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恢復五重職事的團隊事奉(三) 
                        —— 使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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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教會主題： 



【弗4:7-13】7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8所以經上說：“
祂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9（既說升上，豈不

是先降在地下嗎？10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11祂所賜的

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12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13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于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

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弗4:7-13】7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8所以經上說：“
祂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9（既說升上，豈不
是先降在地下嗎？10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11祂所賜的
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12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13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于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
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屬靈恩賜＝聖靈賜給基督徒，用來服事的屬靈的能力。 
◆職事＝服事的崗位/領域。 
◆神賜給人不同的屬靈恩賜（屬靈的能力）， 
    就是為了讓人能夠在不同的崗位/領域來服事。 
◆使徒、先知、傳福音、牧師、教師， 
    既是神賜給基督徒的五種服事的屬靈的能力， 
    又是神在教會設立的五種服事的崗位/領域。 

前言：五種屬靈恩賜/五重職事 



一、使徒的定義 

使徒＝彼得、保羅、約翰…… ◆什么是使徒? 
◆今天的教會中，還有使徒嗎? 



◆使徒(Apostolos ,G0652)             來源于動詞 (Apostello,G0649) 
◆Apostello(G0649)＝差遣、差派、打發 

◆使徒＝Apostolos(G0652)＝使者，被差派去完成任務、擔負使命的人 

【約3:17】因為神差(G0649)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
他得救。 
【可6:7】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差遣(G0649)他們兩個兩個地出去，也賜給他們
權柄，制伏污鬼。 
【約11:3】她姊妹兩個就打發(G0649)人去見耶穌說：“主啊，你所愛的人病了。” 
【路14:31-32】31或是一個王出去和別的王打仗，豈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萬兵去
敵那領二萬兵來攻打他的嗎？32若是不能，就趁敵人還遠的時候，派(G0649)使者
去求和息的條款。 



二、從聖經中看使徒： 

1.耶穌基督——父神所差派的使徒 

【來3:1】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啊，你們應當思想我們所認為

使者(G0652)、為大祭司的耶穌。 
(NIV) Therefore, holy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share in the 
heavenly calling, fix your thoughts on Jesus, whom we 
acknowledge as our apostle and high priest.  

【約3:17】因為神差祂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 

聖經中有哪些人被稱為使徒? ◆使徒＝Apostolos(G0652) 
            ＝使者，被差派去完成任務、擔負使命的人 



2.十二使徒——耶穌基督所差派的使徒 
【路6:12-16】12那時，耶穌出去，上山禱告，整夜禱告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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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這十二個人有西門，耶
穌又給他起名叫彼得，還有他兄弟安得烈，又有雅各和約翰，腓力和巴多羅買，
15馬太和多馬，亞勒腓的兒子雅各和奮銳黨的西門，16雅各的兒子猶大和賣主的加
略人猶大。 

【可6:7】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差遣他們兩個兩個地出去，也賜給他們權柄，
制伏污鬼。 
【約20:21】耶穌又對他們說：“愿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
們。” 
【太28:16-20】16十一個門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穌約定的山上。17他們見了耶穌
就拜他，然而還有人疑惑。18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
賜給我了。19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
施洗。20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
末了。” 



◆西門彼得、雅各、約翰、安德烈、馬太、奮銳黨的西門 
  腓力、拿但業(巴多羅買)、多馬、小雅各、達太(猶大)、馬提亞 

【徒1:16-26】16(彼得)說：“弟兄們，聖靈借大衛的口，在聖經上預言領人捉拿
耶穌的猶大，這話是必須應驗的。17他本來列在我們數中，並且在使徒的職任上
得了一分。18這人用他作惡的工價買了一塊田，以後身子僕倒，肚腹崩裂，腸子
都流出來。……21所以主耶穌在我們中間始終出入的時候，22就是從約翰施洗起
，直到主離開我們被接上升的日子為止，必須從那常與我們作伴的人中，立一
位與我們同作耶穌復活的見證。”23於是選舉兩個人，就是那叫作巴撒巴，又稱
呼猶士都的約瑟和馬提亞。24眾人就禱告說，主啊，你知道萬人的心，求你從這
兩個人中，指明你所揀選的是誰，叫他得這使徒的位分。……”26於是眾人為他
們搖簽，搖出馬提亞來；他就和十一個使徒同列。  

◆關于馬提亞與十二使徒： 

【啟21:14】(新耶路撒冷)城墻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①符合猶太人信仰的做法： 
【箴16:33】簽放在懷裏，定事由耶和華。 
【徒1:24】眾人就禱告說：“主啊，袮知道萬人的心，求袮從這兩個人中，指明
袮所揀選的是誰，叫他得這使徒的位分。” 
②使徒行傳承認馬提亞在十二使徒之列： 
【徒2:14】彼得和十一個使徒站起，高聲說：“猶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哪，這件事你們當知道，也當側耳聽我的話…… 
【徒6:1-2】1那時，門徒增多，有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向希伯來人發怨言，因為
在天天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2十二使徒叫眾門徒來，對他們說：“我們
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飯食，原是不合宜的。 
③保羅承認馬提亞在十二使徒之列： 
【林前15:5-8】5并且顯給磯法看，然后顯給十二使徒看，6后來一時顯給五百多
弟兄看，……7以后顯給雅各看，再顯給眾使徒看，8末了，也顯給我(保羅)看； 

◆關于馬提亞的使徒地位： 



3.保羅——耶穌基督揀選、聖靈差派的使徒 
◆曾經不相信耶穌，逼迫基督徒； 
◆35AD，在大馬色路上遇見復活的耶穌，悔改信主； 
◆在大馬色、耶路撒冷、大數、基利家、安提阿預備與服事； 
◆48AD，在安提阿教會被聖靈差派，開始第一次宣教行程： 
【徒13:1-3】1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2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
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做我召他們所做的工。”3于是禁食
禱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們去了。 
◆49AD，耶路撒冷大會由眾使徒確認他外邦人使徒的身份： 
【加2:8-9】8那感動彼得叫他為受割禮之人作使徒的，也感動我，叫我為外邦人作
使徒。9又知道所賜給我的恩典，那稱為教會柱石的雅各、磯法、約翰，就向我和
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禮，叫我們往外邦人那里去，他們往受割禮的人那里去。 
◆【提后1:1】奉神旨意，照著在基督穌里生命的應許，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 
    【羅11:13】……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職分。 



4.眾使徒——聖靈或教會所差派的使徒 
◆眾使徒： 
【林前15:5-8】5并且顯給磯法看，然后顯給十二使徒看，6后來一時顯給五百多弟
兄看，……7以后顯給雅各看，再顯給眾使徒看，8末了，也顯給我(保羅)看； 
①主耶穌的兄弟雅各： 
【加1:18-19】18過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見磯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19至於
別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沒有看見。 
②巴拿巴——聖靈差派的使徒 
【徒13:2-3】2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
去做我召他們所做的工。”3于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們去了。 
【徒14:14】巴拿巴、保羅二使徒聽見，就撕開衣裳，跳進眾人中間，喊著說： 
③西拉、提摩太： 
【帖前1:1、2:6】保羅、西拉、提摩太，寫信給帖撒羅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穌基督
裏的教會……我們作基督的使徒，雖然可以叫人尊重，卻沒有向你們或向別人求
榮耀。 



④安多尼古和猶尼亞： 
【羅16:7】又問我親屬與我一同坐監的安多尼古和猶尼亞安，他們在使徒中是有
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裏。  
⑤以巴弗提——腓立比教會差派的使徒，與保羅一同坐監 
【腓2:25】然而，我想必須打發以巴弗提到你們那裏去。他是我的兄弟，與我一
同做工、一同當兵，是你們所差遣的(G0652) ，也是供給我需用的。  
⑥提多和兩位弟兄——哥林多教會差派的使徒、為耶路撒冷教會籌募奉獻 
【林后8:23】論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為你們勞碌的。論到那兩位兄弟，
他們是眾教會的使者(G0652) ，是基督的榮耀。  

◆并不是只有像彼得、約翰、保羅一樣大名鼎鼎的大人物才可以稱為使徒； 
    安多尼古、猶尼亞、以巴弗提這樣在默默無聞的人，聖經也稱他們是使徒； 
    與提多一起履行使命的“兩位弟兄”，聖經也稱他們是使徒(無名使徒)。 



◆使徒的關鍵不在于名氣、能力、果效……，而在于“接受差遣”， 
  在于他從神/耶穌基督/聖靈/教會承接的使命或任務。 

◆狹義的使徒(primary disciples) ： 
    聖經中記載的初代教會的使徒們 ，包括十二使徒、保羅、雅各、巴拿巴、 
    提摩太、西拉…… 
◆廣義的使徒： 
     所有接受神/耶穌基督/聖靈/教會差派，擔負使命、去完成任務的人。 
◆我們尊敬初代的使徒們， 

  相信神在他們生命中有特別的揀選和托付，也給他們特別的恩膏和能力。 

◆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因此小看自己， 

  只要我們有一顆愿意的心， 

  我們也可以從神那里領受使命、接受差遣， 

  我們也可以成為“眾使徒”中的一員。 

5.關于使徒： 



三、恢復使徒的服事與恩賜： 

◆今天的世代，神/基督/聖靈/教會仍然不斷差遣祂的子民， 
    去完成各種使命任務，擴張祂的國度。 
 

◆恢復使徒性的服事＝ 
    恢復神的子民勇敢地接收神的差遣、承接使命和任務！ 
 
◆恢復使徒性的恩賜＝ 
    恢復神的子民倚靠從神而來的能力，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和任務！     



1.恢復使徒性的服事： 

◆建立教會： 
    十二使徒的服事、保羅的三次宣教行程…… 
◆開拓事工： 
   教會歷史上的第一個“美食事工”、 
   世界展望會、學員傳道會、請聽我說、彩虹營會…… 
◆變革體制： 
    耶路撒冷會議(彼得、雅各)、宗教改革(馬丁路德)…… 
◆單項特殊的任務： 
    以巴弗提陪保羅坐牢 、 
    提多和兩位弟兄為耶路撒冷教會籌募奉獻…… 

使徒性的服事通常是開拓性、創新性、變革性的……， 
  是教會和團隊的先鋒與動力，給教會和團隊帶來擴張與更新！ 



2.恢復使徒性的恩賜 

◆治理 
◆教導 
◆勸化 
◆信心 
◆醫病 
◆行異能 
◆辨別諸靈 
◆智慧的言語 
◆知識的言語 
◆說方言 
◆翻方言 
◆…… 

◆使徒性的恩賜＝屬靈執行力 
   (因著信，接受差遣、不怕困難、使命必達！)  

……33他們因著信，制伏了敵國，行了公義，得了應許；堵了
獅子的口，34滅了烈火的猛勢，脫了刀劍的鋒刃；軟弱變為剛
強，爭戰顯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軍。35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
復活，又有人忍受嚴刑，不肯茍且得釋放，為要得著更美的
復活。36又有人忍受戲弄、鞭打、捆鎖、監禁各等的磨煉，37

被石頭打死，被鋸鋸死，受試探，被刀殺，披著綿羊、山羊
的皮各處奔跑，受窮乏、患難、苦害，38在曠野、山嶺、山洞、
地穴飄流無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來11:1-2、33-38】1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
是未見之事的確據。2古人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
證據。 



《把信送給加西亞》 
(A message to Garcia) 

威廉.麥金萊 總統 
(William McKinley) 

安德魯.羅文 中尉 
(Andrew Rowan) 

◆羅文精神＝“接受差遣、使命必達”的執行力！  

1898年，美國、西班牙戰爭……  



3.恢復使徒性的服事與恩賜， 
   需要裝備和訓練，也需要遮蓋和應證！ 

使徒保羅： 
  ◆預備期：35AD-AD48 
 ◆安提阿教會的按手 
 ◆耶路撒冷教會眾使徒用右手行相交之禮 



結語：我在這里，請差遣我！ 

【賽6:8】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
為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里，請差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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