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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教會的自主 

Autonomy of the Church 

 

 「自主」一詞意謂獨立或自我管理，在新約聖經所提到的教會是由許多各自

獨立的地方教會所組成的。「教會」的定義係「被蒙召的一群人」，是用來形容一

群神的子民，藉著福音，從這世界被召出，進入基督的國度裡服事（帖撒羅尼迦

後書 2：14）。 

 

 新約中的「教會」僅有兩個意義。第一，「教會」是全球性的，它係指全世

界被召出來所有基督的子民。當耶穌在馬太福音 16：18 應許：「我要把我的教會

建造在這磐石上」，祂把世上所有的信徒都納入在「主的教會」中。因此，耶穌

在此提到的教會係全球性的。 

 

 第二，「教會」是地方性的。當保羅寫信給哥林多神的教會時，受文者是一

群在哥林多聚會敬拜神的基督徒（歌林多前書 1：2）。全球性的教會是由世界各

地所有的地方教會所組成的，保羅在羅馬書 16：16 說：「基督的眾教會都問你

們安。」，基督的眾教會係指「地方教會」而言。 

 

 聖經中的「教會」並不含有宗派教會的意義，宗派教會就定義而言即非全球

性的教會。大多數的宗派教會皆宣稱自己為全球性「教會」的一份子，所以，任

何一個宗派教會的規模乃小於全球性的「教會」。但由於大部分的宗派教會係由

許多的支派所組成，因此任一宗派教會的規模又比聖經中的所提到的「地方教會」

大。在聖經中找不到一個宗教組織其規模比全球性的「教會」小，但又比「地方

教會」的規模大！宗派教會是由人所建立的，其存在並不受到神的祝福，在聖經

中完全沒有提到現今四處林立的宗派教會。   

 

 基督的眾教會在管理上是自主的，每一個教會都是各自獨立，各自掌有領導

權。新約中提到在同一地區有數個教會，例如「加拉太的各教會」（加拉太書 1：

2），然而該地區並沒有成立一個總會，在加拉太的教會皆為各自管理。 

 

 神計劃在各處所成立之「主的教會」行自我管理是顯而易見的。在保羅、巴

拿巴第一次佈道旅程的回程中，他們再度拜訪那些他們曾建立的教會，「二人在

教會中選立了長老」（使徒行傳 14：23），每一個教會皆各自有其長老。當保羅

寫信給在腓立比基督的教會，受文者係「在基督耶穌裡的眾聖徒和諸位監督、諸

位執事」（腓立比書 1：1）。使徒彼得勸勉作長老的「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

群羊」（彼得前書 5：2），長老的職責並非牧養其他教會的群羊，乃是牧養自己

所屬的地方教會的群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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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寫信給提多：「我從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將那沒有辦完的事都辦整

齊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設立長老。」（提多書 1：5）；神曉諭約翰寫

信給亞西亞的七個教會（啟示錄第二、三章）；耶路撒冷教會有自己的長老（使

徒行傳 15：4）；以弗所教會有自己的長老（使徒行傳 20：17）；腓立比教會有自

己的長老（腓立比書 1：1）。 

 

 新約中每一個地方教會的長老永遠是複數的，例如保羅、巴拿巴二人「在各

教會中選立了長老」（使徒行傳 14：23）。我們從未讀到在新約中的教會僅僅只

有一位長老！一個人若想要肩負長老的職責必須符合神所界定的資格（提摩太前

書 3：1-7; 提多書 1：5-9），設立資格不符的長老牧養教會是錯的！ 

 

 就主的聖工而言，地方教會之間可以彼此合作。新約中有地方教會之間同工

的例子，如「耶路撒冷教會打發巴拿巴前往安提阿，協助當地的教會」（使徒行

傳 11：22-26）；「當住在猶太的弟兄面臨大饑荒時，安提阿教會捐錢給他們，供

給其缺乏」（使徒行傳 11：27-30）；「保羅乃因其他教會的支持，以至能夠傳福音

給哥林多教會」（歌林多後書 11：8）；「提多和另一位弟兄被馬其頓及亞該亞教

會挑選，攜帶捐資送到耶路撒冷」（歌林多後書 8：16-24）。這些地方教會在聖工

事宜上雖然彼此攜手合作，但並無設立一個從地方教會獨立而出的組織，無論是

縣市、省轄或區域性的組織。 

 

 從神對「主的教會」組成的方式，可以看出神的智慧。如果一面窗是由單片

玻璃所組成，只需一顆石頭即可擊碎整片玻璃。倘若該窗戶係由數格玻璃所組

成，一顆石頭擊中其中一格玻璃，只會造成一格玻璃的破損，其餘的玻璃仍完整

無缺。主的教會也是如此，假如主的教會有設立一個中央的組織，轄管所有的教

會，萬一假師傅滲入，會導致所有的教會離開真理。若沒有設立一個中央的組織，

那麼假師傅可能只導致一個地方教會離棄真道，其他的地方教會不致被波及而受

到傷害。 

 

  神的方法是最好的！教會隸屬於神，教會是祂用自己的寶血所買來的（使

徒行傳 20：28）。人常常不滿神所規劃的「主的教會」，以為可以改進教會的組

織，但是人並沒有權柄更改神對教會所作的任何一項計劃或神的話語（加拉太書

1：6-9；約翰二書 9；啟示錄 22：18，19）。如果人變更教會的組織、教會的名

稱、敬拜的方式或教會的工作，他們違背了神，並非違背人。讓我們凡事甘心樂

意地遵照神的吩咐去行，讓我們凡事依照神的方法去行，讓我們以聖經所命定的

名字來稱呼教會。當我們遵守神的命令時，必能蒙神的喜悅（約翰福音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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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教會中的長老 

 

一、一個機構必需具備某種形式的政府組織以便能正常運作。設立政府的目的係

監督其機構及推行實踐其規章、使命，一個機構一旦缺乏政府組織是無法達

成所計劃要推展的工作。 

  

    為了人類的幸福快樂，神已分別設立了三個機構 ─ 政府、家庭和基督的教

會。在羅馬書 13：1-7，神曉諭我們要順服那些在上掌權的。但是如果在上

掌權的要基督徒從事違背神律法的事，基督徒必須把神放在第一位。當公會

嚴禁使徒們奉耶穌基督的名，在耶路撒冷傳講生命之道，彼得和眾使徒回答

說：“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使徒行傳 5：29）。 

     

在家庭裡，丈夫是妻子的頭（以弗所書 5：22-24），妻子必須順服丈夫，敬

重丈夫（以弗所書 5：33），為人妻、為人母的應在丈夫的領導下治理家務

（提摩太前書 5：14），作子女的必須聽從父母（以弗所書 6：1-3），這是神

的計劃。一個家庭唯有依照神的計劃應對互動，方能臻至和諧、快樂。 

 

新約中的教會也具有其政府組織，其形式係由神而來。耶穌基督是教會唯一

的頭（以弗所書 1：22，23；歌羅西書 1：18），祂擁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權

柄」（馬太福音 28：18）。既然全體教會之首的耶穌基督是在天上，那麼基

督的教會其總部也在天上（使徒行傳 1：9-11；2：33），基督的教會在世上

並無任何的總部。 

 

耶穌基督 ─ 全體教會之首，對於其在世上所建立「主的教會」的組織已擬

定一個計劃。每一地方教會應設立「長老」為其領袖，「長老」又稱為「監

督」或「牧師」， 他們皆需符合神所界定的資格（提摩太前書 3：1-7；提多

書 1：5-9；以弗所書 4：11）。長老們務要牧養神的群羊，他們將來必須向

「群羊的大牧人」主耶穌交帳（彼得前書 5：1-4；希伯來書 13：17，20）。

長老們所達成的一切決議事項，只要是正確的、良善的，教會裡的信徒需尊

重、順服之。 

 

提摩太前書 3：1「人若想要得監督的職分，就是羨慕善工。這話是可信的。」

「長老」又名「監督」或「牧師」不僅是一項工作。教會的弟兄不應尋求「長

老」一職以獲取權柄或得人的讚賞，乃應成為神卑微的僕人，並了解「長老」

一職乃需肩負眾多的重責大任。「長老」一職也是一項「善工」，係神的聖工，

不為名亦不為利，乃是為了榮耀神，且是為了神的子民所從事的一項工作。 

 

主內敬虔的弟兄應仔細研讀神的話語有關長老所應具備的資格，竭盡所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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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符合各項資格，以便在主的教會勝任「長老」這一項重要的職分。 

 

二、基督的教會是一個有組織的身體，係由在耶穌基督裡的眾門徒所組成，包括

長老、執事、傳道士、教師和信徒。每一位門徒皆必須是一個工人，各人必

須根據自己的才幹、把握一次次機會獻身服事。在羅馬書 12：4，5，使徒

保羅寫道「正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肢體也不都是一樣的用處。我

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體，也是如此。」 

 

 每一所基督的教會有其自己的領袖係神的旨意。教會中神所期許的領袖其稱

號有時候為「監督」（使徒行傳 20：28；提多書 1：7），有時候為「牧師」

（使徒行傳 20：28；以弗所書 4：11；彼得前書 5：1-4），然而經上多半以

「長老」稱呼之（使徒行傳 11：30；14：23；15：4；20：17；提摩太前書

4：14；提多書 1：5；彼得前書 5：1）。「長老」一詞係由希臘文而來，意思

為「年長」或「資深」，是用來形容一個成熟的人。一個「年長」或「資深」

的人由於在世上有相當長的一段歲月，已從生活的歷練中擷取許多智慧。長

老的其中一項資格肯定不是一個 「初入教的」（提摩太前書 3：6），「初入

教的」是指一個「年輕的」或「新進的基督徒」而言。 

 

長老是由神為祂的教會所設立的職事。在使徒行傳 13：2，聖靈說:「要為我

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做我召他們所做的工。」聖靈揀選保羅和巴拿巴，差

遣他們二人前往新的地區去傳講神的道，他們所做的其中一項工作是在各教

會中選立長老（使徒行傳 14：23）。保羅要提多留在克里特是為了提多能將

那沒有辦完的事都辦整齊了，而且在各城設立長老（提多書 1：5）。以弗所

教會的長老係由聖靈所選立作為全群的監督，牧養神的教會（使徒行傳 20：

28）。由此可見，在「主的教會」設立長老是神的旨意。 

 

至於有時候一個地方教會也許長老從缺，因為教會裡並無弟兄符合長老的資

格，例如主內的弟兄皆為年輕、新進的基督徒。那麼，弟兄們必須共同肩負

監督教會的責任。然而指派資格不符的弟兄成為教會的領袖，並賦予他們長

老之職權是一項錯誤的作法。 

 

長老的人數必須永遠是複數的。新約中，教會裡長老的人數一直是兩位或兩

位以上，請研讀使徒行傳 14：23，20：17，腓立比書 1：1 和提多書 1：5。

當保羅要提多在各城設立「長老」(elders，複數)，是指在各城市的各個地方

教會中設立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長老，這並不意謂在一個地方教會裡只單獨設

立一位長老，以負監督之責，更不意謂一位長老有權監督眾地方教會。早期

教會的形成是一個城市僅設立一所教會，因此，該地方教會應已自行設立兩

位或兩位以上的長老以負監督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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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違反神對教會組織的計劃時，我們便違背神，神也因此不會祝福我們

或拯救我們。在神面前，我們必須謙卑自己。我們必須認清一個事實，即神

的智慧高過我們的智慧，祂深知，什麼樣的計劃是對教會最好的。唯有如此，

我們方能遵守神的計劃，不至加添或刪減（啟示錄 22：18，19）。 

 

為什麼神要地方教會自主？ 

 

我們已經知道「自主」一詞意謂「獨立」或「自我管理」，也知道神要分佈

在世界各地的每一所地方教會都是獨立自主且自我管理。即使我們不了解神為何

要地方教會自主，我們仍然必須遵守祂的旨意。然而，有許多理由足以說明為何

世界上每一個角落的每一所地方教會應自我管理。 

 

其中一個理由是一個自主的地方教會當從現有的信徒中培養出長老。當一所

地方教會的長老是由外界引進，該教會的弟兄本身便不會培養出任長老所應具備

的才幹，以致教會裡的信徒無法適時成長（彼得前書 2：1，2；彼得後書 3：18）。

宗派教會的組織並不鼓勵從信徒當中培養其各人的才幹（馬太福音 25：14-30）。 

 

在羅馬書 15：14，保羅嘉許在羅馬的基督徒滿有良善，充滿了諸般的知識，

也能彼此勸勉（教導），這些主內的弟兄們已經在一個自主的教會各自培養其才

幹。相反地，在希伯來書 5：12-14，教會裡的信徒成為基督徒已有一段時日，本

該熟練仁義的道理，但卻沒有培養各自的才幹以教導他人，因而受到責備。最佳

的學習方法莫過於教導他人，長老需要的是一群對聖工富有經驗的主內弟兄。神

不要每一所地方教會仰賴其他教會的弟兄來監督，乃要各自培育一群長老以牧養

所屬的教會。 

 

宗派教會的慕款計劃常常要求各教會將奉獻送至總部以便統籌管理。然而在

「主的教會」，由於各個地方教會行自我管理，弟兄姐妹的奉獻係由該教會自行

決定如何使用在當地的聖工上。當教會有能力協助其他教會的聖工時，該教會有

權支配其捐獻的去處。鼓勵弟兄姐妹按照自己的進項奉獻（哥林多前書 16：2）

的最佳方法是讓他們自行掌握如何使用這筆捐項，當弟兄姐妹成為聖工中的一份

子時，捐獻不僅會更多，也會參與更多的聖工。 

 

神所計劃的教會組織同時也預防假道理從一所地方教會蔓延擴散至另一所

地方教會。如果數顆巨大的石頭為一條繩索捆綁在一起，那麼每一顆石頭並非各

自分散，而是彼此聯結在一起。萬一其中一顆石頭墜落河川，會導致其他石頭一

同墜落水中。如果這些巨大的石頭沒有被捆綁在一起，萬一其中一顆石頭墜落河

川，並不會導致其他石頭一同墜落水中。預防假道理的蔓延擴散是一個非常好的

理由，以說明神為何要各個地方教會獨立自主。宗派教會的組織是把各支派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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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因而剝奪了各支派的獨立自主權。若是其中一個宗派教會開始教導假道理，

其他的支派不久隨即跟進。由於宗派教會裡的各個支派彼此聯結在一起，若是宗

派教會的領袖教導假道理，那麼整個宗派教會也會一致傾向假道理。神的計劃是

最好的！縱使一個地方教會偏離真道，其他的地方教會由於各自獨立，不見得會

離棄真道。 

 

一個教會不可能從外界引進長老的同時，本身又能保有其自主權。然而從新

約聖經中，我們知道一個教會可以接受外界一段時日的支持，而不致喪失其自主

權。新約中，並沒有任何的命令、例子、或暗示關於一所地方教會的長老係由外

界引進以管轄該教會，但我們確實讀到許多地方教會均受到來自其他地方教會屬

靈上及經濟上的支持。住在猶太的弟兄在面臨大饑荒之際，接受安提阿教會的幫

忙（使徒行傳 11：27-30）。當保羅在歌林多教會傳福音時，是受到別的教會的支

持（歌林多後書 11：8）。當保羅前往其他地區傳福音時，係由腓立比教會供給

其需要（腓立比書 4：15）。 

 

神期望每一所地方教會，最終都能供給自身的需求。保羅嘉許腓立比教會對

他個人在經濟上的支持（腓立比書 4：15）。然而，一所地方教會俟其能夠不假

外求，自行推展當地的聖工才堪稱完全獨立。外界暫時性的支援也許是必要的，

但是該教會的信徒應共同致力於經濟獨立。正如一個嬰孩長大後，終究要學習照

顧自己，地方教會也一樣必須日漸成長以便學習自給自足；也正如一個孩童長大

後為人父母方能幫助他人，地方教會也一樣必須有所成長以便協助其他地方教

會。 

 

 當父母親在教導其年幼的子女走路時，會要求孩子嘗試自行走路。如果孩子

不嘗試自行走路，他可能永遠學不會如何走路。孩子自己所踏出的每一步，都是

在學習如何走路。同樣的道理，一所地方教會也必須從教會建立的初期即致力邁

向自給自足。若外界持續提供經援，該教會將永遠無法獨自推展聖工。若自行踏

出的步伐越多，該教會也越加能夠學習獨自推展聖工。 

 

 神不僅要每一所地方教會自我管理、自給自足，而且也要教會「自我增殖」。

一所「自我增殖」的地方教會也就是一所「能複製更多地方教會」的教會，它會

漸漸興旺。在一所自主的地方教會中的領袖（通常係指「一群長老」，但若該教

會長老從缺，則指「傳道士及弟兄們」而言）明白基督的福音係經由教導他人才

得以宣揚，而建立其他的地方教會將達成其宣揚福音的使命。「神國的種子」就

是「神的道」（路加福音 8：11），任一種子本身即具有生命力以結出相同種類的

果子。「神的道」無論是在何處宣揚，皆具有大能以建立眾多「基督的教會」。無

論是在何時只要有人具有一顆良善、真誠的心領受「神的道」，新的地方教會隨

即誕生（路加福音 8：15；馬太福音 13：23）。一所地方教會好比是一株香蕉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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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被栽種，即使沒有受到任何外來的照顧，本身即具有成長的能力，也會繁衍

更多新的香蕉樹，此乃「自我增殖」的定義。 

 

 聖經提到教會是真理的「柱石」或「支柱」（提摩太前書 3：15）。每一所地

方教會應全力支持真理、為真理辯證，如此才能在其他地區建立更多的教會，而

這些分散在各地的每一所地方教會也應全力支持真理。教會的興旺無需藉助於教

會以外的宣教機構或宗派教會等組織。 

 

 神的計劃既簡單明瞭又有成效，我們無從改進，讓我們凡事甘心樂意遵照神

的吩咐去行。 

 

 

關於教會組織的一些疑問 

 

1. 一所長老從缺的教會，其存在是否有聖經的依據？ 

是的。保羅和巴拿巴在其第一次佈道的旅程當中，建立了許多教會（請參閱

使徒行傳第 13、14 章）。然而，他們當時並未從弟兄當中選立長老，而是等

到數月、甚至數年之後，再度拜訪這些教會時，才選立長老（使徒行傳 14：

23）。主內弟兄的成長需假以時日加以培養，方能達到聖經中所提及長老的

資格。 

 

2. 為何早期的教會能夠在短時間內選立長老，如今卻需耗費多年才能物色到資

格符合的弟兄出任長老？ 

保羅和其他早期的傳道士每抵達一個地區佈道時，總是先進入猶太人的會堂

傳福音。他們為何如此行呢？因他們知道那些在會堂敬拜的猶太人相信唯一

的真神、敬畏神、並已研讀過舊約中諸多“彌賽亞”的預言，其道德生活高

於外邦人的道德生活，同時也一直期待“彌賽亞”的來臨。故他們只需從舊

約中找出有關“彌賽亞”的預言，然後證明“耶穌基督”是如何一一成就這

些預言，便可輕易地說服猶太人信主。當他們全心全意相信耶穌基督是神的

兒子，並且受浸歸入基督，主耶穌則將他們加入教會（使徒行傳 2：47）。由

於這些猶太人已具有聖經知識及崇尚良好的道德生活，因此不需假以時日即

可成為成熟的基督徒，進而符合出任長老的各項資格。 

 

3. 當一所教會沒有弟兄符合聖經中所提及長老的各項資格時，逕行任命一些弟

兄出任「臨時長老」，該作法是否有聖經的依據？ 

答案是否定的！任命這些資格不符的弟兄們出任「臨時長老」形同建立另一

種形式的教會組織，是「神的道」並未授權的一種形式。此外，這些「臨時

長老」並非真正的長老，縱使並不符合出任長老所應具備的資格，卻在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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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長老的職權、牧養神的群羊。因而，許多問題可能會接踵而來。神賦予

男人在家庭以及教會所扮演的是領袖的角色（提摩太前書 2：1-15；以弗所

書 5：23-30），該教會的弟兄可以開會共同討論、計劃教會的聖工及敬拜事

宜，無需建立一種未經授權的教會組織。 

 

4. 一所地方教會應如何培養出長老？ 

長老應順其自然地培養出來。神吩咐基督徒在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要

有所長進（彼得前書 2：2；彼得後書 3：18），如果主內的弟兄如期成長，

他們會培養出大多數長老所應具備的資格。長老必需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

其子女皆信主、且本身不是初入教的，除了以上這三個必要條件之外，其實，

每一位基督徒皆應竭力培養長老所應具備的資格（提摩太前書 3：1-7；提多

書 1：5-9）。 

 

5. 如果一所地方教會有適任的長老人選，卻不任命這些弟兄出任長老呢？ 

這樣的教會背叛了神及神對教會組織的計劃，應悔改其所犯的罪，並任命這

些適任的弟兄出任長老。 

     

6. 如果一位主內弟兄符合出任長老的資格，但卻推辭出任長老？ 

如果一位主內弟兄推辭出任長老，這可能顯示他並不適任。保羅在提摩太前

書 3：1 說：「人若想要得監督的職分，就是羨慕善工。」倘若一個人並不渴

慕以這樣的方式去事奉神，他將不會是一位好的長老。凡有能力為主勞苦做

工，卻推卸應負的責任之基督徒，須詳細考查馬太福音 25：14-30「才幹的

比喻」，並推敲其內容。雅各說：「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

了。」（雅各書 4：17）。 

 

7. 如果一位主內的弟兄符合長老的資格，但是該教會卻不願意讓他出任長老且

不任命他為長老呢？ 

一位領袖是無法領導那些不願跟從他的人。如果一位主內的弟兄是一個堅

固、忠實，且具有領導力的基督徒，也符合出任長老的各項資格，但教會卻

不願意讓他出任長老，這也許意謂著該教會不希望由長老來牧養群羊，也可

能是該教會不願遵循神的方法行事。然而，若只是一個人認為他自己足以勝

任長老，他未必就是最適任的人選，他人或許能在我們的生活當中洞察到一

些我們所無法查覺到的事。 

 

8. 如果一所教會僅有兩位長老，其中一位長老去世或喬遷，剩下的這一位長老

是否能繼續留任或者必須卸任？ 

如果沒有其他適任的弟兄可以被任命為長老，以取代那一位已去世或喬遷他

處的長老，剩下的這一位長老則必須卸任。聖經只提到「眾長老」（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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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一所地方教會。無論一個人是否被稱呼長老，獨自照管教會是有罪的，

請研讀約翰三書 9-11 有關丟特腓的惡行。 

 

9. 如果一所地方教會有弟兄們符合執事的資格，但卻缺乏適任長老的弟兄，他

們應被任命為執事嗎？ 

答案是否定的。新約中長老是教會的領袖，而執事係在長老的監督之下工作

的僕人。新約中從未提及在長老從缺的前提下，設有執事。有些人會引用使

徒行傳 6：1-6「揀選七人管理供給之事」為有執事而無長老的例子，但是，

在當時耶路撒冷教會有使徒們領導管理，後來才由長老取而代之。因此，使

徒行傳 6：1-6「揀選七人管理供給之事」並不能作為可相比擬的例子。在長

老從缺的前提下，任命執事其危險性在於這些執事很可能在教會中扮演長老

的角色，並行使長老的職權，縱使他們並不具備出任長老的資格、亦或缺乏

聖經上所授予的權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