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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宗⾧⽼會－主⽇信息 
5/13/2018 

 
基督建立國度-04 

 
國度同工的呼召訓練與塑造-01 

 
馬太福音 Matthew 10:1-4 

 
唐興 

A. 前言： 

我們⽤了兩個主⽇證明耶穌在地上不但實際上建⽴了教會，也同時啟⽰了教會建造的樣

式，動機和⽅法。並且摩西在西乃山建造會幕是耶穌在地上建⽴教會的預表。會幕建造有

五個階段︔對應了耶穌在地上建⽴教會的四個階段：1）樣式的啟⽰︔2）同⼯的呼召︔

3）呼召、訓練，和塑造同⼯︔4）被訓練塑造成形的同⼯在地上按照樣式建⽴教會的根

基︔5）基督繼續在天上透過聖靈和教會的同⼯按照基督所啟⽰的樣式在使徒建⽴的根基

上繼續建⽴教會——天上的帳幕。 

 

B. 中心思想：基督建立國度從呼召訓練和塑造教會的同工開始。 

今天的經⽂是在耶穌啟⽰了教會建造的樣式動機和⽬的後，從⾨徒中揀選呼召出⼗⼆個使

徒，作為與基督共同建造教會的同⼯。耶穌不但呼召他們，也訓練他們，塑造他們成為合

神⼼意的器⽫，好像建造會幕的比撒列和亞何利亞伯⼀樣。最後⼗⼆個使徒最後完成了神

的計劃，就連猶⼤的賣主也是計劃的⼀部分。我們要先從福⾳書回想耶穌訓練和塑造他們

成為合神⼼意的器⽫的「過程」。然後，再回到經⽂本身。看到他們被基督訓練塑造成為

同⼯的⼀些「基本原則」。 

 

整個神國度的建造完全放在這⼗⼆個⼈身上，他們最特殊的地⽅是：他們都是普通平凡的

⼈，他們都具有不同殘缺的個性（其中還有出賣耶穌的⼈）。他們被⽗神揀選，被基督呼

召和訓練，最後成為新約教會的根基的建造者。基督透過他們建造了教會的根基，基督透

過他們建⽴了神的國度。他們成為神整個計劃完成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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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教導他們神學，神國度的真理︔耶穌教導他們神國度的⽣活原則：如何禱告，如何饒

恕，如何以謙卑互相服事，要如何背起⾃⼰的⼗字架跟隨主。彼得、雅各，和約翰甚至看

到耶穌在榮耀中的相貌（太 17:1-9）。他們接受了道成⾁身的神的兒⼦基督親⾃的教導，

⽣活在⼀起長達三年之久。 

 

當他們從最頂尖的神學院畢業，他們看到耶穌被釘⼗字架後，所有的的⾨徒都逃⾛了（太

26:56），並且都回到了⽼⾏業中（約 21:3-4）。耶穌的⾨徒訓練，耶穌的國度同⼯訓練似

乎完全失敗了，教會的核⼼同⼯全部崩盤了！從⼈的角度看，這是多麼失敗的事！但是耶

穌知道祂在做什麼。從神的角度看，最終的關鍵在於聖靈在這些⼈內⼼的⼯作，聖靈按照

神的旨意，在⽗所定的時間執⾏神的計劃，⽽⼦基督耶穌的⼯作是教導傳講神國度的真

理。 

 

因此，耶穌復活之後，祂再把他們⼀個⼀個的找回來，使他們受聖靈（約 20:22），四⼗

天之久，再教導他們神國度的真理（徒 1:3），並且在五旬節的時候，賦予他們聖靈的能

⼒。結果，他們成為復活升天的耶穌在地上的代理⼈，完成了耶穌呼召他們出來職事的使

命。今天你我在這裡聚會敬拜神，就是建造在他們所建造的根基上的。雖然，這⼀段救贖

的歷史是不會重複的，但是卻向我們啟⽰，教導我們關於教會建造的最根本的重要原則：

教會的建造是神的⼯作，最後的關鍵在於聖靈的⼯作，因此所有的榮耀和讚美都是歸與神

的。所有教會的同⼯僅僅是神⼿中的器⽫⽽已︔並且這些器⽫的本身⾸先要被神建造。 

 

「6 他對我說：「這是耶和華指示所羅巴伯的。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

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撒 4:6） 

 

基督訓練塑造神國度同⼯的過程包括四個階段：兩個呼召階段，兩個建造階段。 

1-重生得救的呼召：這些使徒，這些建造教會的同⼯，⾸先被呼召成為基督的⾨徒。也就

是說，他們是重⽣得救，因信稱義的基督徒。這個階段牽涉到基本的⾨徒訓練，他們跟隨

基督，順服祂的教導，但是他們仍然從事⾃⼰在世界上的職業。應用原則： 建造教會的

同⼯⾸先必須是重⽣得救的基督徒，是⼀個渴慕學習關於基督，關於神國度的事的⼈。重

⽣得救的基督徒需要被真理建造（登山寶訓，羅⾺書是主要關鍵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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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執事同工的呼召：第⼆個階段是執事事的呼召。基督⾸先把他們帶離⼈群，在彼得的船

上教導他們，路加福⾳ 5:11 節，說他們就撇下所有的，跟從了耶穌，他們⼈⽣的⽬標轉

了⽅向，他們受基督訓練塑造，成為與耶穌⼀同建造教會的同⼯。應用原則： 建造教會

的「核⼼同⼯」，必須是把焦點放在教會建造上的⼈，雖然不⼀定要離開地上世界上的⼯

作（保羅是從事製造帳棚⾏業的，利迪亞是從事紡織業的），也許會經過⼀段時間，但最

後同⼯的⼼是放在屬天的教會建造上，因為這事呼召的果效。 
 

3-受差遣學習建造：第三個階段是使徒的實習階段。他們以兩⼈⼀組的⽅式被差遣（可

6:7）。在整個實習的階段，耶穌都與他們在⼀起教導他們（路 9:10︔10:17）。經過⼀段

時間的實習結束之後，他們繼續接受耶穌的教導（可 6:30-34）。我們今天的經⽂就是關

於這個學習階段開始的敘述。應用原則： 建造教會的同⼯也都必須經過⼀段實習的階

段。學習順服基督的權柄，學習如何共同的、以團隊的⽅式，同⼼合意的被訓練塑造︔學

習如何在事奉中彼此接納，學習如何在事奉中⼀同被基督建造。（這是教會建造的關鍵，

如同會幕建造之前，神必須「使聖靈充滿他們，使他們有智慧，有聰明，有知識，能做各

樣的⼯」（出 30:3）。耶穌親⾃⽤了三年的時間訓練塑造他們︔在改教家加爾⽂身上從植

堂開始花了四年多塑造他經過無數次的禱告，才賜下忠⼼合⼀的同⼯。） 

 

4-受差遣實際建造：第四個階段的呼召，發⽣在耶穌復活之後，賣主的猶⼤已經不在其

中。耶穌向⼗⼀個使徒顯現，教導他們神國度的事。耶穌升天之後，他們和其他的⾨徒，

約 120 ⼈，⼀起「同⼼合意恆切禱告」（徒 1:14-15）。在彼得的提議下，他們選出⾺提

亞作為第⼗⼆個⾨徒。在五旬節那⼀天，他們領受了聖靈的能⼒，正式開始建造神的教

會。應用原則：今天教會建造的同⼯唯有經過前三個階段才能成為神國度的建造者，當⽣

命轉變，⽣活在登山寶訓神國度福⾳的原則中的時候，就成為合神⼼意的器⽫，與基督同

⼯的建造者，對所有的基督都是如此。 

 
C. 經文解釋： 

1-呼召門徒成為使徒。（v.1a）「1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 

a-耶穌叫了 12 個門徒：元首基督呼召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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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督的呼召。叫 [προσκαλέω]=召喚。summon 太 18：33 主⼈召僕⼈，徒 13:2-去做我召

提名所做的⼯︔徒 16:10 保羅看到⾺其頓的異象，知道神召他們去傳福⾳給那裡的⼈聽。

這個字是⼀個複合字，向前+呼叫︔這是⾯對⾯的呼叫︔這是主⼈召喚僕⼈的呼叫。最重

要的是，這是教會的元⾸基督的呼召，不單單出於被呼召者⾃⼰內⼼所謂的「感動」，這

是⼀個客觀的，外在的呼召。 

 

b) 父的揀選。耶穌從眾多的⾨徒中呼召了 12 ⼈，是經過徹夜通宵的禱告，清楚知道是神

的旨意，才呼召了成為使徒的⼗⼆個⾨徒。《路加福⾳》6:12-13，「12 那時，耶穌出去，

上山禱告，整夜禱告上帝；13 到了天亮，叫他的門徒來，就從他們中間挑選十二個人，

稱他們為使徒。教會的元⾸基督，也不是獨⾃主的進⾏教會建造的⼯作。教會的同⼯的揀

選和呼召必須是出於天⽗的旨意，不是單靠⼈的熱⼼和感動就可以組成的。 

 
6 「你從世上賜給我的人，我已將你的名顯明與他們。他們本是你的，你將他們賜給我，

他們也遵守了你的道。7 如今他們知道，凡你所賜給我的，都是從你那裏來的；8 因為你

所賜給我的道（話），我已經賜給他們，他們也領受了，又確實知道，我是從你出來的，

並且信你差了我來。（約 17:6-8）教會的同⼯是神賜給基督的，並且經過基督的訓練和塑

造，真認識基督的⼈。 
 

b-門徒與使徒的區別。「⾨徒」的希臘⽂意思是「學習者，學⽣」。耶穌的⾨徒，基督徒

是學習基督的⼈。從眾多的⾨徒中，耶穌經過徹夜通宵的禱告後，按照⽗的旨意，呼召了

⼗⼆個「使徒」。「使徒」的希臘⽂意思是「使者，⼤使，受差遣者」，他們是基督具有

基督權柄的發⾔⼈。當新約聖經講到使徒的時候，就是指 12 位耶穌基督的發⾔⼈。 使徒

是指這⼗⼆⼈被耶穌呼召出來被設⽴承受的職份（office）。 

 

「⼗⼆」的數字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因為這個數字與以⾊列⼗⼆個⽀派產⽣直接的關

聯，暗⽰了以⾊列⼈所盼望的事之應驗。保羅在徒 28:20，說他為了以⾊列⼈的盼望教導

講論神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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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和使徒⾏傳⽤「使徒」作為 12 使徒的特定名稱。⾺太只⽤了⼀次（太 10:2）︔

其他的地⽅他⽤「⼗⼆個⾨徒」（11:1︔20:17），或「那⼗⼆⼈」（26:14，20，47-中⽂

和合本聖經加了⾨徒）。⾺可福⾳中只出現⼀次（可 6:30）。可 3:14 說： 

「14 他就設立十二個人，要他們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們去傳道，15 並給他們權柄趕

鬼。」使徒的⾸要功⽤是要「與基督同在」，是受耶穌的教導、訓練和塑造（義的成就，

領受八福）。「傳道和趕鬼」是學習按照耶穌設⽴的樣式建造教會（聰明的蓋房⼦的

⼈）。 
 

2-基督賜下權柄和能力。(v.1b) 「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並醫治各樣的病症。」 

按照希臘⽂的意思這裡的權柄是指「趕污鬼」，以至於 so that「醫治各樣的病症」。各

樣病症的背後是⿊暗的權勢。加爾⽂說：「藉著使他們有能⼒⾏神蹟，基督賦予他們屬天

能⼒的徽章，為了要得到⼈民的尊敬和信⼼。因此我們可以推論⾏神蹟的⽬的。因為耶穌

在同時，也任命他們作為福⾳的傳道者，所以⾏神蹟只是為他們所傳的信息下印記。我們

不可以⾃由地把兩者分開。」加爾⽂指出兩點：1）⾏神蹟不能離開傳講福⾳的信息⽽存

在。2）神蹟是證明福⾳信息是出於神的權柄和能⼒。換句話說，「醫病趕鬼」是使徒權

柄的資格證明書。 

 

福音原則：當受差遣的傳道者所傳講的信息，能夠改變⼈的⽣命，使⼈能夠產⽣悔改，⼼

意更新變化的祝福的時候，我們就知道是基督透過所傳講的信息，醫治了⼈屬靈的病症，

這種能⼒和權柄是出於基督的。那麼這些傳講改變⼈⽣命，使⼈悔改，使⼈⼼意被更新變

化的傳道⼈，就是基督所差遣的僕⼈和器⽫了。 

 

3-基督開始塑造同工 。(v.2-4) 「2 這十二使徒的名：頭一個叫西門（又稱彼得），還有

他兄弟安得烈，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3 腓力和巴多羅買，多馬和稅吏馬

太，亞勒腓的兒子雅各，和達太，4 奮銳黨的西門，還有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	
 

頭一個叫西門又稱彼得。這裡的「頭⼀個」[πρῶτος]（protos）是指主要的，在前⾯的。

彼得不是頭⼀個被呼召信主的，⽽是頭⼀個被呼召做使徒的。這並不表⽰他的權柄⼤於其

他的使徒，但是他的確在使徒中佔有最重要的地位。因為，⾺太福⾳ 16 章「15 耶穌說：

「你們說我是誰？」16 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兒子。」17 耶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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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

指示的。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

勝過他。19 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

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權柄：原文是門 

彼得不但是頭⼀個被呼召做使徒的，他也是比其他使徒先領受⽗的啟⽰的，並且他擁有天

國的鑰匙。他是第⼀個把天國的⾨打開的使徒！他是在五旬節那⼀天第⼀個傳講天國福⾳

的使徒︔他是被差遣使外邦⼈哥尼流全家進入神的國度的使徒（徒 10 章）。所有後來受

差遣傳天國福⾳的⼈都擁有天國的鑰匙，但是彼得是第⼀個。 

 

這⼗⼆個使徒有幾個特殊的地⽅：⾸先，他們被分為四⼈⼀組的三個⼩組。其次，他們具

有不同的天然個性。第三，他們具有相同的本性缺失。 

 

a-三個小組的組合。耶穌把這⼗⼆個使徒分為三個⼩組。這 12 ⼈的三個⼩組是建造教會

的基礎，耶穌是房腳⽯（弗 2:20）。我們都很熟悉第⼀組：彼得、安得烈、雅各和約翰

（他們是打漁的夥伴）。他們與耶穌關係最密切，耶穌也教導他們最久，並且把重要的責

任託付給他們。第⼆組：腓⼒、巴多羅買、多⾺和⾺太我們知道的比較少。第三組：雅

各、達太、西⾨和猶⼤。除了猶⼤之外，我們知道的不多。第⼀組與耶穌的關係似乎比其

他兩組要密切的多。第⼀組好像是核⼼成員（inner circle）。特別是彼得，⽤了許多經⽂

來描述他。 

 

b-不同的個性組成。這些使徒都是最普通的⼈，他們都有不同的個性。彼得具有標準的加

利利⼈個性：衝動、情緒化，敢冒險的。他最會問問題：關於饒恕，關於跟隨基督的獎

賞，他也會回答其他⼈不知道的深奧的問題（耶穌是誰）。安得烈（第⼀個被呼召做⾨

徒）的個性是安靜不與⼈競爭的個性，常在背景中被提到他。他是施洗約翰的⾨徒，把許

多⼈帶到耶穌⾯前，包括彼得。雅各（約翰的哥哥）是有勇氣、容易饒恕⼈的⼈。約翰

（雅各的弟弟）， 

雅各和約翰，耶穌給他們起名叫半尼其，就是「雷⼦」的意思（可 3:17）。因為他們脾氣

暴躁，易怒。傳福⾳給⼈，⼈不接待他們，就要吩咐⽕從天上降下來燒滅他們（與許多神

學極端主義的⼼態非常相似）。耶穌對他們說：「你們的⼼如何，你們並不知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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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55）。耶穌指出：他們不認識⾃⼰。因此同⼯在實習的階段必須認識⾃⼰（彼得在雞

叫前三次不認主的經歷），被建造的第⼀步就是認識⾃⼰和認識基督。 

 

c-相同的本性缺失。這些使徒在「實習的階段」 被彰顯出許多本性上的缺失。在實習階

段中他們⾯對⾃⼰的本相，他們⾯對⾃⼰屬靈的貧窮︔他們神學上有長進，但是需要認識

⾃⼰，認識基督的⼗字架。耶穌如何帶領他們呢︖耶穌⼀直教導他們：透過他們犯錯的經

歷教導他們，透過他們失敗的經歷教導他們︔耶穌⼀直教導他們，教導他們關於神國度的

真理，教導他們基督的⼗字架，耶穌⼀直教導他們關於祂⾃⼰——他們在基督的學校。他

們本性上的缺失可以歸納為五⽅⾯： 
 

1）微弱搖擺的屬靈悟性。他們常常聽不懂耶穌的教導。他們不明⽩撒種的比喻（可 4:11-

12）︔直到耶穌復活他們都不相信，耶穌說「他們的⼼信得太遲鈍了」（路 24:25，參-路

18:31-34）。 

 

2）缺乏謙卑的生命特質。他們的本性缺乏謙卑，他們在路上，在耶穌的背後爭論誰為

⼤。耶穌教導他們要為祂的名互相接待（可 9:33-37）。⾺太福⾳ 20 章，把雅各和約翰的

母親都扯進來，為了要爭誰將來為⼤。21 耶穌說：「你要甚麼呢？」她說：「願你叫我

這兩個兒子在你國裏，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左邊。」這種幼稚好勝的天然本性，

在這⼀段實習時期被彰顯出來。耶穌的回應是：「 25 耶穌叫了他們來，說：「你們知道

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26 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

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27 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28 正如人子

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耶穌教導他們同

⼯必須具備的特質，也是登山寶訓的⽣命特質：謙卑。 
 

3）心裡摻雜剛硬的不信。他們連耶穌的復活也不相信。他們跟隨耶穌三年之久，經歷許

多神蹟奇事，⼀次又⼀次，看到耶穌的權柄和能⼒︔⼀次又⼀次，領受了耶穌的教導。當

⼈告訴他們耶穌復活了，他們居然不信。「14 後來，十一個門徒坐席的時候，耶穌向他

們顯現，責備他們不信，心裏剛硬，因為他們不信那些在他復活以後看見他的人。」25 

「耶穌對他們說：「無知的人哪，先知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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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無法承受壓力的承諾。他們⼀受到壓⼒就忘記了所有的教導。耶穌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呢︖祂事先教導他們。路加福⾳ 22：31-34，「31 主又說：「西門！西門！撒但想要得著

你們，好篩你們像篩麥子一樣；32 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你回頭以

後，要堅固你的弟兄。」33 彼得說：「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監，同你受死，也是甘

心！」34 耶穌說：「彼得，我告訴你，今日雞還沒有叫，你要三次說不認得我。」 

當耶穌被猶⼤出賣，被祭司⽂⼠長⽼拿住，聖經說：「⾨徒都離開祂，逃⾛了」（可

14:50）。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有正確的教導和經歷，但是缺乏聖靈的光照和能⼒。 
 

5）缺乏聖靈能力和光照。⾺太福⾳ 17 章，耶穌的⾨徒無法醫治⼀個害癲癇病的⼈，病⼈

的家屬求耶穌說：「16 我帶他到你門徒那裏，他們卻不能醫治他。」17 耶穌說：「噯！

這又不信又悖謬的世代啊，我在你們這裏要到幾時呢？我忍耐你們要到幾時呢？把他帶到

我這裏來吧！」18 耶穌斥責那鬼，鬼就出來；從此孩子就痊癒了。」 
 
耶穌如何改變他們的本性呢︖耶穌教導他們，又教導他們，再教導他們，不斷重複的教導

他們，從話語中教導他們，從經歷中教導他們，直到聖靈在他們裡⾯⼯作透過這些教導產

⽣⾏為⾔語的改變，使他們成為合神⼼意的屬天的會幕建造同⼯。聖經告訴我們，就連彼

得在成為使徒之後也還會失敗：保羅在安提阿責備彼得⾏為與福⾳的真理不合（加 2:11-

14）。這告訴我們，從成聖的角度來看，受基督的教導和塑造是所有基督徒⼀⽣的道路。 
 

應用：研究歷史的學者按照歷史⽂獻的記載指出，加爾⽂在⽇內瓦的 150 位同⼯，即使常

常表現出他們勇敢持守真理的堅定承諾，毫不屈服的神學信念的同時，他們還要⾯對⾃⼰

的道德上的軟弱、⼼中的偏⾒，和驕傲︔這些正是他們教區中被他們牧養的基督徒需要被

醫治的地⽅。所以，今天我們學習的原則是：神所呼召使⽤的教會同⼯，都不是完全的，

都需要在同⼯事奉中，被基督訓練塑造，同⼯⾸先是基督的⼯作。基督是那一位呼召同工

訓練塑造神國度-教會的建造者。今天的經⽂要問⼀個問題：你願意接受呼召，按照基督

所賜給你的恩賜，⼀同被基督訓練塑造成為教會的建造者嗎︖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