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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章    論教會

Chapter 25

The Church

一、無形的大公教會或普世教會為過去、 現在與將來在教會的元首基督之下所召

集而為一的選民總數所構成。這教會就是主的新婦， 祂的身體和那充滿萬有

者所充滿的(a)。
1. The catholic (that is, universal) church, which is invisible, consists of all the elect 

who have been, are, or shall be gathered into one, under Christ its head.  This 
church is his bride, his body, and the fullness of him who fills all in all (a).

(a) 以弗所書 Ephesians1:10，22-23 
10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同

歸於一。

22 又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使祂為教會作萬有之首。

23 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以弗所書 Ephesians 5:23， 27，32
23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祂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

27 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

32 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歌羅西書 Colossians 1:18  
祂也是教會全體之首。祂是元始，是從死裡首先復生的，使祂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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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形的教會在福音時期 (在律法時期僅限於一個國家，在福音時期則不限於

一個國家) 也是大公的、普世的，由一切承認真理宗教者 (b)﹐  以及彼等之子

女 (c) 所構成。 這教會是主耶穌基督的國度 (d) 、上帝的家 (e)，在此以外，

通常沒有得救的可能 (f)。
2. The visible church, which is also catholic (that is, universal) under the gospel (that 

is, not confined to one nation, as it was before under the law), consists of all those 
throughout the world who profess the true religion (b), together with their children 
(c).  It is the kingdom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d), the house and family of God 
(e), outside of which there is no ordinary possibility of salvation (f).

(b) 哥林多前書 I Corinthians1:2
寫信給在哥林多上帝的教會，就是在基督耶穌裡成聖、蒙召作聖徒的，以及所有在各

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們的主，也是我們的主。

哥林多前書 I Corinthians12:12-13
12 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

13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

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

詩篇 Psalms  2:8
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

啟示錄 Revelation 7:9
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

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

羅馬書 Romans15:9-12  
9 並叫外邦人因祂的憐憫榮耀上帝。如經上所記：「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稱讚你，

歌頌你的名。」

10 又說：「你們外邦人當與主的百姓一同歡樂」。

11 又說：「外邦啊，你們當讚美主！萬民哪，你們都當頌讚祂!」
12 又有以賽亞說：「將來有耶西的根，就是那興起來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

祂。」

(c) 哥林多前書 I Corinthians 7:14
因為不信的丈夫就因著妻子成了聖潔，並且不信的妻子就因著丈夫(原文是弟兄)成了

聖潔；不然，你們的兒女就不潔淨，但如今他們是聖潔的了。

使徒行傳 Acts 2:39
「因為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並一切在遠方的人，就是主我們上帝所召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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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Genesis 17:7-12
7 我要與你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作永遠的約，是要作你和你後裔的上

帝。

8 我要將你現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我也必作

他們的上帝。」

9 上帝又對亞伯拉罕說：「你和你的後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約。

10 你們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禮；這就是我與你，並你的後裔所立的約，是你們所當

遵守的。

11 你們都要受割禮；這是我與你們立約的證據。

12 你們世世代代的男子，無論是家裡生的，是在你後裔之外用銀子從外人買的，生

下來第八日，都要受割禮。」

以西結書 Ezekiel 16:20-21
20 並且你將給我所生的兒女焚獻給他。

21 你行淫亂豈是小事，竟將我的兒女殺了，使他們經火歸與他嗎﹖

羅馬書 Romans 11:16
所獻的新麵若是聖潔，全團也就聖潔了；樹根若是聖潔，樹枝也就聖潔了。

創世記Genesis 3: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

你要傷他的腳跟。

加拉太書 Galatians3:7, 9, 14
7 所以，你們要知道：那以信為本的人，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9 可見那以信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

14 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因信得著所應許的聖

靈。

羅馬書 Romans 4:12, 16, 24
12 又作受割禮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禮，並且按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未受割

禮而信之蹤跡去行的人。

16 所以人得為後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屬乎恩，叫應許定然歸給一切後裔；不但歸給

那屬乎律法的，也歸給那效法亞伯拉罕之信的。

24 也是為我們將來得算為義之人寫的，就是我們這信上帝使我們的主耶穌從死裡復

活的人。

(d) 馬太福音 Matthew13:47
天國又好像網撒在海裡，聚攏各樣水族，

以賽亞書 Isaiah 9:7
他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祂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

今直到永遠。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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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Luke 1:32-33
32 祂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上帝要把祂祖大衛的位給祂。

33 祂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祂的國也沒有窮盡。」

使徒行傳 Acts 2:30-36
30 大衛既是先知，又曉得上帝曾向他起誓，要從他的後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寶座上，

31 就預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祂的靈魂不撇在陰間；祂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

32 這耶穌，上帝已經叫上帝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

33 祂既被上帝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

澆灌下來。

34 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

35 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

36 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地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上帝已經立祂

為主，為基督了。」

歌羅西書 Colossians 1:13
祂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祂愛子的國裡；

(e) 以弗所書 Ephesians 2:19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上帝家裡的人了；

 

以弗所書 Ephesians 3:15
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從祂得名。

箴言 Proverbs 29:18
沒有異象，〔或作默示〕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為有福。

(f) 使徒行傳 Acts 2:47.
讚美上帝，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293



威敏斯特信仰告白(中英對照) 附經文 第 25 章

三、基督為了召集並成全在今世生活的聖徒，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把牧職、聖言

以及上帝的典章賜給這大公和有形的教會。按照祂的應許﹐藉著祂自己的同

在和聖靈，為達到這目的 (g)。
3. To  this  universal,  visible  church  Christ  has  given  the  ministry,  oracles,  and 

ordinances of God for the gathering and perfecting of the saints, in this life, to the 
end of  the age.   For this  purpose he makes  these means effectual  by his  own 
presence and Spirit, according to his promise (g).  

(g) 哥林多前書 I Corinthians 12:28
上帝在教會所設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其次是行異能的，再次是得

恩賜醫病的，幫助人的，治理事的，說方言的。

以弗所書 Ephesians 4:11-13
11 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

長成的身量，

馬太福音 Matthew 28:19-20
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或作：給

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
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以賽亞書 Isaiah 59:21 
耶和華說：「至於我與他們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加給你的靈，傳給你的話，必

不離你的口，也不離你後裔與你後裔之後裔的口，從今直到永遠！」這是耶和華

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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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這大公教會有形的程度有時比較多，有時比較少 (h)。這大公教會裡的教

會，其純正程度也有時比較多，有時比較少，其高下乃是根據所教導並接納

的福音教義，所執行的典章、所舉行的公開敬拜，其純正程度多寡而定 (i)。
4. This universal church has been sometimes more and sometimes less visible (h). 

Particular churches, which are members of this universal church, are more or less 
pure to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doctrine of the gospel is taught and embraced, the 
ordinances are administered, and public worship is performed more or less purely 
in them (i).  

(h) 羅馬書 Romans 11:3-5
3 「主啊，他們殺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壇，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

4 上帝的回話是怎麼說的呢﹖ 祂說：「我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

5 如今也是這樣，照著揀選的恩典，還有所留的餘數。

啟示錄 Revelation 12:6, 14
6 婦人就逃到曠野，在那裡有上帝給她預備的地方，使她被養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14 於是有大鷹的兩個翅膀賜給婦人，叫他能飛到曠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

他在那裡被養活一載二載半載。

使徒行傳 Acts 9:31 
那時，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各處的教會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聖靈

的安慰，人數就增多了。

使徒行傳 Acts 2:41, 47 
41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

47 讚美上帝，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使徒行傳 Acts 18:8-10 
8 管會堂的基利司布和全家都信了主，還有許多哥林多人聽了，就相信受洗。

9 夜間，主在異象中對保羅說：「不要怕，只管講，不要閉口，

10 有我與你同在，必沒有人下手害你，因為在這城裡我有許多的百姓。」

(i) 使徒行傳 Acts 2:41-42
41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

4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

哥林多前書 I Corinthians 5:6-7
6 你們這自誇是不好的。豈不知一點麵酵能使全團發起來嗎﹖

7 你們既是無酵的麵，應當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為新團；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羔

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

參看﹕啟示錄 Revelation Chaps. 2-3章 [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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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下最純正的教會也難免有混雜和錯謬 (k)。有些教會簡直不是基督的教

會，腐敗(壊)到成為撒但會堂的程度 (l)；雖然如此，在地上總有按上帝旨意

敬拜祂的教會 (m) 。
5. The purest churches on earth are subject to both mixture and error (k), and some 

have so degenerated that they have become no churches of Christ at all, but rather 
synagogues of Satan (l).  Nevertheless, there shall always be a church on earth to 
worship God according to his will (m). 

(k) 哥林多前書 I Corinthians 13:12
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

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參看﹕啟示錄 Revelation Chaps. 2-3 章 [從略]

馬太福音 Matthew 13:24-30
24 耶穌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像人撒好種在田裡，

25 及至人睡覺的時候，有仇敵來，將稗子撒在麥子裡就走了。

26 到長苗吐穗的時候，稗子也顯出來。

27 田主的僕人來告訴他說：『主啊，你不是撒好種在田裡嗎﹖從那裡來的稗子呢﹖』

28 主人說：『這是仇敵做的。』僕人說：『你要我們去薅出來嗎﹖』

29 主人說：『不必，恐怕薅稗子，連麥子也拔出來。

30 容這兩樣一齊長，等著收割。當收割的時候，我要對收割的人說：先將稗子薅出

來，捆成捆，留著燒；惟有麥子要收在倉裡。』」

馬太福音 Matthew 13:47.
天國又好像網撒在海裡，聚攏各樣水族，

(l) 啟示錄 Revelation 18:2
他大聲喊著說：「巴比倫大城傾倒了！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處和各樣污穢之靈的巢

穴，並各樣污穢可憎之雀鳥的巢穴。」

馬太福音 Matthew 23:37-39
37 「耶路撒冷啊 ! 耶路撒冷啊 ! 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裡來

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

願意。

38 看哪，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

39 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們不得再見我，直等到你們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

稱頌的。』」

羅馬書 Romans 11:18-22 
18 你就不可向舊枝子誇口；若是誇口，當知道不是你托著根，乃是根托著你。

19 你若說：那枝子被折下來是特為叫我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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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不錯！他們因為不信，所以被折下來；你因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

要懼怕。

21 上帝既不愛惜原來的枝子，也必不愛惜你。

22 可見上帝的恩慈和嚴厲，向那跌倒的人是嚴厲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長久

在祂的恩慈裡，不然，你也要被砍下來。

(m) 馬太福音 Matthew 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

馬太福音 Matthew 28:18-20
18 耶穌進前來， 對他們說：「天上， 地下所有的權柄， 都賜給我了。

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詩篇 Psalms 45:16-17 
16 你的子孫要接續你的列祖；你要立他們在全地作王。

17 我必叫你的名被萬代記念，所以萬民要永永遠遠稱謝你。

詩篇 Psalms 72:17
祂的名要存到永遠，要留傳如日之久。人要因祂蒙福；萬國要稱祂有福。

詩篇 Psalms 102:28
你僕人的子孫要長存；他們的後裔要堅立在你面前。

哥林多前書 I Corinthians 15:51-52 
51 我如今把一件奧秘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

52 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

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

帖撒羅尼迦前書 I Thessalonians 4:17
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

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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