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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urch’s one foundation                     教會惟一的根基教會惟一的根基教會惟一的根基教會惟一的根基
1.The Church’s one foundation

Is Jesus Christ her Lord,

She is His new creation

by water and the Word;

From heaven He came and sought her

To be His holy bride;

With His own blood He bought her

And for her life He died.教會惟一的根基教會惟一的根基教會惟一的根基教會惟一的根基，，，，是主耶穌基督是主耶穌基督是主耶穌基督是主耶穌基督；；；；蒙主恩重新創立蒙主恩重新創立蒙主恩重新創立蒙主恩重新創立，，，，栽培澆灌祝福栽培澆灌祝福栽培澆灌祝福栽培澆灌祝福；；；；主從天上來尋她主從天上來尋她主從天上來尋她主從天上來尋她，，，，為主聖潔新婦為主聖潔新婦為主聖潔新婦為主聖潔新婦；；；；捨身流血的代價捨身流血的代價捨身流血的代價捨身流血的代價，，，，堅立永遠基礎堅立永遠基礎堅立永遠基礎堅立永遠基礎。。。。
Samuel J. Stone Samuel S. Wealey

2. Elect from every nation,

Yet one o’er all the earth;

Her charter of salvation,

One Lord, one faith, one birth;

One holy Name she blesses,

Partakes one holy food,

And to one hope she presses,

With every grace endued.雖從萬邦選出來雖從萬邦選出來雖從萬邦選出來雖從萬邦選出來，，，，信徒都成一體信徒都成一體信徒都成一體信徒都成一體；；；；教會合一的根據教會合一的根據教會合一的根據教會合一的根據，，，，一主一信一洗一主一信一洗一主一信一洗一主一信一洗；；；；同尊唯一的聖名同尊唯一的聖名同尊唯一的聖名同尊唯一的聖名，，，，同餐唯一天糧同餐唯一天糧同餐唯一天糧同餐唯一天糧；；；；同懷唯一的希望同懷唯一的希望同懷唯一的希望同懷唯一的希望，，，，同蒙主愛久長同蒙主愛久長同蒙主愛久長同蒙主愛久長。。。。
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 IIIIA. 教會的本質B. 教會的目的C. 教會的真假D. 教會的純潔E. 教會的合一F. 教會的分裂

什麼是構成教會必要的質素？教會的目的是什麼 ？
新約聖經對教會合一的強調。我們可以與哪種教會合作或聯合？

The Doctrine of 

The Church I

如何認出真實的教會？有何因素能促使教會更討神喜悦？

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 IIIIIIII
教會的治理

• 教會事奉人員
• DCCC 的組織及教會事奉人員的遴選
• 治理教會形式的比較

教會教會教會教會論論論論 IIIIIIIIIIII起起起起爭論問題的探討爭論問題的探討爭論問題的探討爭論問題的探討
• 屬靈爭戰
• 教會與政治
• 教會紀律
• 女性事奉

高大昕 劉萼
A.  教會的本質1. 教會的定義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 5555::::25b25b25b25b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這指出:教會是基督為之而死以救贖的人(信徒)的團體。是神呼招出來的。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 1111::::22222222----23232323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And God placed all things under his feet and appointed 

him to be head over everything for the church, which is his 

body, the fullness of him who fills everything in every way.基督是教會之元首，是祂豐盛所充滿的所在。

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 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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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教會的本質2. 超時空的與可見的教會超時空的教會乃是神眼中的教會。提摩太後書提摩太後書提摩太後書提摩太後書 2222::::19191919 主認識誰是他的人；可見的教會 (visible church) 是在地上的基督徒們所見 的那教會。
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 IIII

3. 新約中可見教會的地方性a. 家庭教會 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 16161616::::5a 5a 5a 5a 又問在他們家中的教會安。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 16161616::::19b19b19b19b 亞居拉和百基拉並在他們家裡的教會，因主多多的問你們安。b. 城市性 教會 (多數保羅書信的對象)或地區性教會 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 9999::::31a31a31a31a 那時，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各處的教會
A. 教會的本質4. 教會的譬喻 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 IIII

• 基督的身體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 4:16 4:16 4:16 4: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哥哥哥哥林多前書林多前書林多前書林多前書 12:1212:1212:1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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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督的新婦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 5:25 5:25 5:25 5:25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 新聖殿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 2:52:5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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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教會的本質5.   教會與以色列 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 IIIIa) 教會是“新以色列”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 2:282:282:282:28----29292929 因為外面作猶太人的，不是真猶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禮，也不是真割禮。惟有裡面作的，才是真猶太人；真割禮也是心裡的，在乎靈，不在乎儀文。加拉太書加拉太書加拉太書加拉太書 3:293:293:293:29 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b) 教會是舊約對以色列應許的受益者及應驗希伯來書希伯來書希伯來書希伯來書 8:88:88:88:8----10101010 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 ... 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A. 教會的本質6. 教會與國度 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 IIII

The Kingdom is the dynamic reign or kingly rule of God, 

and derivatively, the sphere in which the rule is experience. 

They are the people of God’s rule who entered it, lived under 

it, and are governed by it. The church is the community of 

the Kingdom but never the Kingdom itself. The Kingdom is 

the rule of God; the church is the society of men.1) 教會不是國度2) 國度創造了教會3) 教會為國度作見證4) 教會是國度的器皿5) 教會是國度的管家.

B.   教會的目的1. 服事神：敬拜2. 服事信徒：造就3. 服事世人：傳福音與行恩慈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 28282828191919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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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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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 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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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教會的目的討論：
• 初期教會生活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 2222::::42424242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

They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apostles’ teaching and to fellowship, 

to the breaking of bread and to prayer.

• 行恩慈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 6666::::36363636 你們要慈悲，像你們的父慈悲一樣。
Be merciful, just as your Father is merciful.

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 IIII
• 保持三個目的的平衡平衡在乎教會，不一定個人的事奉都平衡。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 4:164:164:164: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builds itself up in love)。

B.   教會的目的

我們的使命是DCCC：

• D – Discipleship 門徒造就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29:29:29:29:19191919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
• C – Celebration 對神敬拜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4:234:234:234:23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 C – Commitment 對主忠心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4:124:124:124:12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 C – Compassion 對人憐憫彼得後書彼得後書彼得後書彼得後書3:93:93:93:9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 IIII
C.   教會的真假 (True & False)1. 真教會的定義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加爾文下的定義：不論我們在哪裡看見人傳講和聽從神純正的道，他們又根據基督的吩咐執行聖禮，我們就不需懷疑，那正是神的教會。純正的道－聖經的話語非虛假的教義非虛假的教義非虛假的教義非虛假的教義((((關於基督的身位關於基督的身位關於基督的身位關於基督的身位, , , , 救恩等救恩等救恩等救恩等))))或是人的道理或是人的道理或是人的道理或是人的道理。。。。 聖禮－洗禮和主的晚餐非換取救恩的功德非換取救恩的功德非換取救恩的功德非換取救恩的功德，，，，也非也非也非也非““““會員管制會員管制會員管制會員管制””””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

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 IIII

C.   教會的真假 (True & False)2. 天國的鑰匙羅馬天主教宣稱(claim)教會是建立在彼得身上，教皇乃是彼得的繼承人，引:  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 16:16:16:16:18,19 18,19 18,19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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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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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不準確的，聖經上磐石是指神説的，如：撒母耳記下撒母耳記下撒母耳記下撒母耳記下 22:2,3,32 22:2,3,32 22:2,3,32 22:2,3,32 耶和華是我的巖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 。。。。除了耶和華，誰是神呢？除了我們的神，誰是磐石呢？最重要彼得自己説：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 2:4,5 2:4,5 2:4,5 2:4,5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棄的，卻是被神所揀選

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 IIII
D. 教會的純潔真教會的純潔度(purity) 乃是教會脫離錯誤之教義和行為的程度，以及與神所啟示有關教會之旨意的一致程度。包括：

• 合乎聖經的教義合乎聖經的教義合乎聖經的教義合乎聖經的教義
• 合合合合宜地執行聖禮宜地執行聖禮宜地執行聖禮宜地執行聖禮
• 屬屬屬屬靈的敬拜靈的敬拜靈的敬拜靈的敬拜－－－－歌羅西書歌羅西書歌羅西書歌羅西書 3:163:163:163:16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
• 有效的見証有效的見証有效的見証有效的見証－－－－約翰一書約翰一書約翰一書約翰一書 4:74:74:74:7親愛的弟兄阿，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

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 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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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教會的純潔
• 屬靈屬靈屬靈屬靈的能力的能力的能力的能力－－－－使徙行傳使徙行傳使徙行傳使徙行傳 1:81:81:81:8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 生生生生活聖潔活聖潔活聖潔活聖潔－－－－帖撒羅尼迦前書帖撒羅尼迦前書帖撒羅尼迦前書帖撒羅尼迦前書 4444::::3333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
• 照顧窮人照顧窮人照顧窮人照顧窮人－－－－加加加加拉太書拉太書拉太書拉太書 2:2:2:2:10101010只是願意我們記念窮人；這也是我本來熱心去行的。
• 愛慕基督愛慕基督愛慕基督愛慕基督－－－－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前前前前書書書書 1:81:81:81:8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他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我們要禱告，努力追求可見教會的純潔。

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 IIII
E. 教會的合一我們不能只關切教會的純潔度，否則基督徒會有一種倾向，想要自成一個非常“純潔”的“小群”，並排除任何在教義或生活行為上稍有點偏差的人。新約聖經非常強調教會的合一：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 17:2317:2317:2317:23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腓腓腓腓立比書立比書立比書立比書 2:22:22:22:2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以以以以弗所書弗所書弗所書弗所書 4:34:34:34:3----6 6 6 6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 賜合而為一的心。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以以以以弗所書弗所書弗所書弗所書 4:13 4:13 4:13 4: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 IIII

F. 教會的分裂1. 教會分裂的簡史：
a. 1054 East-West Schism 東正教，羅馬天主教分離
b. 1521 馬丁路德改教被開除
c. 更正教碎裂為數百群體
d. 上世紀的教會“合一運動” Ecumenical Movement

e. 跨越宗派之移民教會，靈恩運動等2.  教會分裂的原因：錯的原因包括個人的野心和驕傲，著重次要的教義或實行的差異。有一些分裂的理由或是可以認可的：
a. 教義的因素 –原教會在教義上錯謬嚴重以致已變成一個假教會
b. 為良心的緣故 (但要小心存著極大的謙卑)

c. 實際的考量

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教會論 II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