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课 

教会是什么 
 

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马太福音 16：

18）。耶稣要通过“教会”这个词表达什么意思？耶稣的门

徒是如何理解这个词的？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本书已经多次用到教会一词，而且

这个词的用法各不相同。在第一课，我们用教会一词表示“神

的子民”；在第二课，我们用同一个词表示可见的组织。两

种方法都是正确的。  

我们可能经常在日常交谈中用到某个圣经词汇，当我们

这样使用一个词的时候，可能并不知道它的圣经含义。含义

要根据上下文，或者使用这个词的背景。重要的是，我们要

知道“教会”一词，在圣经的上下文中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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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本课用到圣经，你会学到几段经文。许多人为

把圣经留传下来献出了生命，我在上一课中没有提到这一

点。离我的住所不远，有一个石头标志，表明在那个地方有

一个人被处死了，这个人的罪名就是想把圣经翻译成本民族

的语言。神保护了他的话，我们要认真学习！  

你在本课将学到….. 

“教会”一词的含义  

教会的属性  

教会的关系  

本课会帮助你… 

 理解教会一词的圣经含义。  

 把本地的聚会与普世的教会相联系。  

 解释教会的超自然属性  

“教会”一词的含义  

目的 1：在希腊人、犹太人、基督徒的背景下，给教会一词

下定义。  

希腊语是新约世界的语言，保罗用希腊语写信给各教

会。那时，“教会”一词的含义是什么？是“聚集”。保罗时

代的这个词，由两个小词组成。它们合在一起的意思是“被

召集”。在圣经时代，这个词表示被召集到一起的市民集合，

市民们开会讨论一些政治或军事问题；它也用来表示被召集

到一起作战的军队，还被用来表示一个立法团体。但是，在

那个年代，这个词从未用来表示宗教类型的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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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1 阅读使徒行传 19：23-41 中有关保罗访问以弗所时的记

载。32 节、39 节和 41 节中都有聚集一词（译注：在英

文版圣经中，这三节经文中都有 assembly（聚集）一词，

但在和合本圣经中，这三节经文中的 assembly 分别被译

成“聚集的人”、“聚集”和“众人”。）这是什么类型的

聚集？代替“教会”或“聚集”，把圣经中用到的词语写

下来。  

a) 32 节                                     

b) 39 节                                    

c) 41 节                                    

2 以下定义中，哪些不是“聚集”的希腊语意思？  

a) 政治集会  

b) 被召集的军队。  

c) 宗教集会。  

d) 市民集会。  

圣经分成两大部分：旧约和新约。旧约中，犹太人被称

为神的子民。许多犹太人，比如亚伯拉罕和大卫，相信神并

顺服他。他们的生平故事都被记载于旧约中，我们可以从其

中学到很多东西。  

但是，在耶稣时代，许多犹太人不顺服神，他们不学神

的话。为帮助这些人，发行了旧约的一种特殊译本。“教会”

或“聚集”在这个版本中，被用到了近一百次。有时，它用

来表示世俗（非宗教的）的集会，有时用于表示宗教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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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基督徒开始使用“教会”一词，犹太人不再用它。

基督徒的集会就是教会，犹太人的集会被称为会堂。相信耶

稣的犹太人，通常都会被赶出会堂（参阅约翰福音 9：22 中

的一个实例。）  

 

习题  

3 犹太人用的“教会”一词是什么意思？  

a) 宗教集会。  

b) 世俗集会。  

c) 即不是宗教集会，也不是世俗集会。  

4 使徒行传 7：38 中也有这个词的使用实例。一个犹太人

基督徒司提反用到了这个词。谁是在旷野聚集的人？阅

读使徒行传 7：38，并写出你的答案。  

……………………………………………………………………… 

新约中，“教会”一词出现了一百多次，几乎每卷书里

都有这个词。当基督徒称他们的集会为“教会”或“聚集”

的时候，其中没有政治或军事集会的含义。也没有犹太人集

会的含义，尽管早期的许多基督徒是犹太人。这两个词的意

思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人们”，是一群在耶稣基督里靠信心

得救的人。本课我将对这个词的基督教用法做更多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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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5 “教会”一词的基督教含义是什么？  

……………………………………………………………………. 

教会的属性  

目的 2：把本地聚会与普世教会相关联。  

“教会”一词的意思是当地所有相信基督的人的聚集。

新约中，它通常的含义是某个具体的教会。例如，保罗问候

“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帖撒罗尼迦前书 1：1）。有时，

圣经指的是某个具体地区的若干个这样的聚会。例如，“犹

太信基督的各教会”（加拉太书 1：22）。  

有时，“教会”一词用于表示更大的对象：它的意思是

普世的教会，不是聚集到一起的人或集会，而是那些属于这

个聚会的人（参阅使徒行传 8：1-3）。当信徒受苦并分散到

各处时，他们仍然是教会的一部分。在马太福音 16：18 中，

耶稣说他要建立普世的教会，即全世界信徒在基督里的身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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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看到，教会不是来自同一个种族，而是来自

不同民族的人所组成。教会的人不是来自一个国家，而是来

自所有国家。  

“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拉太书 3：28）  

习题  

6 学习下面的经文：确定这段经文指的是地方聚会，还是

普世教会。  

a) 哥林多前书 4：17………………………………………… 

b) 帖撒罗尼迦后书 1：1…………………………………… 

c) 歌罗西书 1：18…………………………………………… 

d) 以弗所书 3：8-10………………………………………… 

e) 以弗所书 3：20-21………………………………………… 

f) 哥林多后书 11：8………………………………………… 

7 本地教会与普世教会有什么关联？……………………… 

教会的关系  

目的 3：解释教会与三位一体中的各个位格（圣父、圣子、

圣灵）间的关系。  

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教会”一词在圣经时代并不

是宗教词汇，那么，信徒怎样称呼教会呢？  

早期基督徒用他们自己的语言（ ekklesia）称呼教会，意

思是神的集会和聚会。这些人是神所呼召的，这是神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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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帖撒罗尼迦前书 1：1）同样，他还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

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的，以及所有在

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

们的主。”（哥林多前书 1：2）  

习题   

8 下面的经文告诉我们教会的所属，阅读各经文。把各经

文对教会的描述写下来。  

a) 帖撒罗尼迦后书 1：1……………………………….. … 

b) 加拉太书 1：13……………………………….. ………… 

c) 哥林多前书 11：16……………………………….. ……… 

教会始于神，并归于耶稣基督。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时，说：“神（天父）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

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哥林多前书 1：9）有

时，教会被称为“基督的”（例如，参看罗马书 16：16）教

会。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马太福音 16：

18）保罗说基督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以弗所书 5：23）

接着他又补充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以弗所书 5：

25）  

保罗说众信徒是在“基督里”，基督徒因与基督同死而

得名（罗马书 6：6）。正因为我们同“在基督里”，所以我们

也要一同受苦（罗马书 8：17；提摩太后书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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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9 再次阅读罗马书 8：17 和提摩太后书 2：12，给那些在

“基督里”一同受苦的人的应许是什么？………………… 

10 用一个词回答以下问题。  

a) 教会是谁兴起的？…………… 

b) 众信徒都在……………………………….里。  

 

圣灵赐给教会超自然（属灵）的属性，因为有圣灵，教

会不同于任何人类群体。哪里认识圣灵，那里就有教会。教

会的权柄或生命不是属人的，而是属灵的。  

习题  

11 阅读以下经文，把圣灵对教会的作为写下来。  

a) 腓立比书 2：1…………………………………………… 

b) 使徒行传 1：8…………………………………………… 

c) 哥林多前书 12：8-12…………………………………… 

d) 以弗所书 4：3-4…………………………………………… 

我们必须赞美神，因他呼召我们成为他教会的肢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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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是神兴起的，与基督合而为一，又被圣灵充满。神的教会

既是本地的，也是普世的。各个地方的信徒爱的是同一个基

督，都“饮于一位圣灵。”（哥林多前书 12：13）  

教会是什么？它是信徒超自然的团契，神从起初就计划

了它。从新约时代起，它就没有停止过向我们显明它自己。

它在你居住的地区和国家，为神作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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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11 a）在灵里交通。  

b）圣灵赐作见证的能力。  

c）圣灵赐下属灵恩赐。  

d）圣灵赐给我们合一。  

1 a）聚集的人。  

b）断定是非的众人。  

c）众人。  

10 a）神（天父）             b）基督  

2 c) 宗教集会。  

9 他们将和基督一同作王。  

3 c) 即不是宗教集会，也不是世俗集会。  

8 a）“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b）“神的教会”。  

c）“神的众教会”。  

4 以色列人  

7 构成本地教会的众基督徒，是基督身体或普世教会的一

部分。  

5 信徒集合。  

6 a）地方教会（各教会）  

b）地方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里的人）  

c）普世教会（他是教会全体之首）  

d）普世教会（藉着教会）。  

e）普世教会（教会里的荣耀）。  

f）地方教会（亏负了别的教会）。  

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