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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的教会 

The New Testament Church 

 

第一课 - 圣经关于教会的教训 

 

      (一) 计划中的教会. 

 

     弗 3:8-11 (271). 

     弗 3:6 (271). 

     弗 2:13-17 (270). 

 

      (二) 预言中的教会. 

 

     赛 2:2-4 (812). 

       徒 2:17 (165); 来 1:1,2 (313). 

       太 28:19 (44). 

       路 24:47 (122). 

     但 2:31-45 (1,039). 

 

      (三) 准备中的教会. 

 

     『天国近了』. 

       太 3:2 (3). 

       太 4:17 (4). 

       太 10:17 (13). 

       路 10:9 (95). 

     『等候神国的』. 

       可 15:43 (73). 

       路 23:42 (120). 

       徒 1:6 (163). 

 

      (四) 教会的建立. 

 

     什么时候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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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 2:2-4 (812); 徒 2:17 (165); 来 1:1,2 (313). 

     如何建立? 

       徒 2:22-36 (165).  徒 2:47 (166).  徒 2:37-41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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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 所形容的教会 

 

      (一) 教会是从世界被召出来的. 

 

     教会，这词的的定意. 

       从希腊文 [ekklesia]『被召出来』. 

       说到离开撒旦的国度、迁到基督的国度里面. 

 

      (二) 教会就是国度. 

 

     教会跟国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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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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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3:3,5 (128). 

 

      (三) 教会是神的家. 

 

     来 3:6 (314). 

     提前 3:15 (299). 

     弗 3:15 (271). 

 

      (四)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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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是基督的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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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教会是葡萄园. 

 

     太 20: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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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 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一) 基督是教会的根基.  『在盘石上』. 

 

     太 16:18 (23). 

     林前 10:4 (238). 

     太 16:16 (23). 

     林前 3:11 (231); 弗 2:20 (270). 

 

      (二) 基督是教会的建立者.  『我要...建』. 

 

     我们没有权力建立一个教会. 

 

      (三) 教会是属于基督.  『我的教会』. 

 

     罗 16:16 (227). 

     弗 5:24 (273). 

 

      (四) 基督买了祂的教会. 

 

     徒 20:28 (195). 

     弗 5:25 (274). 

 

      (五) 基督是教会的头. 

 

     弗 1:22,23 (270). 

     西 1:18,24 (283). 

 

 

      (六) 基督是全体得救主. 

 

     弗 5:23 (273). 

     徒 2:47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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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 教会的建立 

 

      (一) 国度跟教会一样. 

 

     太 16:18,19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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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12:23,28 (325). 

     约 3:5 (128). 

 

      (二) 国度 (教会) 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施浸约翰的时候 (太 3:2) [3]. 

     基督公开传道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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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圣经强调教会 (国度) 已经存在. 

       西 1:13,14 (283). 

       启 1:9 (355). 

       来 12:28 (325). 

       帖前 2:12 (290). 

 

      (三) 国度(教会)已经建立好了. 

 

     赛 2:2-4 (812). 

       徒 2:17 (165);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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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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 教会的名字 

 

      (一) 名字很重要. 

 

     神觉得名字很重要. 

       创 17:5 (16). 

       [撒莱] - [撒拉] (创 17:15) [16]. 

       [雃各] - [以色列] (创 32:28) [41]. 

       路 1:13 (75). 

       太 1:21 (1). 

       约 1:42 (126). 

       徒 4:36 (168). 

       徒 13:9 (182). 

     徒 11:26 (180); 彼前 4:16 (339). 

 

      (二) 教会的一些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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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各教会』(帖前 2:14) [290]. 

     『神的国』(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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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的众教会』(罗 16:16)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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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的妻子』(弗 5:22-27) [273]. 

     『长子之会』(来 12:23) [325]. 

       加 1:22 (261). 

       林前 16:1 (246); 加 1:2 (261). 

       林前 16:19 (247). 

       林后 8:1 (254). 

       启 2:1 (356). 

       帖前 1:1 (289). 

       西 4:16 (287); 启 3:14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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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 - 教会的组织 

 

      (一) 全球性教会的组织. 

 

     基督是唯一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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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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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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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 1:8) [163]. 

       进入国度的方法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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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没有把这种权柄给别人. 

 

      (二) 地方性教会的组织. 

 

     各教会都要长老 (徒 14:23) [185]; (多 1:5) [307]. 

       [长老] [监督] [牧师] - 都指者长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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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前 4:1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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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前 5:2) [339]. 

  [牧师] (弗 4:11,12)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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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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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前 5:17) [300]. 

       基督徒对长老的责任 (帖前 5:12,13) [292]; (提前 5:17-19) [300]. 

     (来 13:7,17,18,24) [326]. 

     各教会也要执事 (腓 1:1) [277]. 

       资格 (提前 3:8-17) [298]. 

       工作 (徒 6:1-6)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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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 教会的合一 

 

      (一) 只有一个教会.『身体只有一个』(弗 4: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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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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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派主义不合乎神的道理. 

 

     林前 1:10-13 (229). 

     约 17:20-22 (154). 

     弗 4:1-6 (271). 

       一神 - 敬拜的合一. 

       一主 - 权力的合一. 

       一个圣灵 - 启示的合一. 

       一个信仰 - 道理的合一. 

       一浸 - 遵行的合一. 

       一个身体 - 组织的合一. 

       一个指望 - 目标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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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 - 教会的敬拜 

 

      (一) 什么是真正的敬拜? 

 

     太 15:8,9 (21).     雃 4: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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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对像. 

       真正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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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领] (林前 10:16) [239]. 

       徒 20:7 (194); 徒 2:42 (166). 

     唱诗歌. 

       来 2:12 (314). 

       弗. 5:19 (273); 西 3:16 (286). 

       不包括乐器. 

     祷告. 

       徒 2:42 (166). 

       林前 14:15,16 (243). 

       太 6:9 (7); 提前 2:5 (298). 

     传道. 

       徒 2:42 (166); 徒 20:7 (194). 

       提后 4:2-4 (304). 

     捐钱 (林前 16:1,2) [246]. 

     不是我们所作都是算敬拜 (太 4: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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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课 - 教会的使命 

 

      (一) 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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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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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5:12-14 (316). 

     弗 4:11-16 (272). 

 

       (三)  赒济/帮助孤儿、寡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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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后 8:1-5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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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15:25-27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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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课 - 在教会以外有没有基督徒? 

 

      (一) 基督徒都在教会里面. 

 

     林前 12:13 (241); 弗 4:4 (272). 

     加 3:26,27 (264); 罗 6:3,4 (215). 

     徒 2:47 (166). 

     弗 5:23 (273). 

     弗 2:16 (270); 林后 5:18-21 (252). 

     西 3:15 (286). 

       帖后 2:14 (294). 

 

      (二) 为什么必须在教会里才算一位基督徒呢? 

 

     教会是『被召出来的』. 

       就是 『ekklesia』的意思. 

       彼前 2:9 (336). 

     教会是主的国度. 

       约 3:5 (128).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弗 1:22,23) [270]; (弗 4:4) [272]; (西 1:18,24) [283]. 

       林前 12:12-20 (241). 

       罗 12:4,5 (223). 

     教会是神的家 (弗 3:15) [271]; (提前 3:15) [299]; (来 3:5,6) [314]; 

     (加 6:10)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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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课 - 基督的教会之请愿 

 

       (一)  对圣经很忠实. 

 

     提后 3:16,17 (304); 彼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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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 22:18,19 (377). 

 

      (二) 复兴第一世纪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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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 [229]; (徒 11:26) [180]. 

     教训 (罗 1:16) [209]; (林前 15:1-4) [244]. 

       罗 10:17 (221). 

       来 11:6 (322). 

       徒 17:30,31 (190). 

       太 10:32,33 (14). 

       徒 22:16 (198).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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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地方教会是独立的、自治的、自主的. 

     敬拜 (太 15:8,9) [21];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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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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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赒济穷人 (雃 1:27) [330]; (徒 11:27-30) [180]. 

 

      (三) 合而为一. 

 

     约 17:20-22 (154). 

     林前 1:10-13 (229); 弗 4:1-6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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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 - 在教会里的福气 

 

      (一) 我们在教会里有救恩. 

 

     徒 2:47 (166). 

     弗 2:16 (270). 

     林前 12:13 (241). 

     徒 2:39 (165); 帖后 2:14 (294). 

     罗 8:14-16 (217); 加 4:4-7 (264). 

 

      (二) 有敬拜神的荣幸.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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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后 2:2 (298). 

     罗 15:25-27 (226). 

 

      (四) 有来往、相交. 

 

     徒 2:42 (166). 

     约一 1:5-7 (345); 林前 1:9 (229). 

     腓 1:5 (277). 

       诗 133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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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 4:31,32 (273); 彼前 4:8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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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课 - 我们对教会的态度 

 

      (一) 我们应该爱教会. 

 

     弗 5:25 (274); 徒 20:28 (195). 

     太 6:33 (8). 

 

      (二) 我们应该很忠实的来作教会的盛圣工. 

 

     太 20:1-16 (28). 

       约 9:4 (140). 

       林前 15:58 (246). 

 

      (三) 我们应该用钱支持教会的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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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 16:1,2 (246). 

 

      (四) 我们应该帮助教会兴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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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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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我们应该为教会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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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16:17,18 (227); 帖后 3:6 (295). 

 

      (六) 我们应该与教会的领袖合作. 

 

     提前 3:1-7 (298); 多 1:5-13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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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19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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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应该参加聚会. 

 

     来 10:25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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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6:33 (8); 约 14:15 (150). 

 

      (八) 应该把荣耀、尊敬归给教会. 

 

     太 5:16 (5); 多 2:11-14 (308). 

     启 2:10 (356); 来 3:12-15 (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