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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如果一个人得救的话，他是自动地 那一个教会的一分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一个人可 参加 的教会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一个人必 怎 样做才能进入教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一个人是否不 要 服 命 也能得救? ____________________ 

17. 什 是浸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浸理的目的是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什 是 神的国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 那唯一能进入 神国度的道路是怎样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 什 是一个身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 的身子到底有多少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 一个人如何进入那身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 得救的途经到底有多少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5. 进入教会的途经到底有多少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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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绩 : 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七讲: 

进入教会 

在前 讲，论述圣经中的教会， 们都看到其 要性， 都是从圣经中所

看到的 据. 他教 们基督 教会舍  (弗 5:25)，并且教会是他用自 的

血买来的(徒 20:28)，他又是教会全体之救 (弗 5:23). 

现在， 有一 问题要提出来: 基督是否愿 某 不 要的 而牺牲? 

他是否会因 教会是毫无价值而流出自 的 血? 如果一个人可 在教会外得

拯救，那 基督是否愿 教会之救 ? 对于 问题， 们相信你的答案是否

定的. 那 ， 什 到今 有许多人认 教会是不 要的，人无 教会中

一分子也能得救? 要是因 人误解了教会的意 ，直到如今他们 一直

被那种错误想法所蒙蔽. 

然圣经并没有说教会能拯救 们,但是他 说一个人必 在教会 面才

能得到拯救，就好象方舟并不是救 ，但挪 和他一家人必 在方舟内才能避过

洪水的祸患,教会也是一样. 不但如 , 一个人得救他是被 加入教会. 五旬

节那一 , 人们听了福音而 服 ，并且在那 日子经 的记载: 将得

救的人 加给他们 (徒 2:47). 所 ， 一个人得救他就 的教会中的一

份子,如果他并不是教会之一员,他并不能得救. 换 话说，在教会 外能得救

是没 回 也毫无根据. 一个人可 因 他不是属于宗派教会或教派之 员而

得救. 但是,如果他不是基督的教会中之一员,他将不能得到拯救. 

们研读圣经也知道一个人并不能参加进入教会，相反的，是 将得救的人

加入他的教会. 既然他 将得救的人加入教会,故 教会是由得救的人所组

的. 如果一个人诚心诚意的 服, 是 他的内心及行 来观察他. 如果他是

诚意的, 就把他加入教会,不然的话,他就不被 神所 ， 使 们接受那人，那

是由于无法知道他的内心而接受. 如果人人都能加入教会，那 谁都可 不

必按他们的行 而得到接受, 也就是 什 对每一位蒙 的人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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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一 是真 得到拯救的， 及那一 表面 接受 的， 对他们的判

断是不会错的. 

基督既然是教会之救 ，并且他将得救的人加入他的教会， 然每个人都想

知道 是要 们怎样行才能得救. 神的话语很清楚的指示，尤其在使徒行传中

可 看到许多 例,就请注意 进入教会的方法: 

(一) 人必 听到真理 –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罗 10:17). 

( ) 他必 相信 神和基督 –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 神的喜悦; 因 到 

神面前来的人必 信有 神，且信他 那 求他的人. (来 11:6). 基督说: 你

们心 不要忧愁;你们信 神,也 信 . (约 14:1).    

( ) 他必 悔改他的罪行 –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监察,如今

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徒 17:30). 

(四) 他必 承认基督是 神的儿子 – 在人面前认 的, 在 的

父面前也必认他; ( 10:32). 

(五) 他必 受浸 赦去他的罪 – 浸是指完全浸在水  (罗 6:3-4，徒

8:26-39).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可 16:16). 彼得说:你

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 受洗, 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 的圣灵;

(徒 2:38).  

现在，从 一讲中， 们所学到的是什 ? 们所发现的是 将得救的人加

入教会,意思是说, 一个人 服 ，他是自动的被 加入教会. 们刚读到

靠着听道,信道,悔改罪过,承认基督并受浸,一个人便可 得救. 所 ， 一个

人 样行,他就被 加入教会，那是因 他对于 神的计划完全的服从， 们能藉

得救, 时蒙 加入教会, 不是极简单吗? 

从 一个观点来看，基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 神的国(约

3:3-5). 国度指的是什 ? 就是教会 ( 16:18,19). 是否准备两条路使

人进入教会? 然不是. 所 一个人相信并受浸(由圣灵而生就是借着 神的

话语信靠 服),他就在 神的国度 或 神的家也就是在 的教会中生长. 

有,保罗说 们是受浸 一体(林前 12:13). 但是那身子是指谁? 就

是教会(西1:18). 有多少个身子呢? 有一个(弗 4:4; 1:22,23). 一个人是怎

样进入教会呢? 就是通过受浸. 基督说一个人必 相信而受浸才能得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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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 也是哥林多人早期所行的(徒 18:8). 所 , 一个人受浸 ,他就被 

神加入教会并且 教会的一员. 

们知道 有一条路可 使 们不至于灭亡,那就是 将得救的人加入教

会. 你 经从圣经中读到了,你是否 经 教会中的一份子呢? 如果 不是

的话,你 没有得救. 们请你详细的查考圣经,研读 从 ，那 将亲自

把你加入祂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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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 题 (七) 

一、请写出 列 确的答案 

1. 在前 讲论述圣经中的教会 们看到什 ?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谁 教会牺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教会是 什 买来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谁是教会的救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们如何知道教会是 要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什 有 人说教会并不 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教会能拯救 们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一个人是否必 教会的一份子才能得救呢? _________________ 

9. 挪 和他一家人必 在那 才能得救免去洪水的祸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在方舟外是否能得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谁把得救的人加入教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圣经中那一个经节有提到把得救的人加入教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