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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圣经里有那一本书提到当执事的资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地方教会如果没有合格的人选是否能够有长老和执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在 种情况之 ，教会 该由谁来领导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各地方教会如何联合在一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人是否可以擅自更改 神的教会的组织样式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 按着圣经来读，彼得是否是教会的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 在圣经里 们是否有读过由一个 教管理 个地方教会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 在圣经里 们是否读过由一个牧师管理超过一个以 的地方教会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 圣经里是否有提过众修士和众修女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 什 在 世 会有 样多的分宗分派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5. 在那里 们可以找回早期教会组织的样式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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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绩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六讲: 

教会的组织 

 

基督建立他的教会( 16:18), 教会是由世界 许多蒙 的人所组  

(西 1:13,14)，由得救的人组合而  (徒 2:47). 教会是基督灵性 的身体 (西

1:18),而且也 有一个身体 (弗 4:4). 

以整体来说,教会是由许许多多的地方教会组 ,而每一个地方教会则由众

门徒合 的,意思是说各基督教会的管理是属地方性质并个别去施行的,而并不

是由国际性组织或以国家单位来管理. 换 话说, 的众教会并不由在世 设

立的总会或首领来管辖. 

经 教导说基督是教会之首,注意以 之经节: 又将 有服在他的脚 ,使

他 教会作 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 有者所充满的. (弗

1:22,23). 因 是妻子的头，如 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

. (弗 5:23).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

以在 事 居首位. (西 1:18). 些经节清楚的指明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也

唯有基督才配得 那位分. 

教会既然是由许多地方教会组 ,并且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意思是说他是

每一个地方教会之首,也是教会中每一个门徒之首. 对于 点保罗说: 愿意

你们知道,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 (林前 11:3). 

次,每一个地方教会都各自管理,以基督 . 长老及执事们是由门徒中

选出来照顾会中灵性及供给 的需要. 长老们需 门徒的灵魂而时刻儆醒 

(来 13:7). 而执事们则管理会中供给之事 (徒 6:1-6). 经 也时常提及每一

个地方教会中长老和执事的数目是多数的，他并不提及一个长老及一位执事领

导整个教会，也不提及一个教会中的长老和执事们管辖 一个教会或众教会. 

众教会之间 互相交谊而不 有支配 它教会的念头. 

圣经函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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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所提及的长老 牧师 监督都 指一个人. 保罗在提及长老的资格时

说: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份，就是羡慕善工.  话是可信的. 作监督的，

必 无可指 ， 作一个妇人的 ，有节制 自守 端 ，乐意接待远人，善

于教导. 不因酒滋事，不打人； 要温和 不 竞 不贪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使儿女 事端庄 服.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 神的教会呢？初入

教的，不可作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 的 罚里. 监督也必 在

教外有好 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 (提前 3:1-7). 长老的资

格也在提多书 1:5-9 提及. 因 ，在教会中没有一个门徒能随意 长老， 有

有圣经所规定的资格才被 选. 时，长老必是多数的，若教会中 没有人

有做 长老的资格，那 众门徒就自己照顾管理，直到他们长大及发展到可以选

立长老们. 

执事们是被 选出来一起和长老们服务,他们被称 仆人并按着长老们的

指定做工. 保罗在提起他们的资格时说: 作执事的,也是如 :必 端庄，不一

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 之 ;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 等人也

要先 试验,若没有可 之处,然 他们作执事. 女执事也是如 :必 端庄，

不说谗言，有节制， 事忠心. 执事 要作一个妇人的 ，好好管理儿女和自

己的家. 因 善作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 ，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

大有胆量. (提前 3:8-13). 

就是教会的神性组织,基督是各地方教会之首,各基督的教会有 自己的

长老们及执事们,除 以外 有传道人 教师及信徒们. 在随从 的道路中，若

有一个教会犯 错误而失落， 他的将继续的忠实,或者说除了一个地方教会以

外, 他的都脱离真理,那 , 有可能使那唯一的基督教会忠实到 . 在

计 的教会组织，每一个地方教会是自 或独立生存的，教会间的联系并不

人 律法所捆绑，而单靠爱，因 他们之间互相交谊，共 做工，在基督里合一

直到永远无更 . 

在圣经中并没有提到彼得或 他的人是教会之首,也无从提及长老 制整

个教会或传道人 教会之首. 他也没有提及设立神父或僧侣. 在 世界 ,许

多宗派都脱离了 神所 定教会的组织，故 造 多分门别类的宗派教会. 

因 ,让 们回到圣经中所规定教会所 有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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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题 (六) 

一 请给 确的答案 

1. 谁建立了教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教会是由谁组 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基督的身体是属血气的呢? 是属灵性的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按着经训，到 有多少个教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以世界性来说，教会是由什 组 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每一个地方教会是由谁组 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教会的管理方式是地方性 国家或国际性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的教会在地 是否没有地面首领或总部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谁是教会的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地方教会的领袖被称 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长老和执事们的工作是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每个地方教会由多少位长老和执事管理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长老又被称 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在圣经里有那一本书提到当长老的资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