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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他是否设在地面 的首领总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谁是教会的敌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他们所用的武器是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历代以来教会是否常常得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基督是 了什 要再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们的恳求是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 一个人必须怎 行才能 一个基督徒或基督的教会的一 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非题 

1.  基督所建 的教会 至今    是 / 非 

2.  真 的教会只有一个    是 / 非 

3.  教会 披戴基督的     是 / 非 

4.  一个人必须 教会的一份子才能得救  是 / 非 

5. 有一 基督会 他的教会而再来   是 / 非 

************************************** 

姓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绩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十 讲: 

今日的教会 

的教会的建立到 在差 多有两千 的时间(参看使徒行传第 章)，到今

他 是照 在. 你可能会问: 有可能吗? 只有完全跟随新 中所讲述的教会

所行的就是. 

一 人认 ，要证明今日的教会 期 所建立的教会相 们必须从历史中

一 一 详 追究一直到五旬节那 的情形. 可是， 样做并 确. 首先，基督告

诉 们说他的国度或教会将 会毁灭,并且将永远 留(但 2:44;路 1:33;来 12:28)，

意思是说教会从开始建立到 在 是 在在世界 一 角落里. 他并 一定要在每

一处或每一时代来证实他的 在. 其次, 们已经有 国的种子(路 8:11)保 在新

圣经里. 如果 种子能够在使徒时期产生基督徒,照样在今 们也能靠 种子

基督徒. 如果 期那 基督徒能组 教会,那 ,今日的教会也是一样. 所以,

无论新 圣经 在那里， 的教会是有可能 在的，除非那 持有圣经的人 按其所

言去行. 

神向来都给他的子民一个样式跟随. 神给挪 方舟的样式(创 6),给摩西

会幕的样式,并且 神警 摩西说: 你要谨慎作各样的物 ,都要要照着在山 指示

你的样式 (来 8:5). 因 ，在新 里 们也有 的教会之完全的样式作 根据去跟

从. 神期望挪 和摩西照着他所吩咐的样式去做,有如 们必须跟随教会的样式. 

当挪 和摩西照着 神吩咐的样式去 方舟和会幕时, 神喜悦他们所行的. 既然教

会在 神的心目中将永 ,没有任何 添或删减(启 22:18,19). 所以,当 们追随 

神所给予 们新 的样式, 神将喜悦 们所行的. 

所有辨认教会的标准都清清楚楚的指示在新 全书里. 基督告诉 们教会是

什 ? 是谁建立他? 在什 地点和时间建立? 如何称 教会的 称、教会中每一份

子的称 ? 如何 教会中的一员? 教会的敬拜及工作是怎样的? 们教会之首是

谁? 教会是用什 代 买来的? 以及有关教会的救 等等. 他非常清楚的指明教会

是什 以及其任 , 样式是清楚的,因  神的话 是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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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们只需要研读圣经就 难知道圣经中唯一真 的教会. 当 们知道他

的真理并跟从他，那 们将 教会中的一份子，也就和基督当初建立他的教会一

样. 样的种子撒出去将得到 样的果实，从 神的话 中也 样地产生基督徒. 今

日, 的教会中的信徒就和当初的基督徒一样. 

基督的教会可在世界任何角落中发 . 当人门愿意跟随圣经的教训，他可在任

何时间、任何地点出 . 当人们拒绝接受 神的 意,他也可在世界任何角落消失. 

基督的教会在今日能够迅 长扩散是因 他只跟随圣经而已. 他反对 党

派而赞扬基督,因 基督的教会是你唯一能在圣经中读到的教会. 他并 属宗派

教会,也 是由许多 宗派所组 . 他 属于更新的教会、基督教、天 教或属于

任何宗派,那 他又是属于谁呢? 纯粹是 之教会而已. 

基督的教会并没有设立地面 的首领来管辖,或者由地面 设立总部来控制. 

们并 褒扬人,也 按人的智慧能订立超 组 如长老、执 、传道人、教师及信

徒. 们没有僧侣和俗人,信徒之中没高低之 ,都是 等的. 

基督的教会向来都有仇敌,在今日也是如 . 人 的宗派组 反对他，因 他

们憎恨 教会并 跟从他们的方式. 他们恼怒 们是因 们并 和他们团契反而

以 神的话 教训他们. 他们警惕那 原本跟从人的教训而 来想回转追随圣经的

人. 他们也自觉他们本身是跟随人 的教训及披戴人 的 称,而 们是跟随基督

及披戴他的 . 他们所利用来反对 们的理由并 是真理而是人们心中的偏见、

告等. 他们所作的工是枉然的. 

的教会经过多少时代都是胜利的，一 的仇敌和阴间所有的鬼魔都 能阻

他. 虽然，基督的教会和 绕着他的仇敌的数目来比较显然少之又少，但也只有 少

数才能得救( 7:13,14). 基督只有一个教会并且他将回到那唯一的教会(弗 5:27; 

14:1-6). 他是 神国度中的王，有一 他将回来迎娶那新妇，那唯一披戴他

的(林前 15:24; 启 21:9). 至于其他的人呢? 基督将告诉他们说祂从 认识他们,

并且将把他们拔出来( 15:13). 将他们丢入火坑内烧. 

今日, 们只要求一个新 中纯 的基督的教 ,回到 神的话 里,让他作

你的响 , 求圣经你将知道真理,并跟着他的吩咐,你将能得救而被召入 神的教

会,也就是你所读到的圣经中的教会. 

如果你 未 基督的教会中的一员,那 就让 们鼓励你 其中的一员,

相信 神,悔改你的罪过, 认基督是 神的儿子并受浸,那 你将能得救(可 16:16; 

罗 10:10; 徒 2:38). 然 将把你 入他的教会里而你将 一个基督徒(徒

2:47; 11:26). 你愿 样行吗? 没有人会强迫你去行，但是如果你愿意研读圣经，那

们相信你的要求将 一个基督徒，并且把生 交给 及 而活，而且尽力扩

张他国度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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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题 (十 ) 

一，请写出 列 确的答案 

1.  教会是在什 时候建立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今 教会 在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们是否需要调查教会的过去来证明他的确实性?  _____________ 

4.  说他的国度将 留多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什 是的 神国之种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今 , 种子将会结出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神当初吩咐挪 和摩西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在那里可 到 的教会的样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在那里可 到辨认 的教会的基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到 告诉 们什 有关于教会的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们如何晓得圣经中那独一真实的教会?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今 可在那儿 到基督的教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教会是否是属宗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