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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的教會 

The New Testament Church 

 

第一課 - 聖經關於教會的教訓 

 

      (一) 計劃中的教會. 

 

     弗 3:8-11 (271). 

     弗 3:6 (271). 

     弗 2:13-17 (270). 

 

      (二) 預言中的教會. 

 

     賽 2:2-4 (812). 

       徒 2:17 (165); 來 1:1,2 (313). 

       太 28:19 (44). 

       路 24:47 (122). 

     但 2:31-45 (1,039). 

 

      (三) 準備中的教會. 

 

     『天國近了』. 

       太 3:2 (3). 

       太 4:17 (4). 

       太 10:17 (13). 

       路 10:9 (95). 

     『等候神國的』. 

       可 15:43 (73). 

       路 23:42 (120). 

       徒 1:6 (163). 

 

      (四) 教會的建立. 

 

     什麼時候建立了? 

       路 24:49 (122); 可 9:1 (59); 徒 1:8 (163). 

       賽 2:2-4 (812); 徒 2:17 (165); 來 1:1,2 (313). 

     如何建立? 

       徒 2:22-36 (165).  徒 2:47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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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 2:37-41 (165). 

第二課 - 所形容的教會 

 

      (一) 教會是從世界被召出來的. 

 

     教會，這詞的的定意. 

       從希臘文 [ekklesia]『被召出來』. 

       說到離開撒旦的國度、遷到基督的國度裡面. 

 

      (二) 教會就是國度. 

 

     教會跟國度一樣. 

       路 22:29,30 (116).      來 12:23,28 (325). 

       太 16:18,19 (23).       西 1:13 (283). 

     約 3:3,5 (128). 

 

      (三) 教會是神的家. 

 

     來 3:6 (314). 

     提前 3:15 (299). 

     弗 3:15 (271). 

 

      (四)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西 1:18,24 (283).     弗 3:6 (271). 

     弗 1:22,23 (270).     弗 4:4 (272). 

     弗 2:16 (270).     弗 5:23 (273). 

 

      (五) 教會是基督的圈. 

 

     約 10:16 (142); 彼前 5:2 (339); 徒 20:28 (195). 

 

      (六) 教會是葡萄園. 

 

     太 20: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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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 基督與教會的關係 

 

      (一) 基督是教會的根基.  『在磐石上』. 

 

     太 16:18 (23). 

     林前 10:4 (238). 

     太 16:16 (23). 

     林前 3:11 (231); 弗 2:20 (270). 

 

      (二) 基督是教會的建立者.  『我要...建』. 

 

     我們沒有權力建立一個教會. 

 

      (三) 教會是屬於基督.  『我的教會』. 

 

     羅 16:16 (227). 

     弗 5:24 (273). 

 

      (四) 基督買了祂的教會. 

 

     徒 20:28 (195). 

     弗 5:25 (274). 

 

      (五) 基督是教會的頭. 

 

     弗 1:22,23 (270). 

     西 1:18,24 (283). 

 

 

      (六) 基督是全體得救主. 

 

     弗 5:23 (273). 

     徒 2:47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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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 教會的建立 

 

      (一) 國度跟教會一樣. 

 

     太 16:18,19 (23). 

     路 22:29,30 (116); 林前 11:23-28 (240). 

     來 12:23,28 (325). 

     約 3:5 (128). 

 

      (二) 國度 (教會) 還沒有開始的時候. 

 

     施浸約翰的時候 (太 3:2) [3]. 

     基督公開傳道的時候 (太 4:17) [4]. 

     太 10:7 (13); 路 10:9 (95). 

     路 23:42 (120). 

     可 15:43 (73). 

     徒 1:6 (163). 

     徒 2:47 (166). 

       以後、聖經強調教會 (國度) 已經存在. 

       西 1:13,14 (283). 

       啟 1:9 (355). 

       來 12:28 (325). 

       帖前 2:12 (290). 

 

      (三) 國度(教會)已經建立好了. 

 

     賽 2:2-4 (812). 

       徒 2:17 (165); 來 2:1,2 (313). 

       太 28:19 (44). 

       路 24:47-49 (122); 徒 1:8 (163). 

     但 2:35-44 (1,039). 

     可 9:1 (59). 

       徒 1:8 (163). 

       徒 2:1-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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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 教會的名字 

 

      (一) 名字很重要. 

 

     神覺得名字很重要. 

       創 17:5 (16). 

       [撒萊] - [撒拉] (創 17:15) [16]. 

       [雃各] - [以色列] (創 32:28) [41]. 

       路 1:13 (75). 

       太 1:21 (1). 

       約 1:42 (126). 

       徒 4:36 (168). 

       徒 13:9 (182). 

     徒 11:26 (180); 彼前 4:16 (339). 

 

      (二) 教會的一些名字. 

 

     『神的教會』(林前 1:1,2) [229]; (林前 11:22) [240]; (林前 15:9) [244]. 

     『神的各教會』(帖前 2:14) [290]. 

     『神的國』(帖後 1:5) [293]; (弗 5:5) [273]. 

     『神的群羊』(彼前 5:2) [339]; (徒 20:28) [195]. 

     『神的家』(提前 3:15) [299]; (加 6:10) [267]. 

     『基督的眾教會』(羅 16:16) [227]. 

     『基督的身體』(林前 12:27) [242]; (西 1:18) [283]; (弗 5:23) [273]. 

     『基督的妻子』(弗 5:22-27) [273]. 

     『長子之會』(來 12:23) [325]. 

       加 1:22 (261). 

       林前 16:1 (246); 加 1:2 (261). 

       林前 16:19 (247). 

       林後 8:1 (254). 

       啟 2:1 (356). 

       帖前 1:1 (289). 

       西 4:16 (287); 啟 3:14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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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 - 教會的組織 

 

      (一) 全球性教會的組織. 

 

     基督是唯一的王. 

       提前 6:15 (301); 約 18:37 (156); 約 19:19 (157). 

     基督徒是子民 (西 1:13) [283]; (來 12:28) [325]; (啟 1:9) [355]. 

     世界是領土 (太 13:38) [19]; (太 28:19) [44]; (可 16:15) [74]; 

  (徒 1:8) [163]. 

       進入國度的方法 (約 3:5) [128]. 

     太 16:18,19 (23). 

     弗 1:22,23 (270); 弗 4:4 (272); 弗 5:23 (273). 

      『居首位』(西 1:18) [283]. 

       基督沒有把這種權柄給別人. 

 

      (二) 地方性教會的組織. 

 

     各教會都要長老 (徒 14:23) [185]; (多 1:5) [307]. 

       [長老] [監督] [牧師] - 都指者長老說的. 

  [長老] (提前 5:17) [300]; (徒 20:17) [194]; (彼前 5:14) [340]; 

  (提前 4:14) [299]. 

  [監督] (腓 1:1) [277]; (提前 3:1,2) [298]; (徒 20:28) [195]; 

  (彼前 5:2) [339]. 

  [牧師] (弗 4:11,12) [272]. 

       資格 (提 3:1-7) [298]; (提 5:17-19) [300]; (多 1:5-13) [307]. 

       責任 (彼前 5:1-4) [339]; (徒 20:28) [195]; (來 13:17) [326]; 

     (提前 5:17) [300]. 

       基督徒對長老的責任 (帖前 5:12,13) [292]; (提前 5:17-19) [300]. 

     (來 13:7,17,18,24) [326]. 

     各教會也要執事 (腓 1:1) [277]. 

       資格 (提前 3:8-17) [298]. 

       工作 (徒 6:1-6)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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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 – 教會的合一 

 

      (一) 只有一個教會.『身體只有一個』(弗 4:4) [272]. 

 

     太 16:18 (23).     羅 12:4,5 (223). 

     約 10:16 (142).     林前 12:13 (241). 

     徒 20:28 (195).     弗 2:16 (272). 

     弗 5:25 (274).     西 3:15 (286). 

     弗 4:4 (272). 

 

      (二) 教派主義不合乎神的道理. 

 

     林前 1:10-13 (229). 

     約 17:20-22 (154). 

     弗 4:1-6 (271). 

       一神 – 敬拜的合一. 

       一主 – 權力的合一. 

       一個聖靈 – 啟示的合一. 

       一個信仰 – 道理的合一. 

       一浸 – 遵行的合一. 

       一個身體 – 組織的合一. 

       一個指望 – 目標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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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 - 教會的敬拜 

 

      (一) 什麼是真正的敬拜? 

 

     太 15:8,9 (21).     雃 4:4 (332). 

     約 4:23,24 (130).     太 5:48 (6). 

       真正的對像. 

       真正的態度. 

       真正的方法. 

 

      (二) 真正敬拜的方法. 

 

     吃主餐. 

       路 22:19,20 (116); 林前 11:23-28 (240). 

       [同領] (林前 10:16) [239]. 

       徒 20:7 (194); 徒 2:42 (166). 

     唱詩歌. 

       來 2:12 (314). 

       弗. 5:19 (273); 西 3:16 (286). 

       不包括樂器. 

     禱告. 

       徒 2:42 (166). 

       林前 14:15,16 (243). 

       太 6:9 (7); 提前 2:5 (298). 

     傳道. 

       徒 2:42 (166); 徒 20:7 (194). 

       提後 4:2-4 (304). 

     捐錢 (林前 16:1,2) [246]. 

     不是我們所作都是算敬拜 (太 4: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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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 - 教會的使命 

 

      (一) 傳福音. 

 

     提前 3:15 (299). 

     弗 3:10,11 (271). 

     徒 5:41,42 (170); 徒 8:4,5 (174); 徒 11:19-26 (180). 

     徒 13:1,2 (182). 

     腓 1:5 (277); 腓 4:15 (281). 

     帖前 1:8 (289). 

       太 28:19,20 (44). 

       可 16:15,16 (74). 

       提後 2:24-26 (304). 

       徒 8:4 (174). 

 

      (二) 造就基督徒. 

 

     太 28:19,20 (44). 

       彼前 2:1,2 (336). 

       來 5:12-14 (316). 

     弗 4:11-16 (272). 

 

       (三)  賙濟/幫助孤兒、寡婦. 

 

     雃 1:27 (330). 

       加 6:10 (267); 弗 4:28 (272). 

     例子. 

       徒 2:44,45 (166).   林前 16:1-3 (246). 

       徒 4:32-35 (168).   林後 8:1-5 (254). 

       徒 11:27-30 (180).   林後 9:1-7 (255). 

       羅 15:25-27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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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 - 在教會以外有沒有基督徒? 

 

      (一) 基督徒都在教會裡面. 

 

     林前 12:13 (241); 弗 4:4 (272). 

     加 3:26,27 (264); 羅 6:3,4 (215). 

     徒 2:47 (166). 

     弗 5:23 (273). 

     弗 2:16 (270); 林後 5:18-21 (252). 

     西 3:15 (286). 

       帖後 2:14 (294). 

 

      (二) 為什麼必須在教會裡才算一位基督徒呢? 

 

     教會是『被召出來的』. 

       就是 『ekklesia』的意思. 

       彼前 2:9 (336). 

     教會是主的國度. 

       約 3:5 (128).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弗 1:22,23) [270]; (弗 4:4) [272]; (西 1:18,24) [283]. 

       林前 12:12-20 (241). 

       羅 12:4,5 (223). 

     教會是神的家 (弗 3:15) [271]; (提前 3:15) [299]; (來 3:5,6) [314]; 

     (加 6:10)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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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課 - 基督的教會之請願 

 

       (一)  對聖經很忠實. 

 

     提後 3:16,17 (304); 彼後 1:20,21 (342). 

     弗 3:6 (271); 林前 2:10 (230). 

     太 22:29 (32). 

     彼前 4:11 (339); 林前 4:6 (232); 可 7:1-10 (56). 

     啟 22:18,19 (377). 

 

      (二) 復興第一世紀的教會. 

 

     名字 (林前 1:2) [229]; (羅 16:16) [227]; (徒 20:28) [195]; (林前 1: 

     10,13) [229]; (徒 11:26) [180]. 

     教訓 (羅 1:16) [209]; (林前 15:1-4) [244]. 

       羅 10:17 (221). 

       來 11:6 (322). 

       徒 17:30,31 (190). 

       太 10:32,33 (14). 

       徒 22:16 (198). 

     組織. 

       長老、監督 (徒 14:23) [185]; (提前 3:1-12) [298]. 

       每地方教會是獨立的、自治的、自主的. 

     敬拜 (太 15:8,9) [21]; (約 4:23,24) [130]. 

       弗 5:19 (273). 

       徒 2:42 (166). 

       徒 2:42 (166); 徒 20:7 (194). 

       徒 2:42 (166); 徒 20:7 (194). 

       林前 16:1,2 (246). 

     使命. 

       傳福音 (提前 3:15) [299]; (太 28:19,20) [44]. 

       造就基督徒 (弗 4:11-16) [272]; (彼前 2:2) [336]. 

       賙濟窮人 (雃 1:27) [330]; (徒 11:27-30) [180]. 

 

      (三) 合而為一. 

 

     約 17:20-22 (154). 

     林前 1:10-13 (229); 弗 4:1-6 (271). 



 12

 

第十二課 - 在教會裡的福氣 

 

      (一) 我們在教會裡有救恩. 

 

     徒 2:47 (166). 

     弗 2:16 (270). 

     林前 12:13 (241). 

     徒 2:39 (165); 帖後 2:14 (294). 

     羅 8:14-16 (217); 加 4:4-7 (264). 

 

      (二) 有敬拜神的榮幸. 

 

     約 4:23,24 (130). 

 

      (三) 有工作. 

 

     太 20:1-16 (28). 

     [28]. 

     徒 8:4 (174); 帖前 1:8 (289). 

     弗 4:11-16 (272); 提後 2:2 (298). 

     羅 15:25-27 (226). 

 

      (四) 有來往、相交. 

 

     徒 2:42 (166). 

     約一 1:5-7 (345); 林前 1:9 (229). 

     腓 1:5 (277). 

       詩 133 (757). 

       林前 12:24,25 (241); 羅 12:15 (223). 

       弗 4:31,32 (273); 彼前 4:8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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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課 - 我們對教會的態度 

 

      (一) 我們應該愛教會. 

 

     弗 5:25 (274); 徒 20:28 (195). 

     太 6:33 (8). 

 

      (二) 我們應該很忠實的來作教會的盛聖工. 

 

     太 20:1-16 (28). 

       約 9:4 (140). 

       林前 15:58 (246). 

 

      (三) 我們應該用錢支持教會的聖工. 

 

     林後 8:1-5 (254); 林後 9:1-7 (255); 可 12:41-44 (67). 

     林前 16:1,2 (246). 

 

      (四) 我們應該幫助教會興旺起來. 

 

     傳福音 (箴 11:30) [777]; (雃 5:19,20) [333]; (路 19:10) [111]. 

     造就基督徒 (來 10:24,25) [321]; (弗 4:11-16) [272]. 

 

      (五) 我們應該為教會辯護. 

 

     徒 20:28-31 (195); 多 1:9-13 (307). 

     羅 16:17,18 (227); 帖後 3:6 (295). 

 

      (六) 我們應該與教會的領袖合作. 

 

     提前 3:1-7 (298); 多 1:5-13 (307). 

       徒 20:28-31 (195); 彼前 5:1-4 (339); 來 13:7,17 (326); 提前 5: 

       5:17-19 (300). 

     帖前 5:12,13 (292); 來 13:7,17 (326). 

 

      (七) 應該參加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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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10:25 (321). 

     太 6:33 (8); 約 14:15 (150). 

 

      (八) 應該把榮耀、尊敬歸給教會. 

 

     太 5:16 (5); 多 2:11-14 (308). 

     啟 2:10 (356); 來 3:12-15 (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