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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神學203
教會論III相關問題探討大衛市基督教會國語主日學2015年四月二十六日

A. 屬靈爭戰
B. 教會與政治
C. 教會紀律
D. 女性事奉

A屬靈爭戰
A1. 認識仇敵的本質A2. 认识神給教會的争战的能力A3. 聖靈全副軍裝

A. 屬靈爭戰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彼前5:8)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弗6:13）A1. 認識仇敵的本質
• 是墮落的天使長（賽14）
• 撒但是魔鬼的別名，既“抵擋”的意思 (太4:10)
• 魔鬼從起初就犯罪(約1:3:8)
• 牠從起初是殺人的(約8:44a)，且是掌死權的魔鬼 (來2:14)
• 世界的王(約12:31，14:30，16:11)
• 全世界都臥在這惡者的手下(約1：5:19)
• 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弗2:2）
•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弗6:12）

A2. 认识神赐给教會的屬靈能力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林後10:4）神赐给教會的屬靈能力包括：
• 寶血的大能：

– 啟12:11：弟兄胜过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 禱告的能力－制服魔鬼

– 马可9:29: 非用禱告，這一類的鬼總不能出來。
• 贊美的力量－打敗仇敵

– 代下20：21－22：沙法王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敌人，他们就被打败了。
A2. 认识神赐给教會的屬靈能力continued• 福音的能力－喚起不信之人的信心
– 羅10:17: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 雅1:18:他照著自己的旨意，藉著真理的話語生了我們，要使我們在他所造的萬物中成為一種初熟的果子。

• 斥責魔鬼勢力的權柄
– 徒16:18：他一連多日這樣喊叫，保羅就心中厭煩，轉身對那鬼說：「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從他身上出來！」那鬼當時就出來了。

• 信心的力量－憑信心勝過世界
– 約壹5:4: 因為凡從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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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神的全副軍裝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虅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靠著聖靈 , 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儆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弗6:13-18）
救恩的頭盔真理的腰帶屬靈的軍裝弗6:10-20信德的籐牌 公義的護心鏡聖靈的寶劍--神的道平安福音的鞋

http://www.biblepoint.net/eph.htm

B. 教會與政治

B1. 教會應當使用武器和軍隊來實現她的使命嗎？B2.政府與教會的角色B3.基督徒在社会上應盡的責任B4. DCCC Position
B. 教會與政治B1. 教會應當使用武器和軍隊來實現她的使命嗎？

• 耶稣拒绝使用外在武力強迫人接受福音
– 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路9:55)

• 神给政府和教会有不同的权柄
–耶穌說：這樣，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 (太22:21)
–耶穌說：你這個人！誰立我作你們斷事的官，給你們分家業呢？(路12:14)
–神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約18:36）

• B2. 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教會和政府都要尊重神賜給另一方的權力範籌
–政府不可限制百姓崇拜自由
–政府應當避免制定宗教事物的法律
–教會不宜統治政府，或干涉政府執政

• B3. 基督徒在社会上應盡的責任
–作為公民，基督徒應參加選舉，納稅，並尊守政府制定的保護家庭和人類生命財產的法律。
–基督徒應鼓勵政府禁止和聖經道德標準不一致的事情，例如，同性戀，酗酒，濫用毒品，墜胎等

B4. DCCC Posi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Section 3.8

On a church level, DCCC does not endorse or advocate 

any political candidate or position. However, we 

encourage Christians to fulfill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duties as individual citizens to vote, pay taxes, and do 

what is in harmony with Scriptural principles. Christians 

involving themselves politically as citizens (of any 

government, lobby or party) should not give impression 

that they are representing the Davis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as an official sponsor or endorse of any political 

activity, group, or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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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教會紀律

C1. 教會紀律的目的C2. 怎樣的罪要受到教會制裁C3. 教會應當如何執行紀律C4. 制裁教會領䄂
C 教會紀律C1. 教會紀律的目的

• 恢復：犯罪人改邪歸正（加6:1；雅5:20）
• 和好：信徒之間，神人之間的和好
• 防止罪擴散到其他人（来12:15）
• 保守教會的純潔和基督的尊榮（弗4:3；彼後3:14）C2. 怎樣的罪要受到教會制裁
• 結黨（羅16:17，多3:10）
• 亂倫（林前5:1）
• 䙝瀆（提前1:20）
• 教導異端的教訓（約2:10-11）

C3. 教會應當如何執行紀律（太18:15-17；林前5:2；6－7）原則：知道細節的人越少越好
• 第一步：與得罪你的弟兄面對面
• 第二步：若不聽帶兩三個弟兄同去
• 第三步：告訴教會
• 第四步：開除會籍C4. 制裁教會領䄂：
• 控告長老的呈子，非有兩三個見證就不收（提前5:19）
• 當在眾人面前責備他，叫其餘的人也可以懼怕（提前5:20）
• 公開責備犯罪長老的目的：

– 會眾明白事情的嚴重性
– 支持執行紀律
– 假使有更多的細節被洩漏出來，會眾不覺得罪行被遮蓋了 D. 女性亊奉

D1. 聖經不許女性講道，尤其是教導男人嗎？D2. DCCC PositionD3. 女性可在教會當長老嗎？D4. 女性在教會的職位
D. 女性的亊奉D1. 聖經不許女性講道，尤其是不允許女人教導男人嗎？哥林多前書14:33－36：因為神不是叫人混亂，乃是叫人安靜。婦女在會中要閉口不言，像在聖徒的眾教會一樣，因為不准他們說話。她們總要順服，正如律法所說的。他們若要學甚麼，可以在家裡問自己的丈夫，因為婦女在會中說話原是可恥的。神的道理豈是從你們出來麼？豈單臨到你們麼？提前2:12-14：我不許女人講道，也不許他轄管男人，只要沉靜。因為先造的是亞當，後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亞當被引誘，乃是女人被引誘，陷在罪裡。

DCCC Position on 1st Tim 2:11-12

Women in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Operation Manual, Section 1.1.3（摘要）
• Women can teach as long as that they are under the 

authority or supervision of the leadership.

• A literal application of this passage would mean women 
(sisters) are not allowed to carry out the Great 
Commission onto men by teaching them to obey 
everything Christ has commanded-a conflict and hindrance 
to Christ’s Great Commission to His Church.

• The main teaching of this passage is that a woman should 
not exercise authority over man (as a wife should not 
exercise authority over her husband).  It does not mean 
that in any circumstances women cannot teach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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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DCCC Position on 1st Cor 14:34-35 

Women in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Operation Manual, Section 1.1.3

It is best to understand this command and 

treat is as an isolated application because 

of the chaos within the Corinthian church 

and other verses that advocate the services 

of woman in the worship services.

：其它聖經學者觀點：這段經文只能用在特定場合。可能是因为在以弗所教會里，有女人在教導異端的教義－ Aida SpencerAlveraMickelsenGilbert Bilezikian
古德恩的觀點：保羅在此並非禁止女人完全不可公開在教會講話，因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1章五節清楚指出女人在教會是可以禱告和說預言的。保羅所要強調的是男性在教會治理和教導上的領導權。

D3. 女性可在教會當長老嗎？
• 聖經中無女長老的榜樣
• 教會中的領導模式应该基于家庭的領導模式
•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主（弗5:23）
• 使徒的榜样－男性领导的模式
• 聖經中男性教導和領導的歷史
• 女人在不寻常环境下治理和领导的职位的例子，如士师记的底波拉和列王记下的户勒大，但不能成为新约职位的模式

D4. 女性在教會的職位
–财务部主持
–青少年部传道人
–關懷部主持
–兒童部主持
–教成人主日學 under the authority of supervision of the leadership
–主日翻译／主席／领诗
– Communion Services Usher
– Deaconess/Mission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