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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論－複習	 
1.  揀選（神選擇得救的⼈人）	
2.  福⾳音的呼召（⼈人傳講福⾳音的信息）	
3.  重⽣生（得到新的屬靈⽣生命）	
4.  歸正（信⼼心與悔改）	
5.  稱義（在⾝身⾯面前的合法地位）	
6.  得兒⼦子得名分（成為神家中⼀一員）	
7.  成聖（成⻑⾧長更像基督）	
8.  恆忍（持續為基督徒）	
9.  死亡（與主同在）	
10.  得榮（得著復活的⾝身體）	



1.  若有⼀一位基督徒朋友告
訴你，「我有時候懷疑
我是不是真的相信」，
你會如何幫助這位弟兄
或姐妹？ 

救恩論－本週實踐	 

2.  你是否認識⼀一位或多位看似「曾經是基督徒」但現今以完
全不接觸基督教的⼈人？上完今天的課程，你覺得與此⼈人今
後的關係應該如何？ 	



教會論－預習	 

O   如果⼀一個⾮非信徒問你，「教會存在的⺫⽬目的
是什麼」，你會怎麼回答？	



教會論	 

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提摩太前書3:15	 

	 



教會論	 
1.   教會是什麼？	
2.   建⽴立教會需要考慮哪些⽅方⾯面？	
3.   教會存在的⺫⽬目的？	



教會論	 
O   教會是什麼？	

O  「神的⼦子⺠民」、「肢體」	
O   不是建築物或地點	
O   基督的「⾎血所買來的」（徒20:28）	
O   Ἐκκλησία (ekklesia)－呼召，招聚⼀一起	
	
O  從五旬節直到基督的再來的新約屬靈肢體	

	

1.  普世教會 (Universal Church)	
2.  地⽅方教會 (Local Church)	



我們相信普世教會是由父神在基督裡所揀選的人
所構成，他們靠著聖靈因信而與基督聯合、同為
一體，並以基督自己為教會滿有權柄的頭。	 	 

	 

我們相信新約聖經對地方教會的設立與延續有清
楚的教導與定規，而且這普世屬靈肢體的成員也
應當一起參加當地教會的聚會。	 	 

	 

	 

	 

	 



教會論	 

	
1.  符合聖經的教會治理⽅方式	
2.  符合聖經品格資格的服事牧者 
3.  符合聖經的敬拜與服事⽅方式	

	

O  建⽴立教會需要考慮的不同⽅方⾯面？	



教會論	 
教會不同的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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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論	 
O  建⽴立教會需要考慮的不同⽅方⾯面？	

1.  符合聖經的教會治理⽅方式	
2.  符合聖經品格資格的服事牧者	
	 

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將那沒有辦完的事都辦整齊了，又
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設立長老。若有無可指責的人…⋯
就可以設立。監督既是神的管家…⋯ 	 	 	 

	 	 	 	 	 	 	 	 	 	 	 	 	 	 	 	 	 	 	 提多書1:5-7	 

	 

作監督的，必須…⋯	 監督也必須…⋯	 作執事的，也是如此：必
須…⋯	 	 	 	 	 	 	 	 	 	 	 	 	 	 

提摩太前書3:2-8	 

	
	



	 

我們相信依據聖經，神職人員只有長老	 (或叫監督和牧
師)	 及執事，其職位之資格、權利與責任都依規於新約
聖經。	 	 

	 

我們相信地方教會為了介紹和推廣福音而彼此同工是符
合聖經的。雖然如此，地方教會必需自主，免於任何外
在的權威或管制，有自我治理的權利，這一切都需合乎
聖經的原則。	 	 

	 

	 

	 

	 



教會論	 
O  建⽴立教會需要考慮的不同⽅方⾯面？	

1.  符合聖經的教會治理⽅方式	
2.  符合聖經品格資格的服事牧者	
3.  符合聖經的敬拜與服事⽅方式	

1)  合乎聖經的教義	
2)  合宜地執⾏行聖禮	
3)  正確地執⾏行教會紀律	
4)  真實的敬拜	
5)  有效的禱告	
6)  有效的⾒見證	
7)  有效的團契	
8)  服事的屬靈能⼒力	
9)  會員個⼈人⽣生活的聖潔	
10) 照顧窮⼈人	
11) 愛慕基督	



我們相信教會的聖潔有賴於門徒訓練，信徒之間的
互相督責，以及對教會成員因犯罪予以符合聖經準
則的懲戒。	 	 

	 

	 

	 

	 



教會論	 

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
淨，成為聖潔，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
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	 

	 

	 

	 

	 

	 

	 

以弗所書5:25-27	 





教會論	 

O  教會存在的⺫⽬目的？	
	
1.  服事神: 敬拜 (Exalt)	
2.  服事信徒: 養育 (Encourage/Equip)	
3.  服事世⼈人: 傳福⾳音 (Evangelize)	



教會論－目的	 
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
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	 

哥羅西書3:16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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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
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以弗所書4: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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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28:19-20	 

	 

 
	 



我們相信教會的目的是要榮耀神，因著在福音裡的信心
與交通合一，遵守基督所命的禮儀，以基督的律法來治
理，並運用所有照神的話賦予肢體的恩賜、權利與特權。
教會的使命是要使萬民作主的門徒，尋求擴展和傳講福
音直到地極。	 	 

	 

	 

	 

	 



教會論－本週實踐	 

1.  我們教會哪些⽅方⾯面可以更進步？更符合聖經？	
2.  你個⼈人能如何具體幫助教會進步？	
	



教會論－預習

弟兄 甲：受過嬰兒洗禮了，成⼈人後還要在受洗⼀一次嗎？ 	 

弟兄 ⼄乙：受過洗，可是30年沒去教會了，「回來」後還要
再受洗⼀一次嗎？	



教會唯⼀一的根基 

教會唯⼀一的根基  是主耶穌基督 
蒙主恩重新創⽴立  栽培澆灌祝福 
主從天上來尋她  為主聖潔新婦 
捨⾝身流⾎血的代價  堅⽴立永遠基礎 



教會唯⼀一的根基 

雖從萬邦選出來  信徒都成⼀一體 
教會合⼀一的根據  ⼀一主⼀一信⼀一洗 
同尊唯⼀一的聖名  同餐唯⼀一天糧 
同懷唯⼀一的希望  同蒙恩愛久⻑⾧長 



教會唯⼀一的根基 

她雖在地卻聯合  真神三位⼀一體 
已享安息的眾聖  奧祕永恆團契 
直到欲穿的望眼  看⾒見光榮家鄉 
到時凱旋的教會  得享安樂無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