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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講 三一的上帝與教會 

 

一．什麽是教會? 

  

希伯來文 ָקַהל Kahal -- 聚集/會衆（申四 10） 

希臘文  ἐκκλησία Ekklesia 教會（太十六 18）/ Ekklesiazo（招聚一群會衆） 

 

教會是一切時代所有真信徒/見證人的團體（詩二十二 22；徒七 38；來十一、十二 1） 

教會是上帝施恩的媒介 

 

 舊約 – 會幕/聖殿/選民（受割禮、十誡、以色列國） 

 新約 – 聖靈/基督徒（心裏受割禮、律法寫在心上、領受聖靈） 

 

 舊約的以色列和新約教會承擔是一個共同的目標 – 建立上帝的國度 

 

 教會的實質：人不可見的、上帝能夠“看見”（提後二 19） 

 

  教會外在的組織形式和傳承不是教會的實質 

（例如：該亞法雖有亞倫的傳承爲大祭司卻背離福音（約十八 14）） 

 

1. 教會的可見性是地上的基督徒所看見的“教會”（保羅書信開頭問候教會） 

2. 不可見的教會在可見的教會當中（提後二 17-18；提後四 10） 

 

神學家奧古斯丁的見解：教會之外有許多羊、教會之内有許多狼 

 

  判斷是否爲“真教會”的原則：是否傳講上帝的真理、是否遵行上帝的真理 

 

   信仰告白 

1. 生活見證 

2. 參與聖禮（洗禮、聖餐） 

3. 信靠的對象（上帝） 

 

 地方性和普世性 

 

1. 家庭中（羅十六 5；林前十六 19） 

2. 城市中（林前一 2；林後一 1；帖前一 1） 

3. 地區中（徒九 31） 

4. 世界中（弗五 25；林前十二 28） 

 

 基督徒要去尋找一個“真教會”，而不是一個“更純潔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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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的教派和教會合一的原則 

 

使徒時代主後 1000年間的教會：有外在的合一、也有教義引出的小分裂 

   

早期教會的背景： 

1. 教會沒有教義的系統表達 

2. 普通信徒沒有機會讀到聖經，沒有系統的架構，導致異端的流行 

3. 當時的教會在基要真理上存在不同的看法 

 

歷史上的教義紛爭： 

  孟他努派注重聖靈的工作和預言，導致錯誤的預言“基督在弗呂家開始千禧年”（二世紀） 

諾瓦天派多納徒派之爭，教會受逼迫之後的“嚴格派”VS“寬容派”（四世紀） 

基督的一性論之爭，基督的“神、人二性”（五、六世紀）（參看附錄一） 

 

 東西方教會分裂 

 

主後 1054年，羅馬天主教（西方）/東正教（東方） 

原因：教皇運用自己的權柄改變尼西米信條（聖靈從父和子而出），導致東方教會抗議 

 

主後 1517年開始、新教/抗羅宗的宗教改革 

  

原因：教廷爲建造教堂發行贖罪券 

對立：馬丁路德的 95條綱要 

之後，新教繼續分裂爲不同的群體：福音派/基要派/靈恩派/獨立教會 

 

  分裂的原因：1. 教義；2. 良心的緣故；3. 實際的考量 

教會的合一都就是教會脫離“真基督徒之間分裂的程度”（約十 16） 

   

 極端：過度强調某一個教義 / 異端：添加或刪改不同教義 

  

三．教會的肢體觀 

 

 彼此聯合（林前一 10；腓二 2；弗四 3-6） 

 彼此扶助（羅十二 4-5；弗四 25；林前十二） 

 

四．教會的生活 

 

 禱告代求 

 基督徒應盡的義務 

A. 聖潔生活 

B. 傳福音 

管理的原則 

A. 選擇領袖 

B. 堅持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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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愛心包容 

面對末世的挑戰 

A. 異端教訓 

B. 拒絕罪惡 

管理的權柄 

A． 使迷失的信徒得到回復與和好（加六 1；雅五 20） 

B． 反之罪惡的擴散（來十二 15；林前五 2-7；提前五 20；加二 11） 

C． 保持教會的純潔和基督的尊嚴（林前十一 27-34） 

D． 處罰的原則（太十八 15-18） 

 

三． “三一”真神的關係對我們的引導 

 

三一真神 關係 人  類 基督徒 

聖父 -同權、同尊、 同榮 

-相互作見證 

-子遵從父旨意 

-父差子，父子差聖靈 

-動作存留本於祂，歸於及成全祂 

-神將審判萬物，使萬有複和 

-創造, 治理，統管 

-聖父願萬人悔改蒙恩 

-聖子降世，成就救恩，恩及萬族萬民 

預知, 預定, 呼召, 揀選 

聖子 
贖罪, 中保, 救贖, 複和 

聖靈 
聖靈光照，重生,內住，保

守，屬靈恩賜 

 

 

救贖的例證：聖父揀選、聖靈感動、聖子救贖（彼前一 2） 

 

1. 聖父永恒的旨意和揀選 

神的救恩計畫是在祂永恆的旨意中，乃是在創立世界以前，在萬古之先，就已安排定意 

（弗一 4；三 11；提後一 9） 

2. 聖子救恩中保 

受聖父差遣降世，使命是完成救恩計畫，實現救恩應許，拯救失喪之子民 

（約五 19-30；六 38-40；十七 3-12） 

3. 聖靈施行救贖行動 

永遠的同在，住在信徒心裏，光照指引，教導和責備 

（約十四 16-17，十六 13-14；彼後一 21；提後三 15-16; 來九 14） 

 

道德觀的引導例證： 

 

A． 聖父絕對的標準：聖潔 

保羅論到“吃祭偶像之物” 應該遵守真理（林前十 23-26） 

B． 聖子處境化的考慮：恩慈 

對執行真理的緩和（林前十 27-28） 

不定罪犯奸淫的婦人（約八 1-11） 

領人悔改（羅二 4） 

要絕對的堅持（加二 11-14） 

C． 聖靈的感動：保守引導 

遵守誡命的衝突：“不可殺人”VS“不可説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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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允許“例外”的發生，例證：“必須的謊言”（書二） 

 

真理本身要求我們把它隱藏、衹向合宜的人用合宜的話彰顯（王下六 8-23） 

 

課程大綱： 

NO 名稱 內容 

第一講 上帝與聖經 聖經是上帝的話語以及對我們的生命的指引 

第二講 創造與人的本質 認識創造主與我們的關係，生命的本質 

第三講 罪，墮落與救贖 從自由中墮落導致陷入罪的捆綁中 

第四講 重生得救與因信稱義 上帝的恩典使我們脫離罪，得到真正的自由 

第五講 三一的上帝與教會 上帝的心意如何施行在教會 

第六講 律法與恩典，信心與行爲 基督徒的屬天價值觀和新生命本質相符合 

第七講 基督徒的聖潔生活與傳福音 基督徒的位份和應有的生活表現 

第八講 上帝永恆的揀選與保守 上帝的預定和我們應盡的責任 

第九講 聖經真理與實際的應用 屬靈生命的成長和征戰 

第十講 末世，審判與新天新地 世界的終末和永恒的天國 

 

附錄一：基督的神、人二性（節選「基要神學二」） 

 

「迦克敦信經」 

主後 451年迦克敦大公會議，根據聖經，制訂信經，宣告：「是同一基督，是子，是主，是獨生的；具有

二性，不相混亂，不相交換，不能分開，不能離散；二性的區別不因聯合而消失，各自的特點反得以保

存，會合於一位格、一實體之內，而非離別成兩個位格」。自從道成肉身以來，主基督的一切工作，都是

以「一位二性」的中保身分完成的，這真是大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顯現，被聖

靈稱義，被天使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裡（提前三 16）。 

 

耶穌基督具有神人二性，然而祂只有一位格。「三位一體」教義彰顯主耶穌是完全的神；「道成肉身」教

義啟示主耶穌是真實的人。此兩項真理合在一起，見證了主耶穌基督是同一位格有二性。 

 

聖經從未提到主耶穌是具有雙重位格：只有一位中保，而中保之內沒有「你」與「我」的位格區分（「三

位一體」則有位格的區分與彼此的對話，如詩二 7；四十 7-8；約十七 1-5, 21-24）；主耶穌從未以複數

語氣來稱祂自己（異於創一 26；三 22；十一 7）。另一方面，聖經明示主耶穌的二性是在一個位格裡的

聯合：有些經文同時講到主耶穌的神人二性，顯然只是論及一個位格（羅一 3-4；加四 4-5；腓二 6-11）；

聖子「神聖位格」先只有「神性」，道成肉身以後，加上「人性」與「神性」聯合（約一 14；羅八 3；加

四 4-5；提前三 16；來二 2, 11, 14；約壹四 2-3）。 

 

主基督的神人二性，在同一位格裡是相通的。主基督說話的心意，有時是來自神性方面（約十 30「與父

原為一」；十七 5「未有世界以先，與父所同有的榮耀」），有時是來自人性方面（太二七 46「為甚麼離棄

我」；約十九 28「我渴了」），然而都是同一位格在說話。這清楚顯明：基督「人性」或「神性」的特質，

就是祂「位格」的特性，屬於同一位格。有關基督「人性」或「神性」的述詞，都屬於祂的「位格」。例

如：有關人性的作為（「用自己的血所買來」、「釘在十字架上」），歸屬於神性名稱（「神」、「榮耀的主」、

「神子」），見徒二十 28；林前二 8；西一 13-14。神性的作為（如「從天降下仍舊在天」，「在萬有之上

永遠可稱頌」），歸屬於人性名稱（「人子」，「從以色列人出來的基督」）（約三 13，六 62；羅九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