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稣降生七十年后，罗马的军队横扫了犹太地区，并在耶路撒冷进行大屠杀。一批幸存的犹太人

逃到了马察达（Masada）——死海东岸的山地要塞。经过三年的围攻，罗马军队终于成功地攻破要塞，

却发现大批被追杀的人已经死亡，剩下的人数寥寥无几。事实上，在要塞被攻破的前一天晚上，面临

危难的时刻，他们的首领说服了自己的同胞宁可自杀，也不要被俘。

同样地，许多基督徒认为教会是由神为自己留下来的忠心的仆人组成的，虽然四面受敌，却竭力持守，

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但是耶稣对教会的描绘却是另一番景象。他告诉门徒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

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马太福音 16:18）阴间的权柄是指敌人的营垒和计划。这样，

教会实际上是一个面临攻击的军队。当神的灵以大能装备教会时，仇敌就没有什么办法与教会作对。

使徒行传这卷书记载了教会是如何在圣灵的能力中诞生的。它描述的早期教会是一支强大的军队，

其中的基督徒将福音传到了所有能去到的地方。事实上，使徒行传并没有真正结束，因为教会的使命

尚未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正在投身来完成这个使命。为此，我们需要明白（1）耶稣所说的教

会到底是什么意思；（2）教会的使命是什么。

教义的陈述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藉着圣灵在地上的居所，拥有神圣的托付，要完成大使命。每一位从圣

灵生的信徒，都是普世教会和初期教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些都记录在天上（以弗所书1:22-23； 2:22；

希伯来书 12:23）。

既然神对人的旨意是寻求他，拯救失丧的人，要人敬拜他，造就信徒，使之有他儿子的形象，神

召会作为教会的一部分之存在的首要原因是：

1. 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将福音传遍全世界（马太福音 28:19-20； 马可福音 16:15-16；使徒行传 1:8）。

2. 成为一个大家庭，在那里人们可以敬拜神（哥林多前书 12:13）。

3. 成为神旨意流通的管道，来造就众圣徒，照着他儿子的形象成为完全（哥林多前书 12:28；

14:12；以弗所书 4:11-16）。

神召会有形地存在，以新约使徒性的模式持续地突出此原因，乃是藉着教导、鼓励信徒被圣灵充满。

这种经历：

1. 装备信徒，好让他们藉着圣灵的大能去传福音，并有超自然的神迹伴随（马可福音 16:15-20；

使徒行传 4:29-31；希伯来书 2:3-4）。

2. 将信徒对神的敬拜关系提升到一个不可或缺的新境界（哥林多前书 2:10-116；12-14）。

3. 使信徒能以新约时期样的圣灵果子、恩赐和事工来回应圣灵的全备工作，从而造就基督的身体

（哥林多前书 12:28 14:12；加拉太书 5:22-26；以弗所书 4:11-12；歌罗西书 1:29）。

教会及其使命			第9章

神学入门-1 Berean BTHE211.indd   133 15/3/9   下午6:44



课程	9.1	 教会的含义

9.1.1 解释教会的含义。

9.1.2 比较并对照普世教会和地方教会。

课程	9.2	 新约教会

9.2.1 列举对新约教会的三种描述。

课程	9.3			教会的使命

9.3.1 列出教会的三个目标。

9.3.2 讨论圣灵的洗如何能帮助教会完成其使命。

目
标

目
标

目
标

神学入门-1 Berean BTHE211.indd   134 15/3/9   下午6:44



教会的含义

教会是每一位基督徒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时常谈论去教

会，属于某个教会，甚至开拓教会的事情。然而，对很多人来说，

越是熟悉的就越容易忽略，对教会也是这样。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

教会已经成为他们生命太平常的一部分，以至于他们从来没有真正

地研究过圣经里关于教会是怎么说的。在本课，我们会探究圣经里

对教会的定义，从而回到最基本的教导中去。我们要看一下什么是

教会，教会是如何开始的，以及我们如何成为教会中的一员。

圣经中关于教会一词的使用

真正的教会是什么？是否是一个很大的建筑物，周日的时候曾

经有上千的人来作礼拜，但是现在却大门关闭，空荡荡的，已经停

止使用的呢？或是在某个反对基督教的国家，一小群人聚在一起吃

饭，然后开始秘密地学习圣经呢？

圣经里从来没有用教会这个词来描述建筑物、宗派或教派，这

一点和我们今天的文化是不一样的。早期的信徒通常聚集在家里，

一起祷告和敬拜，而不是在专门的建筑物里。而且，像罗马天主教会、

联合卫理公会、五旬宗教会等等的名词都是人为的说法。虽然这些

都可以是教会的一部分，但是本身却不是“教会”。

这种混淆与英文的教会（church）一词的原意有关。这个词的英

文源于希腊文 kuriokosi，意思是“属于神”。在新约中这个词出现

过两次，但都没有翻译成“教会”。但是后来年数久了，人们就开

始用 kuriokosi 这个词来代表大家聚集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都是已

经奉献给主的（Dusing 1994, 527）。

1 说明 ekklesia 这个词的含义。

在希腊文中，通常用 ekklesia（音译：爱克尼西亚）这个词来代

表教会，这与前面那个词完全不同。这个词包含了两个部分：ek 的

意思是“出来”，klesia 的意思是“呼召”。所以，ekklesia 的意思

就是“呼召出来”。从原意上讲，是指一群人，从自己的家或做工

的地方召集出来，聚在一起，共同解决集体问题。由此看来，教会

并不是什么建筑物，乃是有一群人组成的，这群人被从世界和罪恶

9.1.1 目标  
解释教会的含义。

135第9章  教会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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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呼召出来”，为着共同的属灵的目的聚集在一起。这个目的就

是来敬拜神。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来看圣经关于教会这个词的两种用法：（1）

指由当地人组成的聚会——地方教会；（2）用来描述所有得到重生

的人——普世教会（Menzies and Horton 1993, 158）。新约圣经有几

处都提到了当地的聚会，包括保罗书信中的几个例子：“又问在他

们家中的教会安”（罗马书 16:5）。“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的”（哥林多前书 1:2）。“一

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加拉太书 1:2）。

在上述的例子中，教会这个词都是指一群人聚集在某个地方，来敬

拜神，指的是人，而不是地方。

从广义上讲，普世教会包括了历史上所有地方的信徒（Menzies 

and Horton 1993, 158）。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道“有名录在天上诸长

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希伯来书 12:23）的时候，就采用了这种定义。

保罗写道“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以弗所书

5:23）。

2 关于教会，各有两种同圣经相符和不相符的定义，请对比说

明。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教会是由全世界所有的信徒组成的。

这些信徒又组成当地教会，聚在一起来敬拜神。

耶稣建立起来的教会

新约中多次提到类如基督的众教会（罗马书 16:16）和神的教会

（使徒行传 20:28；在保罗的书信中也几次提到过），这表明了教会

是属于主的。耶稣培训了一批门徒，使用他们，并使他们成为教会。

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马太福音 16:18）这样，

耶稣在他受难之前就已经预言了教会的建立（18:17），并在复活之

后建立了教会。

许多信徒认为教会的诞生是发生在五旬节那天。彼得讲道之后，

有三千人得救，接着教会在圣灵的能力中开始成长（使徒行传 2:41）。

3 教会由谁发起，什么时候建立的？

9.1.2  目标  
比较并对照普世教会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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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时的教会成员

很多地方教会鼓励会众加入他们的教会。主的教会是无形的，

而且非常大，那么地方教会作为其有形的代表，因此加入教会就显

得很重要了。从另一方面讲，尽管加入教会很重要也很正常，但加

入了地方教会也不能保证就是神的教会的一份子。从神的眼光来看，

只有那些藉着圣灵重生的人才是教会的成员。也就是说，与加入地

方教会不同，信徒是不需要申请加入普世教会的。人们只要一信主，

就自然地成为了教会的一员。路加写道，“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

他们。”（使徒行传 2:47）

4 解释成为地方教会一员与成为神之教会的一员的区别。

在新约中，那些真正的信徒被称为圣徒和弟兄。保罗写信给“在

罗马为神所爱、奉召作圣徒的众人”（罗马书 1:7）。前一章讨论过，

圣徒这个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分别出来的人”。基督徒虽然还

不完美，但也称为圣徒，因为他们转离了罪，归向神。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

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罗马书 8:29）我们都是同一个属

灵大家庭的成员。我们的父亲就是神自己。作为这个家庭中的一员，

我们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8:17）。人得救后，就成了

神的家，也就是教会中的一员（约翰福音 1:12-13）。

5 教会的成员在新约中有哪两种称呼？

137第9章  教会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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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教会

今天有很多信徒从一个教会跳到另一个教会，为要寻找“完美

的教会”。可惜不存在这样的教会。一个完美的教会需要完美的人

组成，但是成了基督徒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已经达到完美了。在耶稣

完美的光芒中，基督徒的瑕疵就更明显了。新约中的大多数书信都

是写给问题教会的——这些教会存在问题，就像我们的教会一样。

教会是由罪已经得到赦免的人组成，他们因着耶稣的血而称义，他

们每日倚靠神的恩典和力量来过义的生活。

虽然圣经没有提到过什么完美的教会，但却包含了许多例子，

来帮助我们了解新约的教会是什么样子，以及神对我们的心意如何。

新约里描述的教会是神的家、神的百姓。然而，保罗和其他作者则

用了三种比喻来描述教会：新妇、殿、身体。

基督的新妇

新约多次提到教会是新妇。保罗写道，“我为你们起的愤恨，

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

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哥林多后书 11:2）。他又吩咐说，“你们

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以

弗所书 5:25）。在启示录 19:7 节，天上的众人呼喊道，“我们要欢

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

备好了。”

把教会比作新妇，其中包含着三条真理：（1）教会是纯洁的，

就像新妇为新郎预备好了自己；（2）新妇在热切地期盼等候新郎；（3）

妻子与丈夫之间亲密的关系（以弗所书 5:25）。耶稣是我们的新郎，

他愿意同他的新妇即教会之间有亲密的关系。他爱教会，他顾念教会，

如同好丈夫关爱他的新妇一样。

 

神的殿

我们所说的教会，有时也指某个建筑物，即神的殿。在旧约里，

神在会幕和圣殿里启示了自己的荣耀（出埃及记 25:8；40:34-38；列

王纪上 8:10）。当然，即使是建造了历史上第一座圣殿的所罗门，

也很清楚神不会真正地住在人手所造殿宇内（列王纪上 8:27）。今天，

神是在属灵的殿中彰显自己荣耀的。这个殿就是教会。我们看保罗

关于神的殿的教导：

9.2.1 目标  
列举对新约教会的三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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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

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哥

林多前书 3:16-17）

“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

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

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

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以弗所书 2:19-22）

根据上述两处经文，整个教会都被称为神的殿。保罗还称每一

位信徒为圣灵的殿。“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

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哥林

多前书 6:19）神按着自己的意思将圣灵放在信徒的里面。他在我们

里面，并且藉着我们彰显他的同在。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3:11 节说，这属灵的殿的根基就是耶稣。

在以弗所书 2:20 节，他又用另一个类似的图画来描述圣殿，即使徒

和先知为根基，耶稣为房角石。通常情况下，房角石比其他石头都

大，并且是最重要的一块石头，因为剩下的工程设计都要靠它来把

握（Dusing 1994, 536）。也就是说，不论是哥林多前书 3 章，还是

以弗所书 2 章，都提到耶稣在属灵的殿中的重要地位。

在旧约中，祭司们在会幕和圣殿中侍奉神。人们不可以说神住

在圣殿里，因为神只是选择了圣殿，来作为他跟人会面的地方。今天，

神选择了住在他的百姓也就是教会当中。我们不需要去到某个建筑

物里才能找到神。他与我们同在。他的灵就在我们里面。

基督的身体

虽然新妇和殿常被用来比作教会，但在新约圣经，基督的身体

就是教会代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2:13 节写道，“我们 ¬¬都从一

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他又在以弗所书中展开这个话题，“惟

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

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以弗所书 4:15-16）这幅图画描绘的是一个活

泼的身体，耶稣是头。“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

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以弗所

书 1:22-23）

139第9章  新约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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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被比作基督的身体，这一点包含了四个要点：

1. 耶稣是教会的头。耶稣不仅是教会生命的源头，还是教会上

头的权柄。每个肢体都跟头有直接的联结；否则教会无法存

活。并且，耶稣定下旨意如何安排各个肢体的位置，以及如

何使用各个肢体。每个肢体要做的就是顺服头的带领来生活。

在教会里，耶稣藉着圣灵来掌权，圣灵按着自己的意思，分

赐侍奉的恩赐。肢体需要降服于圣灵，保持跟头的联结。

2. 在这世上，教会是基督属灵的身体。这并不是说，耶稣没有

教会就不完全了，而是说耶稣是藉着教会来作成他在地上的

工作。他的工作包括传福音到万邦，预备这个世界来迎接将

来的时代。耶稣曾经藉着自己的身体向世界显明了自己，并

且靠着圣灵的大能来服侍。今天，他藉着教会来向世界显明。

当教会在圣灵的大能中服侍的时候，世界就能够更加清楚地

看到耶稣。

3. 每一位信徒都是教会重要的部分。即使是那样看上去似乎微

不足道的，也必须完成自己的那一份使命。藉着圣灵，每个

人都可以找到侍奉的方向、力量、和能力。在一个健康的身

体里，每个肢体都各司其职。

4. 信徒无法单独生活和行动。在一个健康的身体里，所有的肢

体都彼此依赖。没有了胳膊，手就无法生存。腿的生存也依

靠着心脏。同时，我们也彼此需要。当我们彼此尊重相爱，

就是在建造基督的身体了。

6 说明圣经中关于教会的三个主要的比喻，并描述每个比喻的

意义。

 

有些人把教会看作社交俱乐部。在社交俱乐部中，成员们可以

自行选择跟谁或不跟谁在一起。他们自己决定要接纳谁，或不接纳

谁。虽然有些聚会的氛围好像这种俱乐部一样，但最终它还是教会。

选择的权柄在于主耶稣。耶稣藉着他的灵使他的百姓聚集联合在一

起，并差他们出去服侍。我们没有权利选择接纳或拒绝别人。我们

当做的就是向世界显明我们彼此相爱，由此就成就了神的律法（Van 

Engen 1991, 157）。

7 为什么有些教会好像社交俱乐部一样？这与新约的教会有何

不同？

140 神学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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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使命
 

有一个危险的海岸，那里经常发生沉船事件。在那里值班的是

一个很小的海难救援站。救援站的房子很破落，而且只有一队船员

在那里工作；然而，因着他们无私的努力，很多生命都得到了拯救。

有些得救的人就捐了大笔的奉献款。还有些人加入了救援队伍。为

了适应救援队伍的扩大，他们建造了一个更加舒适的新救援站。于

是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救援站就变得有点儿像俱乐部了，其中只有

一小部分人对出海感兴趣，所以他们干脆就雇了一些船员。就在这

个时候，一只大船在海中失事。这些受雇的船员出去援救，救回了

一船又一船的人，他们身上都湿透了，冰冷肮脏，搞得俱乐部一片

混乱。于是会员们要求那些受害者先在外边把自己清理干净了，才

允许进来。

接着他们开会，会员之间产生分裂。多数人决定终止俱乐部的

救援活动，因为这些活动会影响俱乐部的社交生活。一小批人离开了，

在不远处又重新建立了一个救援站。几年后，同样的情况又重演了。

如果你现在再去看那个海岸，你会发现岸上有许多不向外人敞开的

俱乐部。海中仍然经常发生船只遇难事件，但是大多数人都因为缺

乏救援而淹死了（Wedel 1953, 24）。

耶稣建立了教会，并不是要把教会变成某种俱乐部。他所建立

的教会是带着使命的。如果教会忽略了自己的使命，就失去了价值，

变得跟世俗的社交场所没什么两样了。

教会最大的价值就是在于被圣灵的大能所充满来侍奉。圣灵帮

助教会来完成三个目标，每一个目标都是重要的。每一个教会都应

当完成本课所讨论的三个目标。教会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应当与至

少其中的一个目标有关联。

	教会的最大任务（mandate）

传福音涉及有目的的布道。传福音这个词的意思是“传讲或宣

告好消息”（Abraham 1989, 41）。这里所传讲的好消息就是我们常

说的福音。福音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并他拯救人类的信息。我们向人

传福音传的就是这个信息，这就是教会的使命。

这个传福音的任务来自于福音书中的大使命。耶稣吩咐他的门

徒，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可福音 16:15）。这是

耶稣托付给教会的使命，在马太福音中讲得再清楚不过了：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

9.3.1 目标  
列出教会的三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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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

福音 28:18-20）

这些经文为我们有效地传福音提供了两把钥匙：（1）教会必须

走出去，向世界传讲“好消息”。（2）教会不应当只满足于“决志

祷告”或人信主。耶稣所吩咐的核心内容是带门徒。门徒就是跟随

耶稣，并听从耶稣吩咐的人。耶稣告诉那些跟随他的人说，要使世

界上所有民族的人作他的门徒，为他们施洗，使他们建立在基督徒

生命的基本根基上。

5 说明门徒和信从基督教的人之间有什么区别。

耶稣在赋予教会使命的同时，也吩咐了第二条命令。他告诉门

徒要等候，直到他们领受能力（路加福音 24:49）。在使徒行传，耶

稣解释说，“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时”，他们就会得着能力。教会

要完成传福音的使命，圣灵的充满是关键。

梅拿德·凯潜（Maynard Ketcham）曾经在一个非常抵挡福音的国

家作宣教士。他和他的同工开展了几个月的事工后，没有一个人信

主。后来有一天晚上，他们遇到了村子里的一位疯女人，她被鬼附

着，骚扰他们。最后，他们跟邪灵争战，奉耶稣的名把鬼赶出来了。

这种能力的彰显为村子里的福音工作打开了大门。人们开始接受并

跟随耶稣，因为他们发现他的名字是大有能力的。于是，他们建立

了教会，一直存到现在（Ketcham 1979, 3）。

每个民族中都有人被魔鬼的势力捆绑，弄瞎了眼睛。他们需要

教会靠着圣灵的大能来完成传福音的使命。圣灵的大能降在人身上，

不仅是要彰显圣灵的各样恩赐，还要以超自然的工作，来证实传福

音的人的见证（Menzies and Horton 1993, 164）。

敬拜神

要讨论教会应该做什么，就必须包括敬拜。从旧约到新约，神

的百姓一直被呼召要在敬拜中侍奉神。“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

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 2:9）教会是神

的殿，信徒就是祭司。他们将自己献上，并以赞美为祭献给神：

•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

 9.3.2 目标  
讨论圣灵的洗如何能帮助教

会完成它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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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

然的。”（罗马书 12:1）

•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

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希伯来书 13:15）

敬拜这个词的英文 worship 源于古英语词汇，意思是“赋予神

价值”。我们敬拜神，用自己的嘴唇和生命来荣耀神。我们敬拜的

核心目的就是服侍主，也就是说，我们将眼光放在神身上，而不是

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的敬拜中，圣灵也会向我们启示神的同在，

来帮助我们。“当神的同在彰显在我们的敬拜中时，就有像电流一

样的东西，也有一种渴望、喜乐、盼望和和平的气氛。如果感觉不

到神的亲近，敬拜就乏味得如同从头到尾在董事会议里熬时间。”

（Morgenthaler 1990, 97）。

教会向神献上的敬拜必须是“用心灵和诚实”的（约翰福音

4:23-24；腓立比书 3:3）。集体敬拜是专门分出来的一段时间，神的

百姓借着赞美、歌颂、奉献来寻求荣耀神（使徒行传 2:42-46；哥林

多前书 16:1-2；以弗所书 5:19-20）。宣讲神的话语也是敬拜中一个

重要的部分。同时，我们守圣餐也是一种对神的敬拜。

一个五旬宗教会会向圣灵的工作敞开，这也是一种敬拜。“敬

拜应当是圣灵多样化工作的彰显，它使敬拜的人灵里得到造就，并

且归荣耀给神”（Klaus 1994, 586）。说方言、翻方言、说预言并圣

灵其他的恩赐都是敬拜中很重要的部分（哥林多前书 12-14）。“无

论教会有什么需要，圣灵总会赐下恩赐来满足这些需要。”（Menzies 

and Horton 1993, 168）我们在灵里敬拜时，神就向我们说话（使徒行

传 13:2），并且彰显他的能力。一个属灵的、充满敬拜的教会就好

像一个超自然力量的军备库一样。

9 请用自己的话描述什么是真正的敬拜。

造就信徒

教会的第三个任务就是造就信徒，使之生命成熟。许多基督徒

常用鼓励（edify）这个词，意思是“造就”。神要他的百姓成熟起来。

以弗所书 4:11-13 节讲到，神在教会中设立了几种特别的职份，为的

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神要他的百姓

都彰显出耶稣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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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请凭记忆列出教会的三个主要目标。

 新约列出了很多信徒可以彼此造就的方法，比如：

• “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

立德行的事。”（罗马书 14:13、19）

• “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

会的恩赐。”（哥林多前书 14:12）

•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各人或有诗歌，

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

当造就人。”（哥林多前书 14:26）

•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

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以弗所书 5:18-19）

主吩咐我们要藉着圣灵的恩赐、灵歌、智慧的言语来彼此造就

鼓励。另外一种建造身体的方法就是帮助弟兄姊妹来面对自己的罪

（加拉太书 6:1-2）。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非常谨慎，要用爱心来

提醒他们。同时我们还有责任来彼此代祷。保罗为教会祷告（以弗

所书 1:15-23），也鼓励他们为他代祷（6:19-20）。

11 列出五种信徒可以彼此造就的方法。

有人也许会问，“我们如何知道哪些基督徒是成熟的呢？”我

们看他们所结的果子就知道了（加拉太书 5:22-26）。这些圣灵的

果子标志着信徒成熟的程度，它跟圣灵的恩赐不同。倘若圣灵的恩

赐跟圣灵的果子不协调的话，教会的使命也无法完成（Menzies and 

Horton 1993, 170）。

12 设想有一位信徒参加当地的教会已有二十年，常常使用预言

的恩赐。那些了解她的人都看到她的挣扎，即脾气急躁，态

度苛刻。那么能否称她为成熟的基督徒？并解释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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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出最佳答案，并将其前面的字母圈起来。

1．希腊文的kuriokosi的意思是______。

a）“教堂建筑物”

b）“教会派别”

c）“被呼召出来的人”

d）“属于主”

2．圣经中教会这个词被用来______。

a）指宗派和当地教会的成员

b）指当地的聚会，以及古往今来所有的信徒

c）指地方的教堂建筑物，并用来描述所有得到重生的人

d）当地教会的成员，以及教堂建筑物

3．教会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a）五旬节那天

b）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出生的时候

c）耶稣升天的那一天

d）基督事工的初期

4．在新约中，真正的信徒被称作______。

a）肢体和弟兄

b）圣徒和肢体

c）弟兄和圣徒

d）肢体和仆人

5．保罗在以弗所书5:25节中把教会比作______。

a）身体

b）殿

c）新妇

d）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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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哥林多前书6:19节的教导，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看作______。

a）礼物

b）殿

c）当小心照顾的

d）有价值的宝贝

7．传福音（evangelism）这个词的意思是______。

a）“传讲或宣布好消息”

b）“教导圣经”

c）“吸引大批人群”

d）“挨家挨户地告诉人们教会的事情”

8．根据马太福音28:18-20节，教会应当______。

a）产生出新信徒

b）代表基督作决定

c）培养出门徒

d）产生出地方教会的会员

9．教会存在的目的是______。

a）把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敬拜神，造就信徒

b）敬拜神，爱人，造就基督的身体

c）造就信徒，帮助穷人，爱人

d）完成大使命，敬拜神，造就信徒

10．信徒可以通过______来造就基督的身体。	

a）圣灵的恩赐、唱歌、祷告并教导

b）医治病人、定罪、圣灵的果子并敬拜神

c）帮助穷人、唱歌、圣灵的恩赐、定罪

d）定罪、教导、祷告并鼓励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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