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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教会的自主 

Autonomy of the Church 

 

 「自主」一词意谓独立或自我管理，在新约圣经所提到的教会是由许多各自

独立的地方教会所组成的。「教会」的定义系「被蒙召的一群人」，是用来形容一

群神的子民，借着福音，从这世界被召出，进入基督的国度里服事（帖撒罗尼迦

后书 2：14）。 

 

 新约中的「教会」仅有两个意义。第一，「教会」是全球性的，它系指全世

界被召出来所有基督的子民。当耶稣在马太福音 16：18 应许：「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盘石上」，祂把世上所有的信徒都纳入在「主的教会」中。因此，耶稣

在此提到的教会系全球性的。 

 

 第二，「教会」是地方性的。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时，受文者是一

群在哥林多聚会敬拜神的基督徒（歌林多前书 1：2）。全球性的教会是由世界各

地所有的地方教会所组成的，保罗在罗马书 16：16 说：「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

们安。」，基督的众教会系指「地方教会」而言。 

 

 圣经中的「教会」并不含有宗派教会的意义，宗派教会就定义而言即非全球

性的教会。大多数的宗派教会皆宣称自己为全球性「教会」的一份子，所以，任

何一个宗派教会的规模乃小于全球性的「教会」。但由于大部分的宗派教会系由

许多的支派所组成，因此任一宗派教会的规模又比圣经中的所提到的「地方教会」

大。在圣经中找不到一个宗教组织其规模比全球性的「教会」小，但又比「地方

教会」的规模大！宗派教会是由人所建立的，其存在并不受到神的祝福，在圣经

中完全没有提到现今四处林立的宗派教会。   

 

 基督的众教会在管理上是自主的，每一个教会都是各自独立，各自掌有领导

权。新约中提到在同一地区有数个教会，例如「加拉太的各教会」（加拉太书 1：

2），然而该地区并没有成立一个总会，在加拉太的教会皆为各自管理。 

 

 神计划在各处所成立之「主的教会」行自我管理是显而易见的。在保罗、巴

拿巴第一次布道旅程的回程中，他们再度拜访那些他们曾建立的教会，「二人在

教会中选立了长老」（使徒行传 14：23），每一个教会皆各自有其长老。当保罗

写信给在腓立比基督的教会，受文者系「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

位执事」（腓立比书 1：1）。使徒彼得劝勉作长老的「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

群羊」（彼得前书 5：2），长老的职责并非牧养其它教会的群羊，乃是牧养自己

所属的地方教会的群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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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写信给提多：「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

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提多书 1：5）；神晓谕约翰写信

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启示录第二、三章）；耶路撒冷教会有自己的长老（使徒

行传 15：4）；以弗所教会有自己的长老（使徒行传 20：17）；腓立比教会有自己

的长老（腓立比书 1：1）。 

 

 新约中每一个地方教会的长老永远是复数的，例如保罗、巴拿巴二人「在各

教会中选立了长老」（使徒行传 14：23）。我们从未读到在新约中的教会仅仅只

有一位长老！一个人若想要肩负长老的职责必须符合神所界定的资格（提摩太前

书 3：1-7; 提多书 1：5-9），设立资格不符的长老牧养教会是错的！ 

 

 就主的圣工而言，地方教会之间可以彼此合作。新约中有地方教会之间同工

的例子，如「耶路撒冷教会打发巴拿巴前往安提阿，协助当地的教会」（使徒行

传 11：22-26）；「当住在犹太的弟兄面临大饥荒时，安提阿教会捐钱给他们，供

给其缺乏」（使徒行传 11：27-30）；「保罗乃因其它教会的支持，以至能够传福音

给哥林多教会」（歌林多后书 11：8）；「提多和另一位弟兄被马其顿及亚该亚教

会挑选，携带捐资送到耶路撒冷」（歌林多后书 8：16-24）。这些地方教会在圣工

事宜上虽然彼此携手合作，但并无设立一个从地方教会独立而出的组织，无论是

县市、省辖或区域性的组织。 

 

 从神对「主的教会」组成的方式，可以看出神的智能。如果一面窗是由单片

玻璃所组成，只需一颗石头即可击碎整片玻璃。倘若该窗户系由数格玻璃所组成，

一颗石头击中其中一格玻璃，只会造成一格玻璃的破损，其余的玻璃仍完整无缺。

主的教会也是如此，假如主的教会有设立一个中央的组织，辖管所有的教会，万

一假师傅渗入，会导致所有的教会离开真理。若没有设立一个中央的组织，那么

假师傅可能只导致一个地方教会离弃真道，其它的地方教会不致被波及而受到伤

害。 

 

  神的方法是最好的！教会隶属于神，教会是祂用自己的宝血所买来的（使

徒行传 20：28）。人常常不满神所规划的「主的教会」，以为可以改进教会的组

织，但是人并没有权柄更改神对教会所作的任何一项计划或神的话语（加拉太书

1：6-9；约翰二书 9；启示录 22：18，19）。如果人变更教会的组织、教会的名

称、敬拜的方式或教会的工作，他们违背了神，并非违背人。让我们凡事甘心乐

意地遵照神的吩咐去行，让我们凡事依照神的方法去行，让我们以圣经所命定的

名字来称呼教会。当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时，必能蒙神的喜悦（约翰福音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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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教会中的长老 

 

一、一个机构必需具备某种形式的政府组织以便能正常运作。设立政府的目的系

监督其机构及推行实践其规章、使命，一个机构一旦缺乏政府组织是无法达

成所计划要推展的工作。 

  

    为了人类的幸福快乐，神已分别设立了三个机构 ─ 政府、家庭和基督的教

会。在罗马书 13：1-7，神晓谕我们要顺服那些在上掌权的。但是如果在上

掌权的要基督徒从事违背神律法的事，基督徒必须把神放在第一位。当公会

严禁使徒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耶路撒冷传讲生命之道，彼得和众使徒回答

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 5：29）。 

     

在家庭里，丈夫是妻子的头（以弗所书 5：22-24），妻子必须顺服丈夫，敬

重丈夫（以弗所书 5：33），为人妻、为人母的应在丈夫的领导下治理家务

（提摩太前书 5：14），作子女的必须听从父母（以弗所书 6：1-3），这是神

的计划。一个家庭唯有依照神的计划应对互动，方能臻至和谐、快乐。 

 

新约中的教会也具有其政府组织，其形式系由神而来。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

的头（以弗所书 1：22，23；歌罗西书 1：18），祂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

柄」（马太福音 28：18）。既然全体教会之首的耶稣基督是在天上，那么基

督的教会其总部也在天上（使徒行传 1：9-11；2：33），基督的教会在世上

并无任何的总部。 

 

耶稣基督 ─ 全体教会之首，对于其在世上所建立「主的教会」的组织已拟

定一个计划。每一地方教会应设立「长老」为其领袖，「长老」又称为「监

督」或「牧师」， 他们皆需符合神所界定的资格（提摩太前书 3：1-7；提多

书 1：5-9；以弗所书 4：11）。长老们务要牧养神的群羊，他们将来必须向

「群羊的大牧人」主耶稣交帐（彼得前书 5：1-4；希伯来书 13：17，20）。

长老们所达成的一切决议事项，只要是正确的、良善的，教会里的信徒需尊

重、顺服之。 

 

提摩太前书 3：1「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

「长老」又名「监督」或「牧师」不仅是一项工作。教会的弟兄不应寻求「长

老」一职以获取权柄或得人的赞赏，乃应成为神卑微的仆人，并了解「长老」

一职乃需肩负众多的重责大任。「长老」一职也是一项「善工」，系神的圣工，

不为名亦不为利，乃是为了荣耀神，且是为了神的子民所从事的一项工作。 

 

主内敬虔的弟兄应仔细研读神的话语有关长老所应具备的资格，竭尽所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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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符合各项资格，以便在主的教会胜任「长老」这一项重要的职分。 

 

二、基督的教会是一个有组织的身体，系由在耶稣基督里的众门徒所组成，包括

长老、执事、传道士、教师和信徒。每一位门徒皆必须是一个工人，各人必

须根据自己的才干、把握一次次机会献身服事。在罗马书 12：4，5，使徒

保罗写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

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也是如此。」 

 

 每一所基督的教会有其自己的领袖系神的旨意。教会中神所期许的领袖其称

号有时候为「监督」（使徒行传 20：28；提多书 1：7），有时候为「牧师」

（使徒行传 20：28；以弗所书 4：11；彼得前书 5：1-4），然而经上多半以

「长老」称呼之（使徒行传 11：30；14：23；15：4；20：17；提摩太前书

4：14；提多书 1：5；彼得前书 5：1）。「长老」一词系由希腊文而来，意思

为「年长」或「资深」，是用来形容一个成熟的人。一个「年长」或「资深」

的人由于在世上有相当长的一段岁月，已从生活的历练中撷取许多智能。长

老的其中一项资格肯定不是一个 「初入教的」（提摩太前书 3：6），「初入

教的」是指一个「年轻的」或「新进的基督徒」而言。 

 

长老是由神为祂的教会所设立的职事。在使徒行传 13：2，圣灵说:「要为我

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圣灵拣选保罗和巴拿巴，差

遣他们二人前往新的地区去传讲神的道，他们所做的其中一项工作是在各教

会中选立长老（使徒行传 14：23）。保罗要提多留在克里特是为了提多能将

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而且在各城设立长老（提多书 1：5）。以弗所

教会的长老系由圣灵所选立作为全群的监督，牧养神的教会（使徒行传 20：

28）。由此可见，在「主的教会」设立长老是神的旨意。 

 

至于有时候一个地方教会也许长老从缺，因为教会里并无弟兄符合长老的资

格，例如主内的弟兄皆为年轻、新进的基督徒。那么，弟兄们必须共同肩负

监督教会的责任。然而指派资格不符的弟兄成为教会的领袖，并赋予他们长

老之职权是一项错误的作法。 

 

长老的人数必须永远是复数的。新约中，教会里长老的人数一直是两位或两

位以上，请研读使徒行传 14：23，20：17，腓立比书 1：1 和提多书 1：5。

当保罗要提多在各城设立「长老」(elders，复数)，是指在各城市的各个地方

教会中设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长老，这并不意谓在一个地方教会里只单独设

立一位长老，以负监督之责，更不意谓一位长老有权监督众地方教会。早期

教会的形成是一个城市仅设立一所教会，因此，该地方教会应已自行设立两

位或两位以上的长老以负监督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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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违反神对教会组织的计划时，我们便违背神，神也因此不会祝福我们

或拯救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必须谦卑自己。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即神

的智能高过我们的智能，祂深知，什么样的计划是对教会最好的。唯有如此，

我们方能遵守神的计划，不至加添或删减（启示录 22：18，19）。 

 

为什么神要地方教会自主？ 

 

我们已经知道「自主」一词意谓「独立」或「自我管理」，也知道神要分布

在世界各地的每一所地方教会都是独立自主且自我管理。即使我们不了解神为何

要地方教会自主，我们仍然必须遵守祂的旨意。然而，有许多理由足以说明为何

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所地方教会应自我管理。 

 

其中一个理由是一个自主的地方教会当从现有的信徒中培养出长老。当一所

地方教会的长老是由外界引进，该教会的弟兄本身便不会培养出任长老所应具备

的才干，以致教会里的信徒无法适时成长（彼得前书 2：1，2；彼得后书 3：18）。

宗派教会的组织并不鼓励从信徒当中培养其各人的才干（马太福音 25：14-30）。 

 

在罗马书 15：14，保罗嘉许在罗马的基督徒满有良善，充满了诸般的知识，

也能彼此劝勉（教导），这些主内的弟兄们已经在一个自主的教会各自培养其才

干。相反地，在希伯来书 5：12-14，教会里的信徒成为基督徒已有一段时日，本

该熟练仁义的道理，但却没有培养各自的才干以教导他人，因而受到责备。最佳

的学习方法莫过于教导他人，长老需要的是一群对圣工富有经验的主内弟兄。神

不要每一所地方教会仰赖其它教会的弟兄来监督，乃要各自培育一群长老以牧养

所属的教会。 

 

宗派教会的慕款计划常常要求各教会将奉献送至总部以便统筹管理。然而在

「主的教会」，由于各个地方教会行自我管理，弟兄姐妹的奉献系由该教会自行

决定如何使用在当地的圣工上。当教会有能力协助其它教会的圣工时，该教会有

权支配其捐献的去处。鼓励弟兄姐妹按照自己的进项奉献（哥林多前书 16：2）

的最佳方法是让他们自行掌握如何使用这笔捐项，当弟兄姐妹成为圣工中的一份

子时，捐献不仅会更多，也会参与更多的圣工。 

 

神所计划的教会组织同时也预防假道理从一所地方教会蔓延扩散至另一所

地方教会。如果数颗巨大的石头为一条绳索捆绑在一起，那么每一颗石头并非各

自分散，而是彼此联结在一起。万一其中一颗石头坠落河川，会导致其它石头一

同坠落水中。如果这些巨大的石头没有被捆绑在一起，万一其中一颗石头坠落河

川，并不会导致其它石头一同坠落水中。预防假道理的蔓延扩散是一个非常好的

理由，以说明神为何要各个地方教会独立自主。宗派教会的组织是把各支派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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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剥夺了各支派的独立自主权。若是其中一个宗派教会开始教导假道理，其它

的支派不久随即跟进。由于宗派教会里的各个支派彼此联结在一起，若是宗派教

会的领袖教导假道理，那么整个宗派教会也会一致倾向假道理。神的计划是最好

的！纵使一个地方教会偏离真道，其它的地方教会由于各自独立，不见得会离弃

真道。 

 

一个教会不可能从外界引进长老的同时，本身又能保有其自主权。然而从新

约圣经中，我们知道一个教会可以接受外界一段时日的支持，而不致丧失其自主

权。新约中，并没有任何的命令、例子、或暗示关于一所地方教会的长老系由外

界引进以管辖该教会，但我们确实读到许多地方教会均受到来自其它地方教会属

灵上及经济上的支持。住在犹太的弟兄在面临大饥荒之际，接受安提阿教会的帮

忙（使徒行传 11：27-30）。当保罗在歌林多教会传福音时，是受到别的教会的支

持（歌林多后书 11：8）。当保罗前往其它地区传福音时，系由腓立比教会供给

其需要（腓立比书 4：15）。 

 

神期望每一所地方教会，最终都能供给自身的需求。保罗嘉许腓立比教会对

他个人在经济上的支持（腓立比书 4：15）。然而，一所地方教会俟其能够不假

外求，自行推展当地的圣工才堪称完全独立。外界暂时性的支持也许是必要的，

但是该教会的信徒应共同致力于经济独立。正如一个婴孩长大后，终究要学习照

顾自己，地方教会也一样必须日渐成长以便学习自给自足；也正如一个孩童长大

后为人父母方能帮助他人，地方教会也一样必须有所成长以便协助其它地方教

会。 

 

 当父母亲在教导其年幼的子女走路时，会要求孩子尝试自行走路。如果孩子

不尝试自行走路，他可能永远学不会如何走路。孩子自己所踏出的每一步，都是

在学习如何走路。同样的道理，一所地方教会也必须从教会建立的初期即致力迈

向自给自足。若外界持续提供经援，该教会将永远无法独自推展圣工。若自行踏

出的步伐越多，该教会也越加能够学习独自推展圣工。 

 

 神不仅要每一所地方教会自我管理、自给自足，而且也要教会「自我增殖」。

一所「自我增殖」的地方教会也就是一所「能复制更多地方教会」的教会，它会

渐渐兴旺。在一所自主的地方教会中的领袖（通常系指「一群长老」，但若该教

会长老从缺，则指「传道士及弟兄们」而言）明白基督的福音系经由教导他人才

得以宣扬，而建立其它的地方教会将达成其宣扬福音的使命。「神国的种子」就

是「神的道」（路加福音 8：11），任一种子本身即具有生命力以结出相同种类的

果子。「神的道」无论是在何处宣扬，皆具有大能以建立众多「基督的教会」。无

论是在何时只要有人具有一颗良善、真诚的心领受「神的道」，新的地方教会随

即诞生（路加福音 8：15；马太福音 13：23）。一所地方教会好比是一株香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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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被栽种，即使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照顾，本身即具有成长的能力，也会繁衍

更多新的香蕉树，此乃「自我增殖」的定义。 

 

 圣经提到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或「支柱」（提摩太前书 3：15）。每一所地

方教会应全力支持真理、为真理辩证，如此才能在其它地区建立更多的教会，而

这些分散在各地的每一所地方教会也应全力支持真理。教会的兴旺无需藉助于教

会以外的宣教机构或宗派教会等组织。 

 

 神的计划既简单明了又有成效，我们无从改进，让我们凡事甘心乐意遵照神

的吩咐去行。 

 

 

关于教会组织的一些疑问 

 

1. 一所长老从缺的教会，其存在是否有圣经的依据？ 

是的。保罗和巴拿巴在其第一次布道的旅程当中，建立了许多教会（请参阅

使徒行传第 13、14 章）。然而，他们当时并未从弟兄当中选立长老，而是等

到数月、甚至数年之后，再度拜访这些教会时，才选立长老（使徒行传 14：

23）。主内弟兄的成长需假以时日加以培养，方能达到圣经中所提及长老的

资格。 

 

2. 为何早期的教会能够在短时间内选立长老，如今却需耗费多年才能物色到资

格符合的弟兄出任长老？ 

保罗和其它早期的传道士每抵达一个地区布道时，总是先进入犹太人的会堂

传福音。他们为何如此行呢？因他们知道那些在会堂敬拜的犹太人相信唯一

的真神、敬畏神、并已研读过旧约中诸多“弥赛亚”的预言，其道德生活高

于外邦人的道德生活，同时也一直期待“弥赛亚”的来临。故他们只需从旧

约中找出有关“弥赛亚”的预言，然后证明“耶稣基督”是如何一一成就这

些预言，便可轻易地说服犹太人信主。当他们全心全意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

儿子，并且受浸归入基督，主耶稣则将他们加入教会（使徒行传 2：47）。由

于这些犹太人已具有圣经知识及崇尚良好的道德生活，因此不需假以时日即

可成为成熟的基督徒，进而符合出任长老的各项资格。 

 

3. 当一所教会没有弟兄符合圣经中所提及长老的各项资格时，径行任命一些弟

兄出任「临时长老」，该作法是否有圣经的依据？ 

答案是否定的！任命这些资格不符的弟兄们出任「临时长老」形同建立另一

种形式的教会组织，是「神的道」并未授权的一种形式。此外，这些「临时

长老」并非真正的长老，纵使并不符合出任长老所应具备的资格，却在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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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长老的职权、牧养神的群羊。因而，许多问题可能会接踵而来。神赋予

男人在家庭以及教会所扮演的是领袖的角色（提摩太前书 2：1-15；以弗所

书 5：23-30），该教会的弟兄可以开会共同讨论、计划教会的圣工及敬拜事

宜，无需建立一种未经授权的教会组织。 

 

4. 一所地方教会应如何培养出长老？ 

长老应顺其自然地培养出来。神吩咐基督徒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要

有所长进（彼得前书 2：2；彼得后书 3：18），如果主内的弟兄如期成长，

他们会培养出大多数长老所应具备的资格。长老必需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

其子女皆信主、且本身不是初入教的，除了以上这三个必要条件之外，其实，

每一位基督徒皆应竭力培养长老所应具备的资格（提摩太前书 3：1-7；提多

书 1：5-9）。 

 

5. 如果一所地方教会有适任的长老人选，却不任命这些弟兄出任长老呢？ 

这样的教会背叛了神及神对教会组织的计划，应悔改其所犯的罪，并任命这

些适任的弟兄出任长老。 

     

6. 如果一位主内弟兄符合出任长老的资格，但却推辞出任长老？ 

如果一位主内弟兄推辞出任长老，这可能显示他并不适任。保罗在提摩太前

书 3：1 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倘若一个人并不渴

慕以这样的方式去事奉神，他将不会是一位好的长老。凡有能力为主劳苦做

工，却推卸应负的责任之基督徒，须详细考查马太福音 25：14-30「才干的

比喻」，并推敲其内容。雅各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

了。」（雅各书 4：17）。 

 

7. 如果一位主内的弟兄符合长老的资格，但是该教会却不愿意让他出任长老且

不任命他为长老呢？ 

一位领袖是无法领导那些不愿跟从他的人。如果一位主内的弟兄是一个坚

固、忠实，且具有领导力的基督徒，也符合出任长老的各项资格，但教会却

不愿意让他出任长老，这也许意谓着该教会不希望由长老来牧养群羊，也可

能是该教会不愿遵循神的方法行事。然而，若只是一个人认为他自己足以胜

任长老，他未必就是最适任的人选，他人或许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洞察到一

些我们所无法查觉到的事。 

 

8. 如果一所教会仅有两位长老，其中一位长老去世或乔迁，剩下的这一位长老

是否能继续留任或者必须卸任？ 

如果没有其它适任的弟兄可以被任命为长老，以取代那一位已去世或乔迁他

处的长老，剩下的这一位长老则必须卸任。圣经只提到「众长老」（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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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一所地方教会。无论一个人是否被称呼长老，独自照管教会是有罪的，

请研读约翰三书 9-11 有关丢特腓的恶行。 

 

9. 如果一所地方教会有弟兄们符合执事的资格，但却缺乏适任长老的弟兄，他

们应被任命为执事吗？ 

答案是否定的。新约中长老是教会的领袖，而执事系在长老的监督之下工作

的仆人。新约中从未提及在长老从缺的前提下，设有执事。有些人会引用使

徒行传 6：1-6「拣选七人管理供给之事」为有执事而无长老的例子，但是，

在当时耶路撒冷教会有使徒们领导管理，后来才由长老取而代之。因此，使

徒行传 6：1-6「拣选七人管理供给之事」并不能作为可相比拟的例子。在长

老从缺的前提下，任命执事其危险性在于这些执事很可能在教会中扮演长老

的角色，并行使长老的职权，纵使他们并不具备出任长老的资格、亦或缺乏

圣经上所授予的权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