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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神學(13) ：認識教會 
A)  教會的定義 

 「教會」是由希臘文 “Ecclesia” 而來，它最基本的定義就是指「一群被召出來的

人」。換言之，是指被 神所揀選，從世界裏所召出來，為要承受救恩，完成 神旨意

的人。她的成員是一切蒙恩、重生得救者。 

 寫信給在哥林多 神的教會，就是在基督耶穌裏成聖、蒙召作聖徒的，以及所有在各

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們的主，也是我們的主。(林前 1:2) 

  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 神的子民，要

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10 你們從前算不得子民，現在卻

作了 神的子民；從前未曾蒙憐恤，現在卻蒙了憐恤。 (彼前 2:9-10) 

 教會彼此之間接納與合一的根據 

  3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4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

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 5 一主，一信，一洗， 6 一 神，就是眾人的父，

超乎眾人之上…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弗 4:4-6，13) 

B) 教會的誕生 

 教會在舊約時代是隱藏的 

 … 9 又使眾人都明白，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 神裏的奧祕是如何安排的，

10 為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 神百般的智慧。(弗 3:9-10) 

 教會是在主耶穌復活之後的五旬節，聖靈降臨的時候所誕生的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

身體，飲於一位聖靈。(林前 12:13) 

C) 教會的成份 

 在 神永遠的旨意中是要為祂的愛子耶穌基督預備新婦，等教會預備好了，羔羊要來

迎娶她(聖城新耶路撒冷也從天而降) ，帶進了 神永遠旨意的完成。 

正如夏娃是從亞當而出，同樣羔羊的妻–教會，也是完全從基督而出。教會唯一的成

分就是基督，凡不是出於基督的，都不能算為教會。同樣，教會的一切不僅要「為著

祂」，更要「本於祂」，「倚靠祂」，才能將榮耀「歸給祂」。 

 …萬有都是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願榮耀歸給祂，直到永遠。阿們！(羅 11:36) 

 但願祂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

們！ (弗 3:21) 

D) 教會的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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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藉著教會各樣的表號就可以了解到教會的意義與重要性。教會的表號很多，其中

最重要的三項：基督的身體、羔羊的新婦、神的居所(包括會幕、聖殿、聖城)。 

1) 基督的身體：生命的關係 

      ─ 是 神兒子豐滿的見證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22 又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使祂為教會作萬有之首。 23 教會是祂的身體，是

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或作：是那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弗 1:22-23) 

  11 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弗 4:11-13) 

 12 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

是這樣。 13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

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林前 12:12-13) 

【基督是教會的頭】  

 18 祂也是教會全體之首。祂是元始，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使祂可以在凡事

上居首位。 (西 1:18) 

2) 羔羊的新婦：愛的關係 

       ─ 是基督的至愛，羔羊的妻 (啟 19:7-8, 21:9, 林後 11:2, 弗 5：22-33) 

 …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32 這是極大的奧祕，但我是指

著基督和教會說的。(弗 5：31-32) 

  2 我為你們起的憤恨，原是 神那樣的憤恨。因為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

要把你們如同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 3 我只怕你們的心或偏於邪，失去那向

基督所存純一清潔的心，就像蛇用詭詐誘惑了夏娃一樣。(林後 11:2-3) 

 7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祂。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

預備好了， 8 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啟 19:7-8) 

 「你到這裏來，我要將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啟 21:9 ) 

3) 神的居所 (家) -包括：會幕、聖殿、聖城：見證的關係 

       ─ 是 神榮耀的居所與彰顯 

 講到舊約的會幕與聖殿、新約的教會、以及未來的聖城新耶路撒冷時，不僅講

到她們是 神的居所，是 神的家，充滿 神同在的地方，是 神與人相會、相交

之處；她們也都特別講到是 神在這裡得到事奉與敬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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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 神家裏的人了； 20 並
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21 各房靠祂聯絡

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22 你們也靠祂同被建造，成為 神藉著聖靈居住

的所在。 (弗 2:19-22) 

  16 豈不知你們是 神的殿， 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頭嗎？ 17 若有人毀壞 神的

殿，神必要毀壞那人；因為 神的殿是聖的，這殿就是你們。(林前 3:16-17) 

 15 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 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這家就是永生 神

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 3:15)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

督奉獻 神所悅納的靈祭。(彼前 2:5) 

 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到這裏來，我要將新婦，就是羔羊的妻，

指給你看。」 10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 神那

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22 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 神─全
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啟 21:9-10，22) 

E) 教會的建造 

 聖父、聖子、聖靈，三而一的神不僅親自一起建造教會，也將不同的恩賜與職分賜給

教會，藉著成全聖徒，一起來建立基督的身體。 

【聖父】 

 10 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 神所經營所建造的… 16 他們卻羨慕一個更

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 神，並不以為恥，因為祂已經

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來 11:10, 16) 

 18…神隨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排在身上了…24…但神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

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 25 免得身上分門別類… 28 神在教會所設立的：第一是使

徒，第二是先知…(林前 12:18, 24-25) 

【聖子】 

 22 又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使祂為教會作萬有之首。 23 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

滿萬有者所充滿的。【或作：是那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弗 1:22-23) 

  但基督為兒子，治理 神的家…(來 3:6a) 

 行走在金燈台中間榮耀人子的異象 (啟 1:9-20) 

【聖靈】 

 7 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 8 這人蒙聖靈賜他…那人也蒙這位聖靈賜

他…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11 這一切都是這位聖靈所

運行、隨己意分給各人的…13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主

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林前 12:7-8,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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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 

 19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 神家裏的人了； 20 並且被

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弗 2:19-20) 

  11 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

立基督的身體… (弗 4:11-13) 

 10 我照 神所給我的恩，好像一個聰明的工頭，立好了根基，有別人在上面建

造；只是各人要謹慎怎樣在上面建造。 11 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

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林前 3:10-11) 

  28 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 神的

教會，就是祂用自己血所買來的…(徒 20:28) 

 我…勸你們中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 2 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 神的群羊，按著 

神旨意照管他們；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

意； 3 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樣。(彼前 5:1-3) 

 SVCA 的 VIP Model：廣傳全備福音；追求更深生命；建立身體事奉；彰顯基督榮耀 

F) 教會的治理/權柄 

 關於教會的行政與治理，長老執事的條件與設立，聖經中記載最為詳盡的是在提摩太

前後書及提多書–因此又被稱為「教牧書信」。關於教會問題的處理以及教會的紀律方

面，最多的是記載在哥林多前後書，這些就都不在本堂課的範圍內。【SVCA 的治理

可參考《認識我們的教會》這一系列的信息】 

 15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指出他的錯

來。他若聽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16 他若不聽，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要憑

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可定準。 17 若是不聽他們，就告訴教會；若是不聽教

會，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 (太 18:15-17) 

G) 教會的聖禮 

 新約是恩典的時代，不再需要去實行舊約時代的祭祀禮儀。然而，有四件事是在新約

聖經中仍然被特別提及的，就是：「受浸」、「擘餅」、「蒙頭」、和「按手」。其中受浸

和守聖餐(擘餅聚會)是由主耶穌親自所做的榜樣和由祂親自所設立的。 

H) 教會的被提 

 在主耶穌第二次降臨的時候教會要被提到空中與主相遇。至於是一次被提？還是分批

被提？被提的時機？是在災前？災中？還是災後？聖經學者與神學家們各有不同說

法，請參見本堂課的第 12 講(得榮)及最後關乎主再來的三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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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宇宙性與地方性的教會 

 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宇宙性的教會」(The Universal Church)或稱「看不見的教會」 
(The Invisible Church) 就是歷世歷代以來所有重生得救的聖徒們所構成的那一個聖潔、

合一、屬天、又屬靈的教會，因為全宇宙中，基督只有一個身體（林前 12:13）。這

個教會在不同時代、不同地方、不同的人中間出現，就是所謂的「地方性的教會」。  

 寫信給在哥林多 神的教會…(林前 1:2) / …問在他們家中的教會安(羅 16:5) 

 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弗 5:25) /神在教會所設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

知…(林前 12:28) 

J) 教會的挑戰 

 神的旨意既然集中在「基督和教會」的身上，基督和教會也就成為仇敵的眼中釘，成

為仇敵攻擊和破壞的主要目標。因此，教會歷世歷代以來都需面對裡裡外外的挑戰–
外有逼迫與殺害，內有腐化與分化。不僅兩千年來教會的歷史向我們證實，現今世代

的眾教會親身的經歷也都在證實這事。 

啟示錄第二、三章中的七個教會不僅代表了當世代的眾教會，她們也代表了年來歷史

上各個不同時期的教會。他們所面對的挑戰、所曾經歷的失敗、神對他們的評價和對

得勝者的呼召，在在都是我們今天的教訓和提醒，都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 

1) 以弗所：離棄了起初的愛心 

 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啟 2:4) 

2) 士每拿：遭受患難與試煉 

 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裏，叫你們被試煉，

你們必受患難十日。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啟 2:10) 

3) 別迦摩：教會變鬆懈、失去了儆醒，不僅接受錯誤的教訓，甚至有撒旦座位之處 

 13 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但座位之處…在你那裏有人服從了巴蘭的教訓；

這巴蘭曾教導巴勒將絆腳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們…15 你那裏也有人照樣

服從了尼哥拉一黨人的教訓。(啟 2:13-15) 

4) 推雅推喇：雖然有善行，但失去了教會的純淨，容讓錯誤教訓來引誘百姓偏離 神 

 19 我知道你的行為、愛心、信心、勤勞、忍耐，又知道你末後所行的善事，比

起初所行的更多。 20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容讓那自稱是先知

的婦人耶洗別教導我的僕人，引誘他們行姦淫，吃祭偶像之物。(啟 2:19-20) 

5) 撒狄：按名是活的，其實是死的，行為也沒有一樣是完全的 

 我知道你的行為，按名你是活的，其實是死的。…因我見你的行為，在我 神

面前，沒有一樣是完全的。(啟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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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非拉鐵非：遵守主道、不棄絕主的名，是主不僅沒有責備、反而稱許的教會 

 8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略有一點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沒有棄絕我的名。看

哪，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10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

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啟 3:8-10) 

7) 老底嘉：雖然驕傲，自以為富足，卻不知道自己的可憐、貧窮、瞎眼與赤身 

 15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 16 你既如溫

水，也不冷也不熱，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17 你說：我是富足，已

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

的。 18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叫你富足；又買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

恥不露出來；又買眼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啟 3:15-18) 

 從啟示錄第 2-3 章可以清楚的看見，基督對每一個教會都發出了『得勝者的呼召』。

因為教會不僅僅是建立在基督這偉大的磐石上，更是站在基督得勝的地位，倚靠基督

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替 神執掌權柄在這地上，本來就該為基督作得勝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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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柄：原文是門），不能勝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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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6:18-19) 

 弟兄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

(啟 12:11) 

K) 教會的使命 

 教會最重要的使命不僅是傳揚救恩、高舉基督，更是要『成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見

證人』，要活出基督、歸榮耀給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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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8-20) 

 15…這家就是永生 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16 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

不以為然﹗就是 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被天使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

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提前 3:15b-16) 

 20 照著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

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腓 1:20-21a) 

 14 感謝 神！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裏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

有的香氣。  (林後 2:14) 

 但願祂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 (弗
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