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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福基督教會會籍手冊

教會是神目的中的目的，心意中的心意。教會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無

形的教會，又叫宇宙性的教會;普天之下，歷世歷代，各國各民，各族各
方，所有聖徒的總和，都屬這一個範疇。另一種是有形的教會，又可稱

為地方教會；每一個有名錄在上帝永生名冊上的人，一方面屬於宇宙性

教會的一份子，一方面也是屬於地方教會的一份子，這就是基督徒的雙

重身份:是天上的，屬於天國的子民，也是地上的，屬於一個地方上教會
的會友。

教會不是禮拜堂，禮拜堂是一個建築物，是基督徒平常聚會的地方。而

教會是一個有機體，不是建築物，當一個人被神的靈感動，看到自己的

不完全，承認自己的罪，願意信靠主耶穌並且接受主耶穌為自己個人生

命的主和救主的那一個時刻開始，他就領受神的赦罪之恩，與神和好，

成為在基督裡的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從此跟隨耶穌基

督的腳蹤行，這個就是聖經中所稱的基督徒(徒11:26)。

基督徒被神從世界上選召出來，又把他們放回到世界裡去，卻是與這個

世界有別，當他們在一起聚集的時候，就是教會。使徒行傳第二章提到

五旬節，那天彼得在耶路撒冷講道，聖靈降下，有三千人悔改信主，他

們都聚在一處，擘餅，祈禱；這一天是教會的第一個生日，也是地上第

一個有形教會的開始。到了使徒行傳第六章，使徒們覺得撇下上帝的道

去管理飯食是不合宜的，他們覺得應當更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所以就

從他們當中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的人，來管理這事，於是教

會治理的制度也開始在初代教會發展起來。

為了更有效的管理教會，在2000年來的教會歷史當中，也發展出教會會
友登記會籍的制度。不是歷史上每一個地方教會都採取會籍制，只是台

福基督教會選擇走上會籍制，因為盼望更制度化的來建立教會。

前言



 前  言

台福基督教會作為普世大公教會的一份子，我們對2000年教會歷史的發
展軌跡不能不知，正本溯源有助於我們知己更深。作為台福基督教會的

一份子，我們對台福基督教會如何承續2000年來大公教會的正統信仰以
及治理教會的典章制度所留下來的智慧結晶不能不明，知其所以然，有

助於我們的教會繼續向前行。

這本小冊正是為此目的而寫。以教會歷史作為主軸，台福基督教會的發

展作為延續，為台福教會找到定位。作為帶領會籍班的老師，可以透過

這一本小冊的五個課題來幫助要申請入籍台福教會的弟兄姊妹們，預備

他們的心，認識自己屬天也是屬地的雙重身份。會籍班老師帶領課程的

時候，第一課可以邀請上課學員先在課前作預備，翻閱聖經經文，將答

案寫在填充題的空格上，第二到第四課可以在課前或課中略作講解，然

後全體一起使用問題研討在課中一起討論。然後，第五課的老師需要在

課前先行預備，使用台福總會所出版的《信仰、法規與實踐》一書尋找

答案，以備在課堂上逐題講解。

誠如主耶穌的話說：「要因為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而歡喜。」(路10:20)
；也誠如使徒保羅所說：「我若甘心就有賞賜，若不甘心責任已經交

託。」(林前9:17)。

深盼我們加入台福會籍的弟兄姊妹們，一方面我們要在意我們的名是否

記錄在天上，為著我們的名字記錄在永生冊上而喜樂；一方面我們也要

在意，作為地上教會會員中的一份子，我們是否也欣然接受該享有的權

力，同時也盡上我們當盡的責任和義務。

但願研讀這一本小冊能夠幫助您，作為台福基督教會的會員，正確地踏

出第一步；信仰更堅定，並且在敬拜、佈道、團契、栽培、事奉，各樣

教會的事工中，參與其中。

總會總幹事

陳敏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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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天國先於教會

A、耶穌所關心的是在人的內心建立神的國

1. 約3:3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              ，就不能見神的國。

2. 路17:21 
人也不得說：看哪，在這裡！看哪，在那裡！因為神的國就在你們                  
       。

3. 羅8:11
基督若在你們          ，身體就因罪而死，心靈卻因義而活。

B、天國成員的條件

1.            信福音

馬可1:14-15  
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加利利，宣傳神的福音，說：日期滿了，神

的國近了。你們當          ，信福音！
2.           天國信息，          天父旨意

馬可7:24
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

上；

C、 組織的必然性

1.           7人辦理供給之事

徒6:1-7  
那時，門徒增多，有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向希伯來人發怨言，因為在

天天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十二使徒叫眾門徒來，對他們說：

教會的誕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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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的誕生1
我們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飯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

中間          七個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我們就派他們
          這事。但我們要專心以          、         為事。大眾都喜悅這話，就
揀選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聖靈充滿的人，又揀選腓利、伯羅哥

羅、尼迦挪、提門、巴米拿，並進猶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們

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禱告了，就按手在他們頭上。神的道興旺起來；

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許多祭司信從了這道。

2. 組織只是            ，目的是藉此使福音事工            ，更廣傳。

Ⅱ耶路撒冷教會

A、歷史性的五旬節

1. 耶穌復活以後的第7個星期日

門徒等候聖靈的降臨，聖靈降下，他們都受聖靈的洗，成為基督身體

的一部份，以前是                ，現在是在基督理的          。

B、人數的擴張

1. 徒1:15  
那時，有許多人聚會，約有                    ，彼得就在弟兄中間站起來。

2. 徒2:41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門徒約添了              。

3. 徒2:47  
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                  天天加給他們。

4. 徒4:4  
但聽道之人有許多信的，男丁數目約到          。

5. 徒5:14  
信而歸主的人越發增添，                  很多。

6. 徒6:7 
上帝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許多           
    信從了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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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地域的擴張

1. 徒8:5-13 
腓利下                  城去，宣講基督。眾人聽見了，又看見腓利所行的神
蹟，就同心合意的聽從他的話。⋯⋯他們信了腓利所傳神國的福音和

耶穌基督的名，連男帶女就受了洗。

2. 徒8:25 
使徒既證明主道，而且傳講，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           好些村
莊傳揚福音。

3. 徒9:31
那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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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徒9:10
當下，在        有一個門徒，名叫亞拿尼亞。主在異象中對他說：亞拿
尼亞。他說：主，我在這裡。

5. 徒9:32,36  
彼得周流四方的時候，也到了居住       的聖徒那裡；在       有一個女
徒，名叫大比大，翻希利尼話就是多加（就是羚羊的意思）；他廣行

善事，多施賙濟。

6. 徒11:19-21   
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難四散的門徒直走到                和          ，並          
        ；他們不向別人講道，只向猶太人講。但內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
人，他們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傳講主耶穌（有古卷作：也向說希

利尼話的猶太人傳講主耶穌）。主與他們同在，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

了。

7. 徒12:24  
神的道日見興旺，越發          。

Ⅲ 安提阿教會

A、基督徒稱號的來源

1. 門徒首次在安提阿稱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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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的誕生1
徒11:26 
找著了，就帶他到安提阿去。他們足有一年的工夫和教會一同聚集，

教訓了許多人。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              起首。 

B、 外邦使徒保羅佈道行程

1. 保羅足跡幾乎走遍小亞細亞和歐洲。

Ⅳ 烽火中的教會 (64-313 A.D.)
從尼錄皇帝登基  (64 A.D.) 到君士坦丁大帝定基督教為國教 (313 A.D.)
為止，其中歷經21個國王，史稱這段時期的教會為在迫害中的教會。

A、教會受迫害的原因

1. 信仰帶動社會制度及各種體系的變化，如：動搖奴隸制度，不離婚，不
丟棄嬰兒。

2. 不崇拜國王，反對軍事，而被判刑為叛國罪。
3. 使商人、祭司不再有利可徒，他們不拜偶像。
4. 在晚上聚會，男女一同聚集參加擘餅聚會，被誤以為是秘密會社，
吃人肉、喝人血的一群。

5. 懲罰是嚴厲的，但基督徒卻能忍受得住。
6.  國中的火災，天災、地震、旱災，都被歸結在基督徒只拜一神的身上。

B、教會受迫害的結果

1. 為基督教做了最直接的宣傳，使他們得到同情，並促成成長 。
2. 基督徒更為熱忱 。
3. 塑造培養了更有效的教會組織和領袖 。
4. 塑造了一群傑出的護教學家和教義作品，如：極力反對分裂教會的克里門 

(Clement)；提出「三位一體」理論的奧里根(Origen)；被稱之為「教會
之導師」(the Teacher of the Church) 的迪奧尼西烏 (Dionysius) 。

5. 為以後再可能遭受到的迫害樹立了典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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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使徒的殉道

1. 主的兄弟            
與法利賽人、文士辯論，把他從殿頂摔下去，未死；用石頭要打死他

也未成；有人用棍將他打死，活著的時候因常在聖殿裡不住的禱告，

死了以後，有人見他的膝蓋上的皮如駱駝皮那樣厚。

2. 甘願被倒釘十字架的          
    約21:18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你年少的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但

年老的時候，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

方。

3. 被尼錄皇帝斬首殉道的          
    提後4:6  
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

4. 被流放到拔摩海島的          
約翰被羅馬皇帝豆米仙（Domitian) (81-96 A.D.) 下令投入燒沸的油鍋
中，神行了一個奇蹟，正當被扔以前，雷電交加，陣雨下降，王見

了，心中驚懼，乃改為流刑，放逐拔摩海島(位於愛琴海)。
啟1:9
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國度、忍耐裡一同

有分，為神的道，並為給耶穌作的見證，曾在那名叫          的海島上。

D、逼迫中的安慰

1. 太5:10-12
為義受逼迫的人        ！因為        是他們的。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
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

們在天上的        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
2. 約16:33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                
            ；但你們可以          ，我已經勝了世界。

3. 羅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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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現在的          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          就不足介意了。

4. 林後4:17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          ，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          。

5. 彼前4:14,16
你們若為基督的名受辱罵，便是有福的；因為神榮耀的靈常住在你們

身上。若為作基督徒          ，卻不要          ，倒要因這名歸榮耀給神。
6. 啟2:10
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裡，叫你們

被試煉，你們必受患難十日。你務要            ，我就賜給你那          的
冠冕。

Ⅴ 初代教會的兩項發展

A、異端邪說興起

1. 伊便尼派(Ebionite)  
否認基督的神性 
a. 承認摩西律法有普遍和永久的能力，所以基督徒要受其約束；教導遵
守禮儀的律法在得救上是必要的。

b. 以保羅是一個離道判教和傳異端的人，所以他的書信應該拋棄。
2. 諾斯底派(Gnostic) 
只承認靈，認為物質是邪惡的，否認道成肉身，否認身體復活。

3. 幻影說 (Docetism) 
否認基督的人性

4. 結果與影響

初代大公教會為了解答「真基督教是什麼」，教會力圖獲得一致的意

見，這努力促成                  及                  的確立。

新約正典：公元367年，亞他那修（Athanasius）在復活節

寫給亞歷山大教會的書信中第一次提到新約的27卷聖經，公元

397年，迦太基會議之後，新約27卷聖經就此定案，成為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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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信經：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因著聖靈感孕，從童貞女

馬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在十字架上，受

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裡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

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

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B、教會制度的興起

1. 使徒制 (路6:13)
到了天亮，主耶穌叫他的門徒來，就從他們中間挑選十二個人，稱他

們為          。
2. 長老制 (徒14:23；15:4；20:17；提前5:17)
長老乃是一些被揀選出來接續使徒作地方屬靈領袖並治理教會的人。

3. 執事制 (徒6:2-3)
各地方教會選出執事，來幫助使徒和長老，做例行之事，如管理飯

食。在這些執事當中，有一些也是特出的傳福音者，如司提反和腓

力。  
4. 專制主教制

以一人總攬地方教會的領袖權，其職位高於長老和執事，如啟示錄2-3
章所記載的領袖；士每拿的坡旅甲。

5. 區主教制

一個長老或一個主教正式做好幾個教會的總監督。如：雅各在耶路撒

冷（徒15:12-29）；提多在革哩底（提多1:5）；約翰在以弗所（約二

1,約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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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教會2

Ⅰ君士坦丁和國家教會

A、Chi-Rho和十字架的異象

西元312年，君士坦丁一世 (ConstantineⅠ) 和馬克西米烏斯 (Maxentins)
在羅馬郊外台伯河 (Tiber) 上的米爾維安大橋 (Milvian Bridge) 重要一戰
得勝；按照編年史學家該撒利亞的優西比烏(Eusebius of Caesarea)和拉克
坦提烏斯 (Lactantius) 的說法，這場戰役標誌著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開
始。拉克坦提烏斯提到上帝向君士坦丁及其部下託夢，允諾他們把凱樂

符號 (Chi-Rho，基督希臘文原文的前兩個字母)塗在他們的盾牌上，他們
就會勝利。

優西比烏在《君士坦丁生平》 (Life of Constantine) 一書中另外提到：在
行軍中，君士坦丁抬頭望日，看見在日頭上有十字架的光芒，十字架上

有幾個字寫著「要依靠這個記號得勝」。第二天晚上，主在夢中對他

說：你要做一面旗（十字架的樣子），打仗時用此旗必定得勝。君士坦

丁在後期的戰役，在旗子上就出現了Chi-Rho的記號。

君士坦丁的勝利使得整個帝國西部的控制權落入他手，為基督教在羅馬

帝國乃至全歐洲取得統制地位鋪平了道路。

Ⅱ基督教的大憲章 (Magna Charta)

A、311A.D.
君士坦丁允許基督徒有限制的信仰自由

B、313A.D.

國家教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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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發布米蘭諭旨「我捫准許基督教和一切別人對於選擇宗教有完

全的信仰自由」

Ⅲ基督教義的探討

A、幻影派 (Docetism) 
完全否認基督人性 ( Christ appear human)

B、阿波林派 (Apollinarianism) 
相信耶穌基督是半人 ( Incomplete manhood)

C、亞流派 (Arianism) 
相信基督是被造的第二等神 ( Son inferior to the Father)

D、涅斯多流派 (Nestorianism)
相信基督有神性，有人性，但非完全神，非完全人 ( Two nature side by 
side, but not single self or person)

E、優提克斯派 (Eutychianism)
相信基督是神人混合，雖是人，也是神，但只有一本性，就是神性，有

人的外形，沒有實在的人身 ( Opposite of Nestorianism, one nature / one per-
son)

Ⅳ正統信仰的產生

A、尼西亞信經的確立 (325A.D.) 
針對亞流派的錯誤，提出聖子非受造，而是「從父的本體而來」，並且 
「與父的本體相同」，確信聖子與聖父是同性、同德、同權、同榮 。

B、亞他那修信經的確立 (四或五世紀) 
從神性說，他與父同一本性；從人性說，他與我捫同一本性；是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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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也是完全人。

Ⅴ教會組織的發展

A、教牧界經濟上的獨立

教牧界有接受遺產和捐贈的特權，以供應主教、神父、教會和窮人之

需。

B、教會成立了一個法庭

君士坦丁給主教裁判的權柄，處理教會中一切法律爭執，從此教牧界不

受政府法律干涉。

C、主教的發展

1. 324 A.D. 省主教

尼西亞大公會議批准羅馬、亞歷山大、安提阿三個省主教，羅馬主教

拒絕此稱號。

2. 381 A.D. 主教長 
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批准君士坦丁堡主教長。

3. 451 A.D. 主教長 
迦克撒大公會議批准耶路撒冷主教長。

4. 五世紀中葉之後共有四個大主教（亞歷山大、耶路撒冷、以弗所、

    君士坦丁堡），一個大主教長（羅馬）
5. 五位同等地位的大主教能相安無事嗎？

Vl 教皇的權利之爭

A、羅馬大主教與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相互爭權

B、羅馬教皇崛起的原因

1. 世界首都 
地理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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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大教會

3. 護教成功

成功扺擋諾斯底主義 (Gnosticism)和孟他努主義 (Montanist)。
4. 使徒統緒

彼得、保羅曾住過羅馬，並在此殉道，傳說彼得曾任羅馬的第一任主

教。

5. 教皇大利歐 (Leo the Great 440-461 A.D.) 制定教皇權力理論 
教皇大利歐以下列三段經文為根據，把彼得立為耶穌在世上的代表，

並以此建立教皇權力理論。

太16:18-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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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

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

放。

約21:15-17：你餵養我的羊。
路22:31-32：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

6. 西羅馬帝國被毀 
東哥特族 (Celtic) 的鄂多瓦克 (Odoacer) 於 476 A.D.推翻了西羅馬帝國

7. 回教徒的侵略

安提阿、耶路撒冷、亞歷山大都落在回教徒的手中。

Ⅶ 教會與帝國的關係

A、 基督教的大憲章 (Magna Charta)
基督教國家化，出生於帝國，一出生就是基督徒，而基督徒也擁有完全

的自由。

B、神治政體：君士坦丁自稱眾主教的主教

1. 330 A.D.  政治中心遷移到拜占庭 (Byzantium) 的君士坦丁堡。
2. 476 A.D. 以後

a. 野蠻民族西侵，造成西羅馬帝國的滅亡。
b. 野蠻民族王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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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哥特王國 (Visigoths) 在西班牙和高盧(法國) 
東哥特王國 (Ostrogoths) 在義大利
宛大勒王國 (Vandals) 在北非
倫巴王國 (Lombars) 在義大利北部
安格魯人 (Angels)、薩克遜人 (Saxons) 和采特民族 (Jutes) 進入南不列
顛斯拉夫民族移入東羅馬帝國

Ⅷ 結論
A、教會已經預備好要在野蠻民族當中傳福音了。

B、當大眾基督化的時候，教會就開始世俗化，異教化。

問題研討

1. 神的手是引導歷史的手，初代信徒從在逼迫中的教會為主傳道，
為主護教；到國家教會，每個人生而為信徒，到後來蠻族又入

侵進到他們的生活中間，他們開始要向蠻族傳福音，好像每一

個階段的發展都是為下一個階段的到來做預備。您同意這樣的

說法嗎？請分享。

2. 當大眾基督化的時候，教會就開始世俗化，異教化，您同意這樣
的觀點嗎？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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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中世紀教會 

A、教皇制的興衰 
1. 大利歐 (Leo the Great 440-461A.D.) 制定迦克敦信經解決基督論；制
定教皇權力論（彼得繼承論）；羅馬城452年傾覆，與匈奴王Attial求
和，保住羅馬。

2. 大貴格利 (Gregory the Great 590-604A.D.) 與倫巴人訂和約，派員治理
義大利， 並於756年捐土地給教皇，教廷從此擁有土地。 

3. 貴格利之後與東羅馬皇帝發生衝突，尋求法蘭克人支持，皮平 (Pipin)
於751年獲教皇支持，成為法蘭克王。 

4. 利歐三世 (Leo Ⅲ) 於800年在羅馬為法蘭克國王查理加冕。查理於12月
25日向教皇下跪，從教皇手中接下皇冠，稱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神聖羅馬帝國的觀念開始。 

5. 封建諸侯各據一方，教皇繼承權成為羅馬權貴家族派系鬥爭產物。 
6. 教皇三大法寶：開除皇帝教籍，查封教會活動，施行異端裁判。
英諾森三世 (Innocent Ⅲ1198-1216A.D.) 權力達到最高峰，宣稱「基督
在世上的代理人」，是全世界的統治者。 

7. 邦尼費八世(Boniface 1294-1303A.D.) 教導順服教皇是每個人得救的必
要條件，教皇有管轄一切受造物之權，但法王腓利四世將其定罪，拘

禁一個月後過世。  
8. 法國的亞威農教廷 (Avignon 1309-1377A.D.) 受到法國國王的壓力，教
皇由羅馬搬到法國亞威農。這七十年間有七位教皇住在亞威農；史稱

「教皇巴比倫被擄時期」。「巴比倫」是因前後約七十年，如舊約時

代以色列人被擄到巴比倫。 
9. 大分裂 (Great Schism 1378-1417A.D.) ，羅馬天主教會中數位教皇同時
要求其合法性，導致的一次分裂。1377年，教廷由亞威農遷回羅馬，

中世紀教會和宗派發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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樞機團選出一位義大利人繼任教皇烏爾巴諾六世 (Urban Ⅵ) ，但後來
其中10位樞機（大主教是法國人），宣布該選舉無效，另選出一名法
國人克里蒙七世 (Clement Ⅶ) 為教皇，兩位教皇分別在羅馬和亞威農
聚集自己的勢力，造成分裂。1409年樞機主教在比薩 (Pisa) 開會，決
定罷黜兩名造成分裂的教皇，同時任命第三位教皇亞歷山大五世(Al-
exandre Ⅴ)。1414-1418A.D. 在德國康斯坦茨 (Konstanz) 召開的大公會
議，終於選出各方一致認可的教皇馬丁五世，大分裂得以結束。 

     
B、修道院的創立 
1. 埃及的安東尼 (St. Anthony) 是第四世紀的「修道主義之父」，亞力山
大城的主教亞他那修寫安東尼生平，其中奧古斯丁受影響走上修道之

路。 
2. 525年本篤 (Benedict of Nursia) 在義大利的卡西諾山 (Monte Cassino) 
建立修道院。540A.D.，制定「本篤法規」；被譽為西方修道主義之
父。講求三誓願：貧窮、貞潔、順服。 

 
C、東西正式分裂 (1054 A.D.) 
1054年，以拉丁文化和拉丁文為主的羅馬公教 (Catholic Church) 和以希臘
文化和希臘文為主的君士坦丁堡正教 (Orthodox Church) 正式分裂。分裂
的原因：   
1. 權力的爭奪

從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皇權的爭奪，最後演變為兩地大主教互爭權力。

尼古拉一世和方提爾彼此爭位，相互開除對方教籍。

2. 教義的分歧

東方教會認為聖靈來自於聖父，西方教會主張聖靈來自於聖父和聖

子，特別東方教會指責西方教會在尼西亞信經中加上「和聖子」一

詞，此詞在信經中沒有，也不該有。

3. 指責對方為異端

羅馬教皇利奧九世 (Leo Ⅸ) 的特使紅衣主教韓伯特 (Humbert) 與君士
坦丁堡牧首色路拉里烏斯 (Cerularius) 的絕裂。色路拉里烏斯寫信指責
羅馬教會幾項的實踐為異端（包括吃勒死的動物和血），利奧九世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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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後十分氣憤，韓伯特到君士坦丁堡說明羅馬教會的教導是正確的，

並註明教皇為全教會的首領。但色路拉里烏斯斷然拒絕。韓伯特乃定

色路拉里烏斯及其擁護者宣傳異端的罪，之後分裂局勢定型。   

D、十字軍東征 (1096年-1291年)
1. 原因： 
傳說耶路撒冷聖殿被回教人踐踏汙蔑，土耳其人回教徒攻佔耶路撒

冷，惡待基督徒，阻擾朝聖客。教皇烏爾巴諾二世（Urbanus II）發起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聲明參加聖戰者可免稅、免罪，減免煉獄時間。

到1291年，九次十字軍東征勞民傷財。以在巴勒斯坦阿卡的最後一個
據點失陷而告終。

2. 影響：

a. 妨礙了向回教徒的宣教工作。
b. 更加分裂東西方教會。
c. 軍隊殘暴不道德，留下歷史上的污點。
d. 加速「贖罪券」制度進行。

E、改革的呼聲 
1. 威克里夫 (John Huss生於英國，1320-1384)

a. 反對修道士不傳福音。 
b. 反對教皇所傳的命令違反聖經。
c. 教會不該管理國家之事。
d. 反對聖餐的變體說。
e. 翻譯聖經為英文。 
f. 主領禮拜時死去，羅馬人掘其屍骨用火焚燒，把灰撒在河中。

2. 胡斯 (John Wycliffe生於波希米亞，1369-1415)
a. 受威克里夫影響，要按照聖經改革教會的腐敗。
b. 兩張圖常在他心中：耶穌的謙卑和教皇的奢華驕衿
c. 認為一切應以聖經為依歸，反對教皇的權威性，反對「贖罪券」。
d. 被教皇開除教籍，逃難鄉間，寫成《教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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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最後被誘捕燒死，是捷克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3.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生於德國，1483-1546)
a. 研讀聖經，宣揚「五個唯獨」的真理；唯獨聖經、唯獨信心、唯獨
恩典、唯獨基督、唯獨榮耀歸神。

b. 1517年，他在德國威丁堡大學教堂貼上正式名稱為《關於贖罪券效
能的辯論》的「95條論綱」，列出反對贖罪券的95條論點。
c. 1520年，羅馬教皇勅令：「哦主啊，起來吧！⋯⋯⋯一隻狂妄的狐
狸起來破壞你的葡萄園。」限定他在60天內撤銷他的41項言論，否則
定名為異端，並革除教籍。他回答說：「我會照著我信是對的去做 (I 
will do what I believe to be right.）」，然後當眾把勅令燒掉。
d. 1521年 4月17日，路德在沃木斯會議 (The Diet of Worms) 中受審， 
由皇帝查理五世主持，范艾文就台上放著他所寫的單張和論文問路

德，「這些東西是不是你寫的？」以及「你同不同意將這些異端收

回？」路德沒有立刻回答，因為他知道所答將關係重大；會議准許給

他一天的時間思考。

e. 第二天，他發表了一篇簡短的演說，這演說改變了歷史的進程，並
且改革了教會。他重申聖經的權威，說：「除非有聖經的見證，或有

清楚的真理說服我，不然我就不能，也不願意收回我所做的任何事。

因為我受我所引證的聖經約束，而且我的良心已經被神話語虜去，若

是違背良心做事，既不安全，也不正當；這是我的立場，我不能更改

我的主張，願求神幫助我。啊門！」

F、各地的改革 
1. 瑞士：慈運理 (Ulrich Zwingli 1484-1531)
2. 法國：加爾文 (John Calvin 1509-1564）
3. 英國：丁代爾 (William Tyndale 1494-1536）
4. 蘇格蘭：諾斯 (John Knox 1513-1572）

G、改革後的教會情況

1. 音樂方面：之前只有祭司和修道士唱詩，之後全體信徒一起唱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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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種改革，詩歌、讚美詩陸續出版，全歐洲的人都愛唱詩，婦孺都

是如此。

2. 聖經方面：之前聖經是祭司的專有物，在改革初期，還只是暗暗地讀

聖經，以後設立查經班，更使信徒明白聖經。

3. 講道方面：之前神父用人民不易懂的拉丁文講道，之後會用人民所懂

的普通話，使聽到的人多得利益。

4. 節期方面：之前羅馬教用設立節期的方法，賺了許多錢，之後，單單

留下聖誕、復活、五旬節等節期。

Ⅱ宗派的發展

A、不同的聖經亮光

宗教改革隨之而來的一個產品就是宗派，這些宗派從歐洲移民到美國，

宗派就更多了。對聖經的認識，使不同的宗派特別強調一些所看見的亮

光。

1. 長老會：重視聖經的權威性，相信一但得救，永遠得救的道理。注重

佈道，社會的需求和公義。

2. 路德會：著重悔改，非常注重對於重生的道理，有時也著重情緒上的

屬靈的經歷。注重追求成聖，注重聖經。

3. 福音派教會：強烈地強調聖經的權威性，視洗禮和聖餐只是象徵。

4. 門諾會：強調順服基督，服事和宣教。

5. 宣道會：注重佈道與植堂。

6. 拿撒勒人會：強調個人的聖潔生活。

7. 宣道會：著重個人的委身，基督徒的生活。

B、不同的教會管理

各宗派因文化、背景不同，而對教會的管理方式有不同的看法。

1. 主教制：如羅馬天主教、聖公會

注重牧師和教徒中間的區別，只有親受按手禮之後，方能為上帝的祭

司，有權治理教會。監督、主教等少數教會領袖，有最高的權威。

2. 會眾制：如各種自立教會，自由教會、浸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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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認在教徒中有職位上下不等的區別。在教會中任職的牧師都有同等

的職位，各個教會得以自由會議，處裡本堂的事務，人人在主面前有

均等的地位，在互敬互愛中負集體責任。

3. 長老制：介於主教制與會眾制之間

a. 異於主教制：主張牧師的職位一律平等，並主張各教徒都有管理教

會的權力。

b. 異於會眾制：重視屬靈領袖，選舉他們成為代表性的權威，長老從

信徒中選出。在這種體制中，長老和執事是教會的中樞分子。

C、不同的崇拜方式

1. 希臘東正教：祭司象徵性地用道具，戲劇性地來表示救贖歷史，進而

    把信徒帶進崇拜。
2. 路德會、長老會：注重聽神的話。

3. 聖公會：注重儀式，用聖儀來強化神子民的信仰。

4. 貴格會：注重在安靜中享受上帝的同在。

5. 五旬節教會：重視聖靈的感覺。

Ⅲ前瞻

宗教改革的產生有其歷史性，宗派的產生也有其歷史性，宗教改革至今

已滿500年，神也在500年中對宗派發展蓋了印章。審視2000年來的教會
歷史，我們清楚看見每次教會的復興與更新都是從研讀神的話而來，

這一個屬靈的原則不會改變。教會是神目的中的目的，心意中的心意，

教會要繼續走在神的心意中，一定要常常回到聖經，繼續透過聖靈的幫

助，在聖經的光照中來建立教會。

每一個人都不要太驕傲，面對任何一個教會議題，心裡都告訴自己說：

「我可能有錯，對的可能是他」。每一個教會都有他自己所傳承的歷史

背景，不要一聽到與我不同傳統，不合我想法的事，就想離開教會。

教會是基督的新婦，每一個教會在上帝眼中都非常獨特，教會需要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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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大，也讓我們常做準備，以敬虔等候的心隨時預備迎接新郎─萬主之

主，萬王之王的可能到來。

問題研討

1. 宗教改革運動對今日教會的發展有什麼重要影響和貢獻？請分享。

2. 什麼是宗派？宗派教會是怎樣產生的？當有人問說「為什麼基督教分成
這麼多宗派！那一派才是對的？」我們該如何回答？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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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台福基督教會簡史4
台灣來的留學生與羅省教會
台福基督教會於1970年10月11日在美國洛杉磯成立。其實早在1965年秋
天，有幾位由台灣來的青年基督徒，參加蔡信彰牧師的家庭聚會，並與

一些講廣東話的信徒共同組織了基督教團契，按照加州的法規於1966年5
月正式登記為羅省基督教會 (First Evangelical Church) 。

過不久這位台灣艋舺出身的蔡牧師，因師母受聘擔任菲律賓嘉南中學校

長而離美，由羅文牧師接續帶領主日崇拜與教會事工。1967年大家努力
奉獻，在銀湖區Fargo街購了一間舊房，修建為禮拜堂，當年10月8日正
式啟用。

獨立分設台語福音教會
經過三年一切順利，聚會人數增加，語言則以英語講道，隔週翻譯台語

與華語。1970年初夏，當時任職於羅省教會的六位台籍執事丁昭昇、許
和瑞、陳銓仁、林妙珠、陳慶霖及盧淑貞等，開始籌劃分設完全使用台

語的教會。這個計畫獲得當時全部董事、執事與羅牧師的同意與祝福。

終於在1970年10月11日，四十幾位台籍兄姊一起離開羅省教會分設台語
福音教會，完成了以台語敬拜上帝的心願。當時尚無教堂所以暫借阿罕

布拉的安息日會開始聚會。

成立當時的同工們一致認為過去西方的基督徒以人員及金錢幫助台灣教

會，但我們覺得應當不再仰賴外人，就決定以奉獻的十分之一為宣道基

金，每月收入的四分之一為建堂基金，以自立、自傳及自養的精神邁

出，在北美洲宣揚福音。

感謝上帝厚賜高舉十架福音的同道，人數繼續增加，於1973年2月28日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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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新購於 El Sereno的教堂。為了充分配合教會的增長，教會聘請邱以正
牧師協助首任主任牧師高集樂牧師擔任牧會工作。

高牧師因參與中國神學研究院之創設與教學工作，必須離開美國到香

港，教會乃於1975年10月1日聘請劉富理牧師，就任為台語福音教會第
二任的主任牧師，開始推動細胞小組，訓練信徒的相互關懷與自行查

經靈修的生活。由此教會進入快速增長的階段1977年底遷入位於洛杉磯
Highland Park的新購會堂。1978年開始每年定一主題，做為該年努力的
目標，第一年就是「立定志向得主喜悅」，第二年為「全家事奉主」。

成立台福總會
1979年是台福教會的增長關鍵年，因為3月開設東區佈道所（東安教會前
身），年底又創立南區佈道所（南灣教會前所）。1981年3月在西北區開
設家庭聚會（後來發展成聖谷教會），1982年在柑縣一帶發展的家庭聚
會也於9月成立為柑縣教會，於是聯合5間教會於1982年10月16日舉行台
語福音教會總會成立感恩禮拜。總會章程的制訂及地方教會章程的修訂

都順利地完成，並正式成立總會董事會、總委會及傳教師會等。

台福總會在大洛杉磯已有五間教會，除各教會加強英語事工培養第二代

的信仰外，開始向外州同鄉宣揚福音、協助發展中的台語聚會。1984年7
月在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的雙城台灣基督教會，因異象相同，加入了台

福總會。

跨州增長
1985年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的查經班及德州聖安東尼城的台語聚會也陸續
發展成科州及聖城教會，這是我們跨州植堂的開始。那年9月，洛杉磯教
會差遣部分住在Arcadia地區的會友成立聖安教會，同時在休士頓的福音
團契也成立為美南教會，至此台福總會共有10間教會。

跨國宣教
1986年領受「9025」異象，期望蒙主恩典能於1990年時增長到25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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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以「為主圖謀大事，搶救百萬靈魂」的精神，大家同心合意興旺福

音。上帝不斷的施恩，使台福能於1989年開始跨國植堂，先後在中美洲
的Costa Rica、澳洲的墨爾本及雪梨、紐西蘭等地建立台福教會，提前完
成了「9025」的目標。如此繼續增長與植堂，到1995年底為止，台福教
會總共有32間，即美國洛杉磯11間，外地15間，加拿大2間，哥國1間，
紐澳3間。

走出流淚谷
1990年「9025」目標達成之後，台福教會有一段時間經過流淚谷。我們
遇到幾乎不能承擔的創傷，教會受攻擊，多少的痛苦，多少的眼淚。

但上帝是使咒詛變成祝福的上帝（尼13:2），祂垂聽我們同心的呼求，
以施恩的手牽引我們、赦免我們、憐憫我們，安慰我們，使我們在淚水

中抓住祂的應許繼續撒種。靠著上帝的恩典，我們又在洛杉磯、紐澤西

州、賓州等地繼續宣教植堂。

「2050」宣道植堂目標
1996年8月總會同工在禱告中設定「2050」宣教植堂目標：就是在2000年
時能設立50間教會，成為福音據點來傳福音、裝備信徒。為了達成這個
植堂目標，總會徵召愛恩教會的主任牧師吳德聖牧師擔任首任總幹事，

積極配合推動植堂計劃。感謝上帝的扶持，2000年12月，台福教會達到
51間教會，超出「2050」之植堂目標。

由於北美地區實際的需要，教會除了台語聚會外，又設立英語聚會來面

對成長中受美國文化薰陶的第二代，緊接著又有華語聚會的成立，來向

以華語溝通方便的年輕人及華語族群宣道。因此「台語福音教會」易名

為「台福基督教會」，以配合新的宣教異象，使台福能繼續為主

興起發光。

台灣宣道
早在八十年代末葉，因著對骨肉之親歸主的負擔，我們就開始談到回台

宣道的異象，但當時與台灣長老教會總會同工幾次的對話，他們認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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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台灣的環境，並不適合台福回去宣道。於是我們轉向南半球，在那裡

向當地的台灣移民傳福音。

1996年1月，台福總會召開年會。正當大家關心普世宣教之時，“ Taiwan 
Mission ”再次在會中被關心，那時我們想到：「今日台灣的環境和八十
年代末葉不同；已經是民主、開放的社會。現在回去應該是時機了。」

遂在1996年4月台福總委會提案中通過設立「台灣宣道部」，並委任劉富
理牧師來負責。台灣宣道部成為繼北美本地宣道、海外宣道、普世超文

化宣道以外，向台灣骨肉之親宣道的另一項行動。

台灣宣道部一成立，立刻得到北美及台灣眾教會的支持，1996年夏，有
四隊短宣回台。台灣先後成立台北祈禱站、台中祈禱站、高雄祈禱站、

台東祈禱站。而在上帝引領中，有愛主的家庭奉獻台中市的一棟大樓中

的兩間房間，為「台灣台福宣教中心」。1997年3月22日，在台福眾兄姊
的同心中，我們在台中台福宣教中心舉行「台福回台宣教說明會」，感

謝上帝，當天有許多教會牧長的參與支持。

3月23日「台福宣教中心」奉獻感恩禮拜，並向政府註冊正式成立「財團
法人基督教台福宣教中心」。3月30日復活節，在台北設立「台北台福基
督教會」，正式踏入故鄉參與傳揚福音的工作。

感謝上帝，台福教會在台灣陸續設立教會的過程中，為了更積極與有

效地推展台灣宣教事工，總會於2003年成立台灣宣教策劃委員會。又於
2006年進而成立台福台灣宣教中心，積極推展在台灣的2015-100-10,000
宣教植堂目標。願靠主耶穌基督的恩典，藉著聖靈的同工，成就這一

切，使榮耀歸至高之神。

設立五個福音機構
在台福植堂福音運動的過程中也設立了五個福音機構以輔助台福的宣道

植堂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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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福神學院（於2007年正名為正道福音神學院，以與在政府立案

的英文校名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一致）

台福教會植堂的過程中，首先發現專職傳道人的缺乏。於是在1989年正
式籌備設立「台福神學院」，栽培神國人才。由於我們嚴謹辦校，在

上帝的扶助中已被接納為美加神學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School）的正會員，並被聯邦政府移民局接受，可發I-20，招收國外學
生。

由於世界福音工場的需要，除了繼續栽培台語族群的傳道人之外，也

積極參與世界華裔族群傳道人的培訓工作。學制有基督教研究碩士科

(MCS)、道學碩士科 (M.Div.) 、神學碩士科 (Th.M.) 教牧博士科 (D.Min.) 
以及哲學博士科 (Ph.D.) 。歷年來的畢業生分散在美國、加拿大、台灣、
紐西蘭、澳洲及中美洲參與服事。盼望不久的將來也能發展栽培第二代

亞美人的傳道人，以面對增長中的第二代族群。台福神學院在台福宣道

植堂的運動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2007年更在台灣設立分校，積極
支援台福台灣宣教中心的新宣教植堂目標。台灣正道神學院也在2017年
正式申請成為台福總會屬下的第6個機構。

2.台福傳播中心

自1976年開始《台福通訊》，一些生活見證被陸續刊載在這一本不定期
刊物中。1981年成為雙週刊，後來又改成八頁的週刊。1991年1月，有鑑
於廣大禾場的需要，將原來的總會文字部擴張展成為「台福傳播中心」

，盼藉著多元化的大眾傳播媒體，實現宣道異象。於2002年1月起，《台
福通訊》改名為《傳揚》福音雜誌（月刊），並於美國、台灣、南美等

地發行。

3.普世豐盛生命中心

主耶穌的大使命，不只限於向自己本族傳福音，也要向異文化的族裔傳

福音。所以台福宣道運動也不忽略向非台語族群傳福音。台福總會於

1995年成立「普世豐盛生命中心」，參與非台語族群的福音工作，接下
由美國「大使命中心」所開拓在莫斯科的華人事工，負責安排教會的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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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栽培。除此之外，也積極注意歐洲及世界各地的福音需要。2002年，
為栽培傳道人，在歐洲地區設立了以聖經為主的「普世豐盛神學院」。

4. 伯特利祈禱園

為了栽培信徒，台福總會於1988年購買一塊十五英畝的靈修營地，可容
納五百人的聚會，鼓勵信徒操練靈性，為主而活。許多弟兄姊妹常來此

親近神，並在靈裡更新。

5. 台福台灣宣教中心

台福總會於2006年1月正式成立台福台灣宣教中心，成為台福第五個福音
機構。由丁昭昇長老作第一任理事會理事長，並成立台灣台宣執行委員

會，積極推展台灣2015-100-10,000宣教植堂計劃，2010年總會設教40週年
慶祝大會時修正為2020-125-10,000宣教植堂計畫。

台福禧年 2020-200-20,000 宣教植堂
2010年台福總會在高雄召開第26屆總委會大會時，全體約500位與會的台
福傳教師以及眾長執代表們，同心訂定了「台福禧年2020-200-20,000宣
教植堂」目標。

兩年後，於2013年2月21-23日的第廿七屆四次擴大總委會中，11區的區
牧、區長、區董，五大區的副會牧，五個機構首長，連同董事、議長及

總會總幹事、及同工共約40人，全體人員在深度的思緒和熱烈研討中，
在上帝引導和聖靈的感動下，凝聚了共識，進一步產生了執行「台福禧

年 2020-200-20,000 宣教植堂運動」決議文：

每天禱告兩分鐘   建立教會兩百間

每月奉獻二十元   植堂基金一千萬

每年歸主一 領一  聚會門徒達兩萬

全球各區植堂計劃
台福全球宣教植堂運動2020-200-20,000的異象執行方面在各地區持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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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看見神的祝福和引導。截至 2016 年底， 共計 141個福音聚會點(美洲
區：42間、紐澳區：16間、台灣區：76間、第四區：7間)分佈在南加州 
中區、東區、西南區、北美東區、中區和南區，紐西蘭區、澳洲區，台

灣北區、中區、南區，和第四宣教區(日本、印尼、菲律賓 )。

2012年台灣台福青年也在溪頭寫下「3000-300-30」的溪頭宣言。

「2020-200-20,000」是回應台福過去經歷每十年教會倍加成長的傳承而

定，「台福禧年2020」是回應聖經50年稱為禧年，土地要歸回原主，被
造者與創造主要復合的神學涵義，加上台福要慶祝設教50週年，盼望能
多引領親朋歸主而立。

「3000-300-30」是要回應「2020-200-20,000」的異象，盼望台福在台灣
到2020年能夠產生3000位青年人，300位青年領袖，30位青年傳道或宣教
士參與神國事工而發。

這些數字背後都需要加上許多的禱告、策劃、執行、落實、及上帝能力

的加添與祝福，聖靈大能的工作，才能成就。為達成這些共同願景，

我們全台福的傳道人和信徒領袖需要有開闊的眼光和胸襟，繼續同心同

工，為齊一的異象而努力。

要承擔這麼大的使命之前，神的話適時而貼切的提醒我們要「望向前

方」(徒16:16-40)
1. 我們與靈界爭戰是必然的(V. 16-18)
2. 我們為主受苦是可能的(V. 19-24)
3. 我們經歷神恩是驚奇的(V. 25-28)
4. 我們領人歸主是喜樂的(V. 29-34)
5. 我們站穩原則是勇敢的(V. 35-40)

這時，讓我們雙手合十，為台福同心來禱告，求神憐憫台福、引導台

福、祝福台福，不要失去異象，繼續作神合用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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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研討

1. 讀完這篇台福基督教會歷史簡介，您個人有什麼感想？請分享。
2. 讀完這篇台福基督教會歷史簡介，您對台福教會有什麼新的發現？
3. 加入台福基督教會，成為其中的一員，您的加入就是台福的資產。您覺
得您可以為台福宣道運動添加什麼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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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台福信仰、法規與實踐5

是 非

1 台福教會的區長是由區會成員中的「 平信徒代表」中選立，他(
她)不必是現任的長執會的主席。

2 「靈恩」絕非所謂「靈恩派」的專利，乃是三一真神賜給眾教
會，眾信徒的恩典，不是「可以選擇要不要」，而是「非有
不可」的。

3 「靠主自立更生」是台福教會自創會以來所堅守的管理教會的
精神。

4 台福教會注重傳福音的事奉，尤其強調以個人談道來引人歸
主。

5 台福教會注重長執在教會行政與牧養上應與牧師配搭成為有效
的事奉團隊。

6 宣教植堂是台福教會所重視並努力推行的事工。

7 新舊約聖經是上帝所啟示無謬誤的話語，是基督徒信仰與生活
的最高權威。

8 三位一體的上帝是自有永有的， 祂在一切受造物之前, 且與受造
物一樣。

9 人類需要救贖是因為其始祖亞當得罪上帝，遭致本身及其後裔
的定罪及死亡。

10 善功是基督徒生活的本份，應好自為之，才能憑藉着它在神前
稱義。

11 信徒不都是祭司，所以受聖職者無法跟所有平信徒在同一線上
服事主。

12 在末日，天父將親自來審判活人與死人，這是聖經很清楚的教
訓。

Ⅰ是非題  請作答

台福基督教會的《台福信仰、法規與實踐》，共分三卷，您可以從網上下載閱讀；您將會

更了解台福。以下有專為會友準備的「是非題」及「選擇題」兩個部分，共50題，
都是有關台福信仰、法規與實踐的概義。願上帝祝福您，更加認識台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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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台福傳教師應認同，但不必接受台福教會信仰告白、異象、使
命與台福法規。

14 牧師可依神的啟示獨自推行教會事工，不必與同工有同心合一
的事奉與配搭。

15 社會難免歧視同性戀者，但教會不歧視同性戀者，上帝憐愛罪
人，但恨惡他們的罪行，這是台福教會的一貫立場。

16 牧者對於輔導對象之個人隱私，只在長執會要求下，才可適當
地向有關人士談論。

17 牧者應擺開治理家庭的事務，專心服事教會，才能達到牧養教
會的果效。

18 一個會議的主席要發揮的最主要功能，就是促成會議的召開能
達成目的，因此，認清主席的職責及權限就不是很重要。

19 「 作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及「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的合一」是信
徒在教會裡運用恩賜，互相服事的重要原則。  

20 「 加入台福」與「 加盟台福」的實際意義是不同的， 但其先決
條件都必須是無宗派之獨立教會, 認同台福異象, 而且在財務
上必能自給自足。  

21 台福的代理主任牧師，是一位由長執會從教會外聘立的臨時代
理的牧師。  

22 台福地方教會若已有駐堂牧師或囑託牧師時，總會就不必派督
導牧師去協助。  

23 總會章程之修改，必須由總會代表大會三分之二有效票通過後
才能即時生效。

24 台福之自立堂會如喪失其自立條件時，可由其和會過半數決定
取消自立堂會， 並向總會申請取消自立堂會資格。總會也可
主動取消其自立堂會資格。

25 台福教會之小會，必須要有五位以上的現任長老及主任牧師才
能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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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a b c

1 一年 二年 三年 台福地方教會之執事候選人必須為
該教會幾年以上的積極會員？

2 過四分
之一

過三分
之一

過二分
之一

台福地方教會之和會(會員大會)須
有多少積極會員出席才能開會？

3 地方教
會長執
會

地方教
會會員
大會

總會聘
牧指導
委員
會

地方教會之聘牧委員會與候選人接
洽之前，應將候選人的名單送交誰
預審？

4 主任牧
師 

督導牧
師

長執會
副主
席

地方教會牧師室主任牧師之外的全
職傳教師，是由誰推薦再經由長執
會議決？

5 主任牧
師 

督導牧
師

長執會
副主
席

長執會主席因故缺席時，長執會之
開會由誰代理主持？

6 在表決
前

在表決
中

在表決
後

牧者對會議中的提案如感到不平安
時，應在何時提請延議？

7 一週 兩週 三週 教會決定召開和會(會員大會)時，
應在幾週前的主日週報開始連續每
週宣佈？

8 二分之
一

三分之
一

三分之
二

長老候選人必須獲得多少出席和會
的積極會員的有效票才能當選？

9 董事會 總委會 人事委
員會

台福總會之選舉，其候選人之提名
是由那個會負責？

10 教會預
算案

臨時動
議案

長執選
舉案

地方教會和會進行中那樣議題不准
提出？

11 董事會 總委會 總會代
表大
會

總會章程與地方教會法規之修正案
必須經過那個會表決通過後才生
效？

12 總會 傳教師
會

長執會 台福傳教師之聘書是由那個單位核
發呢？

13 申請者
本人

主任牧
師

所屬教
會長執
會

台福教會牧師之按立申請是由誰向
所屬區會或總會人事委員會提出？

Ⅱ選擇題  請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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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一年以
上

六個月
以上

不論離
開多
久

傳教師辭離台福教會或機構後，若
要回台福教會或機構時，離開多
久的人才須要重新申請加入傳教師
會？

15 督導牧
師

駐堂牧
師

囑託牧
師

地方教會若無主任牧師或代理主任
牧師時，總會必須選派那樣牧師協
助地方教會長執會、聘牧委員會、
聖餐與洗禮等教會重要事工？

16 兩成
(20%)

三成
(30%)

四成
(40%)

地方教會如要向總會申請姊妹教會
建堂補助款時，其教會必須先自己
存有(不包括私人貸款) 建堂總經費
的幾成儲備款？

17 聘書 
 
 
 

請書 「職求
人」廣
告

台福教會的信徒傳道師必先修完所
規定的36學分裝備課程，完成台福
信徒傳道師實習規定，並獲得擬往
事奉的教會或機構的何樣文件才能
申請按立？

18 2015 2020 2025 台福台灣宣教中心的 「100-10,000
」在台灣的宣教植堂目標何年要達
成？

19 總委會 
 
 
 

區審查
委員
會

總會人
事委員
會

台福教會傳教師按牧申請，其審核
過程由「區審查委員會」到「總
會人事委員會」到「總委會」而確
定。因此，地方教會要安排「按牧
感恩禮拜」的日期時，必須等候那
個會的審查結果，通知確定後才能
安排？

20 兩位 三位 四位 區會裡必須至少要有幾位以上的主
任牧師才能組成「按牧審查委員
會」，受理按牧審查呢 ？

21 可以 不可以 台福尚
無明確
立場

凡是清楚蒙召、具備屬靈恩賜，且
為教會正式認可的女性，可否被選
立為台福教會長老、按立為台福教
會牧師、或擔任台福教會主任牧師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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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必須遵

守
隨意遵
守

只作參
考

台福教會的傳教師對於台福基督教
會的章程、法規、規則、台福基督
教會的信仰告白及牧會理念等，應
有的態度是甚麼呢 ？ 

23 所有成
人(包
括青
年)

成人扣
除青
年

所有成
人與兒
童

台福總會對於台福地方教會建堂互
助金的計算公式是：「以各教會最
近一季的『平均總人數』乘以「每
人應付額 」(目前規定額是每人美
金12元) 來計算。」 公式中的「平
均總人數」指的是：

24 該教會
的小會
主席

該教會
的督導
牧師

總會的
總幹
事

未按立的台福傳教師，須獲得誰的
許可才能在台福地方教會主持教會
聖禮？  

25 牧師室 小會(
如無小
會,依
序由長
執會,  
同工
會)    

和會 台福地方教會設有會員制，會員之
申請必須經過那個單位審核通過
後，才能被接納為會員？

     
⊙ 如需「是非題」及「選擇題」答案，可洽詢台福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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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誕生1
Ⅰ 天國先於教會
A、耶穌所關心的是在人的內心建立神的國

不重生、心裡、心裡

B、天國成員的條件

悔改、悔改、相信、實行

C、 組織的必然性

揀選、選出、管理、祈禱、傳道、方法、更有效

Ⅱ耶路撒冷教會
A、歷史性的五旬節

主的門徒、弟兄

B、人數的擴張

祭司、一百二十名、三千人、得救的人、五千、連男帶女

C、地域的擴張

撒瑪利亞、撒瑪利亞、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大馬色、呂大、

約帕、腓尼基、居比路、安提阿、廣傳

Ⅲ 安提阿教會
A、基督徒稱號的來源

基督徒、安提阿

Ⅳ 烽火中的教會 (64-313 A.D.)
C、使徒的殉道

雅各、彼得、保羅、約翰、拔摩

D、逼迫中的安慰

有福了、天國、賞賜、苦難、放心、苦楚、榮耀、苦楚、 榮耀、 受
苦、羞恥、至死忠心、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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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初代教會的兩項發展
A、異端邪說興起

新約正典、使徒信經

B、教會制度的興起

使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