22,23). 

     b.  神的家 (提前 3:15). 

     c.  神的國度 (太 16:18,19). 

     d.  葡萄園 (太 20:1-16). 

B.  這些經節幫助我們更清楚的明白與神有什麼關係. 

a.  我們是身體中的肢體 (羅 12:4-8). 

     b.  神是我們的天父 (太 23:9; 6:9). 

     c.  我們是國度的人民 (腓 3:20). 

     d.  我們是葡萄園裡的工人 (林前 15:58). 

2. 在這個課程中，我們會研究聖經上如何描述基督徒及包括什麼責任. 

 

I.  精兵. 

 

A.  保羅在書信中強調基督徒是軍人. 

a.  提後 2:3,4. 

 b.  提前 6:12. 

c.  提後 4:7. 

B.  他也提到基督精兵的武器. 

a.  林後 6:7. 

 b.  林後 10:3-5. 

 c.  弗 6:10-18. 

 d.  帖前 5:8. 

C.  軍人要打仗. 

a.  來 10:32. 

 b.  來 11:34. 

 c.  林前 9: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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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一些軍人不付出他們的責任. 

a.  一些是懶惰，冷淡. 

1.  士 18:9. 

     2.  羅 12:11. 

     3.  啟 3:15,16. 

b.  有的是潛逃的. 

1.  底馬 (提後 4:10). 

     2.  彼後 2:20-22. 

     3.  『停止聚會』是逃到敵人去幫助他們 (來 10:25). 

     4.  拿破崙的故事: 『去打仗或改變你的名字』. 

c.  為了得勝，神的軍隊需要紀律 (帖後 3:6,14,15). 

 

II.  僕人/工人. 

 

A.  聖經裡的『僕人』記載 967 次. 

a.  『僕人』有『奴僕』的意思 (約 8:34). 

 b.  我們為主耶穌基督是自願的僕人. 

1.  路 16:13. 

     2.  約 12:26. 

     3.  約 15:15,20. 

     4.  保羅，雃各，及猶大都當耶穌自願的僕人 (羅 1:1; 雃 1:1; 猶 1:1). 

c.  真正的自由在基督裡 (林前 7:22; 羅 6:17,18). 

B.  忠實僕人/工人的例子. 

a.  基督 (腓 2:7). 

1.  約 4:34. 

     2.  約 5:17. 

     3.  約 9:4. 

     4.  約 17:4. 

b.  保羅 (加 1:10). 

c.  摩西 (來 3:5). 

C.  我們藉著服務變為偉大 (可 9:34,35; 可 10:42-45). 

D.  聖經鼓勵我們作忠實的僕人/工人. 

a.  可 13:34,35. 

 b.  林前 15:58. 

 c.  西 1:10. 

 d.  提後 2:21,24. 

E.  忠實僕人/工人的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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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太 24:45-47.  相反的 – 48-51 節. 

 b.  太 25:21,23.  相反的 – 26-30 節. 

 c.  路 12:43,44. 相反的 – 45-48 節. 

 d.  不忠實僕人/工人的報酬是按照他們所行的 (啟 22:12). 

 

III.  新娘. 

 

A.  因為教會是基督的新娘，使我們想起夫妻的關係. 

a.  羅 7:1-4. 

 b.  林後 11:2. 

c.  弗 5:22-33. 

B.  要過潔淨的生活，這包括屬靈的潔淨. 

a.  屬肉的姦淫是罪; 屬靈的姦淫也是 (雃 4:4). 

 b.  基督徒不能效法非基督徒的生活同時得 神的喜悅. 

1.  羅 12:1,2. 

     2.  多 2:11,12. 

     3.  約一 2:15-17. 

c.  基督徒可選時間及地方行義嗎? 

1. 有的時候可以參加及分享教派的活動嗎?  不可以. 

2. 為了享受自己的愉快或參加教派的活動可以停止參加聚會馬? 

3.  一位太太幾次可以作姦淫同時作對? 

4.  有的時候可以嗎? 

 

IV.  活石. 

 

A.  基督徒組成神屬靈的家. 

a.  彼前 2:5,9. 

 b.  林前 3:16. 

 c.  林前 6:19,20. 

 d.  林後 6:16,17. 

 e.  弗 2:20-22. 

 f.  來 3:6. 

 g.  啟 3:12. 

B.  建築物丟了一些磚的話，建築物變弱及可能倒塌了. 

C.  在主的教會中每個基督徒必須付出他的責任. 

a.  林前 12: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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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加 6:4,5. 

 

V.  水果樹的枝子. 

 

A.  約 15:1-8. 

a.  我們只在真正的葡萄樹興旺 – 真正的葡萄樹是基督. 

 b.  我們必須結果子或被剪掉. 

 c.  水果樹不結果子的話是無用的. 

B.  無花果樹的比喻很清楚的強調這個原則. 

a.  可 11:12-14. 

 b.  路 13:6-9. 

C.  我們要培養『聖靈所結的果子』(加 5:22,23; 來 12:10,11). 

 

結論 

 

1.  聖經記錄很多例子幫助我們更清楚的了解 神的旨意. 

A.  在每個時期人用這些例子解釋主的旨意給世人聽. 

 B.  耶穌常常用很多例子教導人. 

2.  我們希望這課程中所用的例子幫助我們每位很清楚的明瞭 神的話及我們對 神有什麼責 

任. 

3.  邀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