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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課

使徒性教會的藍圖

翟辛蒂 Cindy Jacobs的「天國革新」和丹尼．席克 Danny 
Silk的「天國尊榮文化」這兩本書，提出了一個社會不同
領域經歷改革轉化的過程 :復興 =>門訓 =>禱告祭壇 =>
改革 =>轉化。記得我們上一課提到：使徒不只是建造教
會的人，更是 /改變文化 /和 /轉化思維 /的人！

1./復興 /。類似保羅大馬色的經歷：深刻的悔改、經歷
屬靈的覺醒，被神強烈的呼召。我們活著必須要找到我

們永恆的命定，是神創造我們時，放在我們裡面救贖性

的目的。使我們可以釋放在我們裡面的救贖性恩賜…所

謂救贖性：使我們所在的領域得以恢復神 /起初的心意 /。

2./ 門徒訓練 /。光有呼召不夠，成為信徒也只是第一步
而已，我們需要在聖經的真理上被 / 教導和裝備 /。知
道我們救贖性的目的和恩賜也是不夠的，我們也需要經

歷救贖性的塑造。所以委身在教會的門徒訓練和牧養就

非常重要，另外參與服事也會幫助我們找到和發展救贖

性的恩賜，使我們的生命在團隊中被磨練。記得：信徒

只會聚會和被牧養，只有 /門徒 /可以轉化世界 !

3./禱告祭壇 /。當屬靈覺醒發生、門徒被教導裝備之後，
這些領受 / 相同領域負擔 / 的改革家和轉化者就會開始
/ 聚集禱告 /，在教會牧者的遮蓋下，從神領受祂的 / 智
慧與策略 /來帶出影響力。

4./ 改革 /。按照屬天的藍圖和啟示，制定合神心意的原
則來解決 / 不公義 / 或 / 攔阻神運行 / 的狀態，使一切
恢復到 / 神原先所命定 / 的秩序。讓神的心意融入我們
日常生活的文化。而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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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轉化 /。在我們所在的領域和地區，營造出 / 在地如
在天 /的光景。Bill Johnson 牧師：他在荷蘭看到溫室中
的鬱金香，外面雖是暴風雪，但在溫室控制的環境中，

所有不該長的就不會長，該長的就會發旺！就像天國文

化，當這樣的屬天價值觀和屬靈氛圍滲透在我們所在的

環境中，該長的自然就會健康的成長，而所有不屬神的

會被拔除和拆毀，使神的心意成就在這地。

太 9:17也沒有人會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如果這樣，皮袋
就會脹破，酒就漏出來，皮袋也損壞了。人總是把新酒裝在

新皮袋裡，這樣，兩樣都可以保全。

神是做新事的神，而神的運行和工作都需要有新的皮袋

來承載。就好像河道一樣，神國中的一切（天堂）要能

流到地上來，就需要天國文化的導引。在神的能力、同

在和資源都不會短缺的情況下，錯誤的文化：思想方式、

價值觀和看世界的眼光都會攔阻天國順利的流到我們中

間。而首當其衝影響最大的就是教會，因為教會正是神

的殿、天的門，是天國降臨到地上的重要媒介。我們必

須了解…使徒性教會的文化就是教會的新 / 皮袋 /。這
新皮袋一旦到位，就沒有什麼能夠攔阻神的國降臨。

講到使徒性教會，我們不但需要明白神的國透過三種方

式臨到地上：天國的能力、天國的同在和天國的文化，

我們也需要瞭解四個塑造出使徒性教會新皮袋的思維：

1./天堂 /的模式：耶穌在主禱文中，所給我們的模式就
是要把天堂的本質帶到我們所在的環境中。

西 3:1~2所以，你們既然與基督一同復活，就應當尋求天上
（天堂）的事，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你們要思念的，

是天上（天堂）的事，不是地上的事。

不是在想上天堂，而是身為基督的門徒，我們既是天國

的子民，也是神國的 / 大使 /。要了解這世界不是我們
的家，而是我們的 /任務 /。你的家和歸屬感都在天上，
你被天父差派到你現在所在的地方。你要移民或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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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嗎？問神有沒有要差你去那裡，因為你不是追求地

上更好的生活，你是代表神的國！

在地如在天：簡單的來說就是天堂有的，在地上也 / 該
有 /。天堂沒有的，就 /不該存在 /於我們所在的地方。

舉例：在天上沒有人被邪靈綑綁。所以當一個人經歷趕

鬼釋放而得著自由時，就是神的國臨到他身上。

舉例：在天上沒有疾病，因此當我們禱告醫好一個病人，

代表他的身體經歷了神的國。

太 12:28 （和合本）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
到你們了。

舉例：Bill Johnson牧師不斷地宣告：他所在的雷汀市要
成為沒有癌症的城市，因為天堂沒有癌症。

再從另一個角度來舉例：若我開了一家非常成功、賺錢

的餐廳，而你想加盟進來…你所投資的加盟金就讓你可

以使用我餐廳的名字，並且你會被要求要能夠符合總店

所制定的標準，包括菜單、特殊的裝潢和家具都要一樣，

人事管理系統和員工訓練的方式也會直接從總店複製，

而我也會竭盡所能的使每間分店都要和總店一樣，這分

店才有可能成功。這就是在地如在天的觀念，就好像在

地上開天國的分店一樣，我們需要複製總店（天堂）的

一切，竭盡所能的帶下聖靈超自然的能力、神榮耀的同

在和屬天的文化，讓神把天國的權柄、秩序和所有益處

都複製在我們所在的環境中，直到和天堂一樣，我們才

能看到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要辦天國文化特會？

太 9:35（和合本）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裏教訓人，宣
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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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4:14（和合本）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
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

因為耶穌在地上傳講的是天國的福音，而不只是救贖的

福音！對我來說，靈魂得救和教會增長固然重要，然而

當我們看到美國，那些擁有最多基督徒或超大型教會

的城市，卻有著最糟糕的社會統計數據：最高的犯罪

率、貧窮人口比例、失業率…等。這是因為許多基督徒

所擁有的 / 教會文化 /，其實不見得是天國的文化。Bill 
Johnson 牧師說：『所有教會都在神的國中，但 / 不是
所有 / 神的國都在教會裡。』我們一定要知道神的國比
教會還要大！這是為什麼我們的心思意念必須要與天堂

同步，而不斷的更新而變化。我有次聽到 Robert Morris
牧師分享：以色列歷代君王中國土疆界排第一的是：所

羅門，第三是大衛，然而蠻有意思的是你知道排行第二

的是誰？就是亞哈。我們都知道他是非常邪惡的王，他

的太太耶洗別也非常掌控和行巫術。這代表你可以用不

合神心意的方式建造很大的教會和事工。所以我們需要

問自己：我們到底是在建造神的國還是我們的國？我們

有過著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嗎？

2. / 天父 / 的心。主禱文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你的
國降臨。你知道這是天父的國度嗎？在神的國中，我們

所擁有的不只是一位救主，我們所擁有的一位完全良善

的父親。

有次在 Redding，有許多不同領域的領袖，包括政府的
行政單位、警察局、管理監獄的代表，還有少年感化院、

學校輔導室、社區關懷組織、金融界、政治界、教育界、

宗教界的領袖都聚集在一起。Kris Vallotton 牧師就跟大
家講到文化漩渦 cultural vortex 的觀念…他用熱水放到
冰箱來做比喻。冰箱的文化漩渦有自我保持性的環境，

它的內部有自給自足的恆溫系統。所以離開鍋子的熱水

雖然會改變一下冰箱裡面的溫度，但很快的，冰箱裡面

的環境又會回到跟過去一模一樣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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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分享，以他們的城市為例，熱水就好像是他們超自然

事奉學院的學生，每一年他們三個年級加起來會有 2500
個學生，他們在學校被挑旺、被聖靈充滿，領受各樣的

恩膏、恩賜、也被裝備訓練，然後非常火熱地被差派到

整個城市的每個角落去服事，可能是街頭遊民事工、先

知性尋寶和佈道、為病人禱告、發預言…甚至當他們畢

業之後，被差派回到他們的城市和教會中…但是這些學

生，他們就像熱水放進冰箱一樣，不是沒有改變，只是

就算有改變也沒有辦法持久。甚至他們反而最終也變得

跟他們的環境一樣。KrisVallotton 牧師就說：我們現在
來分組討論，那你們覺得到底冰箱的文化是什麼？不管

我們丟什麼方案、丟什麼策略、資源或人力進去都沒有

辦法看到實質持續的改變？這些不同領域的人就開始分

組討論，回來之後每組就輪流報告。結果出乎意料之外

的，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分享：冰箱裡面文化：

/ 無父的狀態 / 就是這個世界和社會的生態系統。不管
你丟什麼策略、做法、資源、幫助或人力，甚至是一群

最火熱、最有恩膏的基督徒，或許會有一段時間的改變，

但漸漸的一切都還是會回到之前的狀態。

讓我告訴你，這正是仇敵的策略 =>透過 /無父的狀態 /：
為父的心沒有轉向兒女，兒女的心沒有轉向父親，使 /
咒詛 / 充滿在我們的家庭、教會，充滿在校園、職場，
還有這個社會的每個領域。因為只要在任何的環境中有

無父的狀態，魔鬼就能營造出一種絕望和挫折感（心想：

這樣尊榮、這樣服事、這樣努力、這樣順服…真的會看

到改變嗎？）於是這個無父的咒詛，有效的 / 攔阻 / 天
國大有能力降臨到地上。撒但很清楚知道，只要有無父

的狀態在家庭、教會、校園、職場、社會和城市，不管

你差派多少火熱的基督徒進去，冰箱的溫度一下子又會

回到原狀。

你知道這個充滿孤兒的星球，就是孤兒做父親、孤兒做

領袖所產生的結果！孤兒沒有被父親、被領袖正確的對

待和愛，他長大了之後，也還是不懂怎麼做父親、做領

袖。在家庭是這樣，在教會是這樣，我跟你保證，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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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裡更是這樣…因此使徒性教會的任務就是要讓世界看

到這是 / 天父 / 的國度，因為使徒的角色就是一個 / 為
父 / 的角色，他該做的就是在他的影響範圍中，營造一
個作 /兒子 /的環境和文化，打破 /無父的咒詛 /。使徒
性教會的文化正是 / 家庭 / 的文化，在這天父的家中，
我們領受 / 作兒子的靈 /，進而學習 / 做（不管是肉身
或是屬靈的）父母 /。

3./ 耶穌 / 的榜樣。/ 五重職分 / 的設立是為了要成全聖
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然後呢？目的是為什

麼？ 弗 4:13 講到五重職分的下一節…直到我們眾人對神
的兒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認識，可以長大成人，達到基督豐盛

長成的身量。為了使每一個基督徒都能像 / 耶穌 / 一樣，
來向這個世界 / 顯明父神 /。耶穌說：你們看見我就是
看見父，我與父原為一，我是神本體的光輝，是父神的

榮耀…這都在說明耶穌完全彰顯了父神的屬性，而祂也

對那些在舊約時代以為認識神的人設立了一個全新的標

準，是沒有任何一個舊約的標準是可以否定或取代、甚

至是超越耶穌清楚所表達出的父神。耶穌只要有機會，

祂就想讓這孤兒的星球看得更清楚：我所做的一切，都

是父要我這麼做的，你們過去在舊約中所認識的神並不

完全，現在我要給你們一個全新的啟示：神是那位完全

良善的父親，祂是如此熱情和完全委身的愛我們。雅各

說：雅 1:16~17（和合本）我親愛的弟兄們，不要看錯了。各
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

那裡降下來的；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

Bill Johnson 牧師：耶穌本身就是最 / 完美 / 的神學。只
要在耶穌身上和服事中可以找到的，都是神的心意，是

天國的文化，也是你我都可以做到的。

舉例：耶穌醫好了每個來到祂面前的病人，所以我們沒

有藉口和理由來降低祂的標準。反過來說，在祂身上找

不到的，也別牽拖在神身上。



18

舉例：耶穌總是在醫治，從沒有降疾病在人身上，所以

不要說疾病是從父神來的。耶穌一生從沒指揮任何風暴

或地震去摧毀一個城市，甚至當祂的門徒要祂降下火來

審判時，耶穌責備他們，所以也別奉神的名來宣告審判

和咒詛。當耶穌在地上時，那些罪人、稅吏和妓女都喜

歡靠近祂，反而是祂的所作所為讓當時的宗教人士感到

極不舒服。我相信今天神也透過恢復 / 耶穌 / 的文化來
震動教會，要除去法利賽人和希律的酵，也就是 /宗教 /
的靈和 /政治 /的靈。

4. /初代教會 /的模式。

舉例：我用尺量了五十公分的木材，然後鋸下來，再用

這塊木材為標準，鋸下另一段木材，再用新的那塊再鋸

下一段木材，我跟你保證五十次過後，那木材一定不是

五十公分，而且可能越差越遠。今天教會經過了兩千年，

有很多東西就像這樣，跟使徒行傳的初代教會可能越差

越遠了。而初代教會正是一個使徒性教會！

你會發現神在祂的智慧中創造了一個從天堂連接到地上

的漏斗，而這個漏斗就是 / 五重職事 / 得以正常運作的
/使徒性教會 /。

弗 4:11~12（和合本）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
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

身體

當使徒性教會的文化機制建立之後，就如同

『彼前 4:10你們要作神各樣恩賜的好管家，各人照著所領受
的恩賜彼此服事。』

所說的，教會的領袖階層成為神恩賜的好管家：也就是

把不同的職分和恩賜的人擺在對的位置上，好讓他們得

以發揮。我們會看到天堂所有的一切就能流到地上，因

為所有的聖徒都被成全成為導管，以至於神的國能夠自

然的流到社會的每個領域中。這是為什麼我認為改革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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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模式的過程唯有在 / 五重職事 / 正常運作的教會中才
能被啟動，這也是為什麼 / 使徒性的教會 / 能夠成為培
植和孕育出轉化者和改革家的地方。然而為什麼大家都

在談使徒性教會和轉化的觀念，很多教會卻仍舊沒有突

破？甚至雖然經歷了神復興的工作和聖靈的澆灌，特會

完了教會和弟兄姊妹卻又回到老樣子？

最後我們要一起來談討兩個使徒性教會無法發揮的主要

原因：

1.不明白五重職事是什麼，也不了解這些恩膏對於教會 /
發展的方向 /有什麼影響。五重職事是神給教會非常寶貴
的禮物，每一種職事代表著不同的恩膏 =>不同的思考模
式，不同恩膏的人看事情的眼光都不一樣，結果就是他

們所提出的解決方法也不同。就讓我們一個一個的來看 :

a./ 牧師 /。牧師的焦點是照顧會友，他們很有為父為母
的心腸，擁有強烈的牧養、關懷和輔導的恩膏，能滿足

大家的需要。舉例：Danny Silk牧師就是牧者型的領袖，
他在人際關係、心理輔導、婚姻、家庭、親子方面的教

導和服事非常的實用，也給會友很大的安全感。

b./ 教師 /。教師所關注的是到底這些事合不合乎真理和
聖經的教導。他們看重知識、教義和神學，他們的熱情

是教導和裝備會友。

舉例：柯蘭迪牧師的教導恩膏很強，他熱愛研究醫治學，

而他的醫治學校總共有二十多堂課，我從他那裡學到關

於醫病、趕鬼釋放和知識言語的課程，步驟真的非常清

楚，也很容易操練和再去訓練別人。

c./ 傳福音 / 的。有這樣恩膏的人牧養比較不是他們的熱
情。他們的焦點是失喪的靈魂，而且在佈道上，還有訓

練和規劃陪談跟進是很有果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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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過去的葛理翰、今天的布永康都是傳福音恩膏很

明顯的領袖，帶領了成千上萬的人信主。

d./ 先知 /。先知能夠超自然的洞察到天堂和靈界所發生
的事，並且透過釋放知識的言語、智慧的言語和預言，

來加深會友對神同在和神國度的期待和敏銳度。

舉例：Kris Vallotton 牧師就是先知，不只是因為他會發
預言，他所寫的君尊皇族的覺醒和超自然國度生活、榮

耀恩雨和靈界戰場更是充滿著屬天的洞見和啟示，很大

的提升了我們對屬天領域和神心意的洞察力。

e./ 使徒 /。使徒的焦點是渴望看見屬天超自然的真實能
夠臨到地上，像是天國的建築師，按著他們所領受到天

上的藍圖將神的旨意落實在地上。

舉例： Bill Johnson牧師最主要的信息就是在地如在天，
內容充滿著超自然神蹟奇事、對神同在和聖靈的飢渴，

還有天國的文化！就像我一開始所說的，每種恩膏雖然

很不一樣，卻都是要協助教會將屬天的眼光傳遞到每個

信徒的身上。

2. 連接屬天恩膏澆灌的 / 漏斗 / 嚴重的扭曲變形。也就
是架構和次序出了問題。

林前 12:27~28你們就是基督的身體，並且每一個人都是作
肢體的。神在教會裡所設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師，其次是行神蹟的，再其次是有醫病恩賜的，幫

助人的，治理事的，說各種方言的。

保羅說的再清楚不過，若要讓五重職事能夠各盡其職並

且相輔相成，就一定得按照神所定的順序。第一是使徒，

你知道第一的希臘原文是什麼意思嗎？就是第一！這道

天堂的水流會先從使徒和先知流出，經過教師的教導和

傳遞，釋放在神的教會中。弗 2:20 再次證明了這屬天治

理的範本 ~並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然而我們卻
看到很多的教會不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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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民主 / 的治理模式。我瞭解這是為了對付獨裁者和
人性的敗壞所設計的制度，但我們不可能以地上的政府

或企業為範本來複製天上的模式。我很抱歉的說，教會

不是民主，是神主！

舉例：舊約從沒有投票，只有抽籤。當然我們現在有聖

靈可以幫助我們明白神的心意。但你知道為什麼以色列

人要在曠野流浪 40 年？因為約書亞和迦勒的兩票拚不
過其他十個探子的十票！

b. 另外大部分的教會最常見的是 / 牧者 / 體制：由有著
牧師職分和恩膏的人作總指揮，順序是…

扭曲的體制 錯誤的優先次序

牧師

/ 人 /。當我們以人為焦點來帶領教會時，會友

就容易變得自我中心，領袖會把弟兄姊妹當作

要討好的客戶，因怕他們離開而不得不一直去

滿足會友的需要，根本顧不到屬天、超自然的

事。這樣的教會也會變得很內向、只想保護地

盤、確保聚會人數，事實上這些領袖是最容易

burn out、累死。

治理事的

/ 事情 /。以長老和執事來管理教會，焦點是把

事情做好、做個好管家。以企業的角度，一方

面要發展各樣的事工，管理好教會的資產，評

估牧者和全職同工的績效，一方面要控制預算、

經費，使教會能有效的經營。

教師

/ 教義 /。把焦點放在符不符合真理，別人到底

是正統還是異端。這會產生兩個問題：一個是

會友會變得太看重頭腦的知識，偏理性邏輯和

律法，而缺乏屬天超自然的經歷和眼光。另一

個更嚴重的問題就是造成基督身體的分裂，大

多數宗派的產生都是為著捍衛真理在教義和神

學上的爭論，以至於無法合一。

傳福音的

/ 救恩信息 /。只想專注於傳福音、為主多贏得

靈魂，對其他的事反而興趣不大。可是一堆人

決志信主然後呢？我們提到復興之所以不見得

能帶來轉化是因為我們的目的不是要未得救的

人塞滿教會，而是要看到天國全面入侵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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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錯誤的優先順序，只會產生次等的基督教。神正在教

會恢復正確的屬天秩序：由有著 / 使徒 / 恩膏與職分的
人所帶領的體制。

改革的體制 正確的優先次序

使徒
幫助我們把焦點放在 / 天堂 /、神的同在，經歷

屬天的藍圖能夠被複製到地上。

先知

打開我們屬靈的眼睛和耳朵察覺 / 屬靈世界 / 的

活動，聽見天堂的心跳，並且分辨和破除魔鬼的
詭計。Kris Vallotton 牧師的靈界戰場和 Dan 
McCollam 牧師超自然敬拜的教導，都充滿了屬
天的洞見而令我大開眼界。巽光牧師：我需要先
知來教我屬靈爭戰和敬拜！

這個體制以使徒和先知來主導，在這樣的氛圍環境中，

聖靈自由的運行，神蹟奇事不斷發生。

教師

/ 解說天國的事 /：他們不再只是防備異端的防

禦網，而是透過對聖經真理的了解，像耶穌一
樣教導和彰顯使徒和先知所領受天國的真實，
使弟兄姊妹不會因為不明白屬天的事而感到不
安，而是幫助他們去經歷和操練。

牧師

維持天上和地上焦點的 /平衡 /。使徒和先知能

使天門打開，卻也容易讓後門敞開，因為會友
的需要沒被滿足。然而牧者可以幫助教會保持
雙重焦點，不但注重天上的事，也透過超自然
的恩膏把人帶到神面前來滿足人的需要。這樣
的牧養不但不會疲憊，更可成為橋梁把屬天的
經歷帶到會友的日常生活中。

行異能的

信徒當中的 / 神蹟奇事 /。當使徒和先知把超

自然的層面帶進來，行異能的就等同傳福音
的能大大發揮，看看醫治佈道會和超自然尋寶
（先知性佈道 ) 如何帶出全新的權能佈道方
式，醫病趕鬼、神蹟奇事、知識的言語、先知
性繪畫、發預言，屬靈恩賜萬箭齊發，未信者
隨時隨地都有可能遇見神。

結論：當我們恢復 /初代教會 /正確的優先次序和架構，
按著 / 天堂的模式 /，效法 / 耶穌的榜樣 / 來顯明 / 天父
的心 /，我們將透過 / 使徒性 / 的文化帶下城市和國家
轉化和改革！這就是神屬天的計畫和藍圖，你願意回應

按著祂的方式，與祂一起建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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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詩歌

我們在天上的父
詞 /曲 : Marcus Meier
中譯詞 : 周巽光

我們在天上的父

祢的名為聖

願祢的國降臨

願祢旨意成全

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願祢國降臨

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願祢國降臨

願祢國降臨 願祢國降臨

國度屬於祢 權能屬於祢
榮耀屬於祢 到永遠阿們

© 2009 Marcus Meier/Forerunner Music (ASCAP)

曲目收錄於 Bethel Music【為了這個世界】中文專輯

此課內容參考書目：天國革新（翟辛蒂 Cindy Jacobs 著）、天國尊榮文化（丹尼．
席克  Danny Silk 著）、君尊皇族的覺醒  ( 克里斯．韋羅頓  Kris Vallotton 著 )、榮耀
恩雨 ( 克里斯．韋羅頓 Kris Vallotton 著 )、靈界戰場 ( 克里斯．韋羅頓 Kris Vallotton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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