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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欧文（Owen）、
加尔文（Calvin）、
约拿单（Jonathan）
和梅根凯丽（Meghan Callie），

愿你们爱教会，就像基督爱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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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序
初期教会的信条和十六、十七世纪改革宗教会的信仰告白皆是丰盛珍贵的神学资
源，它们总结了圣经的基本教训，以深刻、便于记忆的方式宣明圣经教义，同时在神百姓
的思想牧养与心灵牧养上提供指南。尽管如此，二十一世纪的读者拿起这些资料时，仍然
可能对有些内容感到困惑、误解或是觉得与教会不相干。
改革宗信仰告白神学丛书旨在从四个视角澄清一些与信仰告白相关的问题。首先，
它从 文本 视角看待信仰告白的相关问题，探索这些资料本身以及写作背景的多样性、文
本发展与语言发展问题。其次，本丛书从 历史 视角看待信仰告白的相关问题，探索能给
这些问题带来光照的社会史及思想史。第三，本丛书从 神学 视角看待信仰告白的相关问
题，探索这些资料写作时代与当今时代信仰告白神学的内在与外在相关问题。第四，本丛
书从 牧会 角度看待信仰告白相关问题，探索牧养上对特定教义的迫切需要，以及导致信
仰告白出现争议的原因。
如此探索我们这丰富深刻的属灵遗产，终极目标是：“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
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歌罗西书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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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十九世纪，美国长老会牧师斯图尔特·罗宾逊（Stuart Robinson）写了一本名为
《神的教会——福音的本质要素》（The Church of God as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the Gospel）的书。1 按着我们现代的信仰风气，很多人宣称自己信基督，却几乎不去教
会，罗宾逊的书光是书名就冒着失去读者的风险。然而早在两个世纪以前，清教徒神学家
威廉·帕金斯（William Perkins）就先于罗宾逊宣称地上的教会是“神的城的郊外、天
堂的入口，因此进入天堂必须通过并藉着教会。”2 更重要的是，使徒保罗称教会为在上
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加拉太书 4：26）。如同人们世纪以来的疑问，现在也是
时候问一问当下的教会实践是否与圣经描绘的图景相符。
因此，本书旨在解释、检验并应用威斯敏斯德信条的这一声明：“有形教会在福音
下是大公的、普世的（不像过去在律法之下时局限于一个国家），包含世上一切认信真信
仰的人及他们的儿女，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度、神的家；在有形教会之外，通常没有得救的
可能”（第二十五章第二节）。我将主要关注最后一句，这句话表示在有形教会之外，
“通常没有得救的可能”。
这一主张引出三个重要问题，第一，这一表述是什么意思？第二，它合乎圣经吗？
第三，为什么它很重要？第一个问题要求我们审视这一表述的历史和背景，第二个问题要
求我们在神话语的光照下仔细检验这句话，最后一个问题询问的是论到我们在圣经里找到
的有形教会的重要性，我们当做什么？此外，这三个问题还要求我们在历史神学、圣经神
学、系统神学和实践神学的光照下探索真相。研究教会史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信仰先辈们是

1

斯图尔特·罗兵逊（Stuart Robinson）与托马斯·派克（Thomas E. Peck），《神的教会——福音的本
质要素:观念、结构与功能；四部论述；包含有长老会教会体制更重要特征的附录，历史顺序与示例；同时
包含派克所著罗宾逊传记》（The Church of God as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the Gospel: And the
Idea,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Thereof; a Discourse in Four Parts; with an Appendix,
Containing the More Important Symbols of Presbyterian Church Government, Historically
Arranged and Illustrated: Also Including Peck’s Life of Robinson）,宾夕法尼亚州威洛格罗夫
（Willow Grove）正统长老会基督教教育委员会 2009 年发行。
2

威廉·帕金斯（William Perkins），《警告末世的偶像崇拜，关于信仰或神圣敬拜的教导》（A
Warning Against the Idolatrie of the Last Times and an Instruction Touching Religious, or
Divine Worship）,剑桥出版社（Cambridge）1601 年出版，第 1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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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圣经的，这也常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明白圣经。圣经依然是我们基督徒信心与行
为的根基，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应用圣经，哪怕是圣经也帮不了我们。
本书第一部分会探讨“在教会之外通常没有得救的可能”这一著名表述的起源与用
法。除非我们首先理解了一个表述的含义，否则很难衡量它正确与否。这一表述起源于初
期教会并延续到中世纪教会，然而本书的篇幅不允许我对这一背景加以详谈。因此，本书
第一部分的主要历史任务在于提供一个改教后的教会如何应用这一表述的概览，以及教会
是如何将它发展成为威斯敏斯德信条 25 章 2 节的表达形态。总体说来，改革宗教会采用
一种发展出来的观念区分教会在何等意义上对于救恩是必要的，那就是教会存在无形和有
形的方面。最终，他们得出结论，身为无形教会的一员对于得救是绝对必要的，而身为有
形教会的一员则只在通常意义上如此。本书试图解释这些词语在其背景下具有什么含义，
以及我们今日应当如何理解它们。尽管本书的重点在于威斯敏斯德信条所强调的有形教会
的必要性，本书也将涉及比利时信条的类似表述。
本书第二部分从事的是庇哩亚人查考圣经之举，为要看看这些教导是与不是。如果
我不相信威斯敏斯德信条 25 章 2 节的内容是圣经本身的教导，我便不会写这本书了。理
解有形教会之必要性的根本问题在于圣经是如何区分和关联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的，我们
需要重点关注这一更广阔的问题，才能找到本书所针对的问题的答案。本书将沿着旧约脉
络探寻教会论的教义，割礼在旧约是一个标记，表明有形教会有着无形的方面，并非所有
旧约教会的人都归属其中。接着会看新约，新约使这些区分更加清晰。在我们审视了割礼
与旧约有形教会的关系后，将察看使徒行传中教会的扩张以及洗礼在有形教会人数增添上
的功能。我将简短探讨割礼与洗礼的关系，证明洗礼取代了割礼成为加入有形教会的媒
介。接着本书将转而探讨新约中的无形教会观，主要是基于保罗的罗马书，透过探讨有形
教会和无形教会的区别来察看背教这一牧养问题。本书的结论是割礼与洗礼表明了辨别教
会有形与无形方面的必要性，向我们证明终极意义上不能将两者割裂，它们在呼召人信基
督得救上皆有其各自的必要性。
本书第三部分篇幅最小，同时也最重要。它直接将有形教会与无形教会的关系应用
在“有形教会对于得救通常是必要的”这一观念上。我将论证有形教会在两种意义上通常
是必要的，带领人到救恩面前需要必要的媒介和手段，以及人的得救必须要藉着神的训
诫。这一部分的应用比本书其他部分更加尖锐，然而如此应用离不开对圣经关于教会属性
9

广阔教导的理解。我最终要证明，有形教会对于得救通常是必要的，因为基督对于救恩是
必要的，而基督选择透过教会呼召祂的百姓归向自己。
本书最后得出结论，教会实在是福音的一个本质要素；我们应当爱基督的教会，因
为我们爱教会的基督；基督是教会的建立者，是教会的元首。如托马斯·曼顿（Thomas
Manton）所言：“教会的元首是基督珍爱的称号，仅次于神的儿子。”3 尽管教会不是救
主，它却将我们带向救主；教会也是基督救赎工作的对象。愿天父透过圣灵、藉着这一避
难方舟，将我们带到基督里的天家。

3

托马斯·曼顿（Thomas Manton），《托马斯·曼顿全集》（The Complete Works），伦敦奈斯比特
（Nisbet）出版社 1870 年出版，第 17 章，第 3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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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历史

威斯敏斯德信条 25 章 2 节是什么意思？
你有没有经历过鸡同鸭讲的对话？例如，没准你因跟某个朋友探讨“自由意志”而
郁闷，因为你们对这一问题的视角实在差异太大，一方声称人类有责任做决定，另一方主
张人是罪的奴仆，圣灵必须使他们相信基督；一方热心捍卫人的责任，另一方急切维护神
的主权。两个教义都合乎圣经，问题在于二者如何关联。然而如果不一致的根基问题在于
没有任何一方清楚定义他们口中的“自由意志”具体是什么含义呢？不把概念定义清楚就
纠缠在争论中，就像在跑步机而不是操场上跑步：不管你跑得多快，都在原地踏步。
同样的道理，在我们表示拒绝或捍卫之前，必须首先定义清楚“在有形教会之外，
通常没有得救的可能”到底是什么意思。尽管今日教会仍然使用威斯敏斯德信条，它却写
于将近四百年前。时间并不能使它的教导不再合乎圣经，或对今日教会不再有用，然而时
间的确意味着，在我们赞同或不赞同之前，进行一些历史挖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讨
论的内容。我希望向你们展示这一表述的宗教改革与改教后的历史背景，它在威斯敏斯德
信条中的含义，以及它在十七世纪诸多背景下的释义与应用，以解释它出自何处、威斯敏
斯德大会又是如何进一步发展它的用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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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宗教改革与早期改教背景
世纪以来，基督徒否认有形教会之外有救恩。要理解威斯敏斯德信条这一主张的用
法与价值，必须首先采用一种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本章讲述的历史背景将简短论及初期教
会这一表述的起源，它在新教改革中的用法，以及到威斯敏斯德大会时的进一步修正。
此外，如果不理解教会有形和无形方面的区别，就不可能理解有形教会的必要性。
这一主题要求解释改革宗关于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的描述，因为这个区别正是威斯敏斯德
大会的神学家们采纳并修正早期教会这一表述的主要工具。因此，这一章将察看海因里
希·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 1504-1575）、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威廉·埃姆斯（William Ames，1576-1633）、比利时信条（Belgic Confession
of Faith, 1561）以及撒迦利亚·伍西（Zacharias Ursinus, 1534-1584）在教会论上的
解释。

海因里希·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
海因里希·布林格对“教会之外无救恩”这一表述的早期发展与改教立场做了总
结。布林格在加尔文之前归正，并且比加尔文活得更久，这使得布林格不但是改教时期的
一个领军人物，也是通往第二代改革宗神学的过渡型人物。1 他写了一本经久不衰的系统
神学专著，名为《讲道集》（Decades），包含五套每套十篇的讲道集，每一篇都成为世
纪以来神学教育的范本。他还写了第二瑞士信条（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今日
还有一些改革宗教会使用这一信条。
《讲道集》以论述使徒信经开始，其中包含一个关于教会的简短声明。其他诸如阿
曼都斯·波兰纽斯（Amandus Polanus, 1561-1610）和赫曼·费济世（Herman Witsius,

1

例如参阅丹尼尔·蒂姆曼（Daniël Timmerman）《海因里希·布林格论预言及先知职分》（Heinrich
Bullinger on Prophecy and the Prophetic Office，1523-1538）的开头章节，改革宗历史神学，哥廷根
（Göttingen）凡德霍克与瑞普特（Vandenhoeck & Ruprecht）出版社 2015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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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6-1708）这样的改革宗神学家主张，使徒信经包含了基督信仰的一切必要教义。2 在
对使徒信经的简短论述中，布林格将教会对于救恩必要性的起源与发展跟“有形和无形教
会”的区别关联起来。
布林格主张，立定了对三一神的信仰后，使徒信经有关教会的部分描绘了信仰的果
子、能力、影响与结果。3 按照他的观点，这一部分主要跟与神和圣徒的团契有关。4 他
接着说，我们必不要说我们信（we believe “in”）神圣大公教会，因为教会并非信心
的对象，而要说我们相信神圣大公教会是基督教教义的一个必要重点。5 他引用早期教父
居普良（Cyprian）的话，居普良主张“in”表明了创造主与被造物之间的区别。6 布林
格对居普良的引用很关键，因为居普良是公认的创造“extra ecclesiam nulla salus”
这一表述的鼻祖，即拉丁文的“教会之外无救恩”。居普良这么说显然指的是基督在地上
由合法主教领导的有形身体只能有一个。7 与居普良同时代的人，例如奥古斯丁，虽然在
教会与世界之间作了清楚的区分，甚至承认地上的教会可能包含假冒伪善的成员，然而却
并未在有形和无形教会间作出区分。布林格只想表明，与十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不同，基
督徒不当像信神一样信教会，他主张教会尽管很重要，却不是信心的对象，即使是居普良
也赞同这一区分。
基于同样目的引用奥古斯丁之后，布林格转向中世纪的证据。8 他的主要证据来自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后者主张只有当我们的意思是我们相信使教会成圣的
圣灵时，我们才能说我们信（believe in）教会，最好只是简单地说我们相信
2

阿曼都斯·波兰纽斯（Amandus Polanus），《阿曼都斯·波兰纽斯基督教系统神学》（Syntagma
eologiae Christianae Ab Amando Polano a Polansdorf: Juxta Leges Ordinis Methodici
Conformatum, Atque in Libros Decem Digestum Jamque Demum in Unum Volumen Compactum, Novissime
Emendatum）,汉诺伊（Hanoviae）1610 年出版；赫曼·费济世（Herman Witsius）,《论使徒信经》
（Sacred Dissertations：On the Apostles’ Creed），唐纳德·弗雷泽（Donald Fraser）翻译，共两
卷，大急流城（Grand Rapids）改教传承出版社（Reformation Heritage Books）2010 年出版。
3

海因里希·布林格，《亨利·布林格讲道集》(The Decades of Henry Bullinger)，剑桥大学出版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49 年出版，第一章，第 157 页。
4

布林格，《讲道集》，第一章，第 158 页。

5

布林格，《讲道集》，第一章，第 158 页。

6

布林格，《讲道集》，第一章，第 159 页。

7

罗伯特·雷蒙德（Robert L. Reymond），《基督教信仰新系统神学》（A New Systematic Theology of
the Christian Faith），纳什维尔（Nashville）托马斯尼尔森（Thomas Nelson）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第 838 页。
8

布林格，《讲道集》，第一章，159-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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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ve）教会。9 布林格的引用效法了传统的改革宗实践，即在教会史上寻找自己教
训的先例，以证明自己的教导并非标新立异。10 对本书而言，这表明改革宗采用教会之外
无救恩的主张，并非将教会抬高成为信心的对象，那会使得教会与三一神居于同等地位。
教会的必要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定义，布林格将教会定义为“一切认信基督圣
名之人的集合、相交、堂会、群体或团契。”11 教会是大公的，存在于历世历代、万国各
地。布林格说教会在地上主要彰显、体现在地方堂会中。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既要在地
上争战，又会在荣耀中得胜。布林格接着引用居普良论到教会公开认信真信仰时的著名表
述总结他的教会观：“唯有在教会中有真信仰，离了神的教会，既没有真理，也没有救
恩。”12 教会与真理之间的关系可以引向救恩、使教会成圣，教会的圣洁同时也是完全
的，这是因着它在基督里的地位，也因它正在向荣耀的完全迈进。13
在诉诸教会有形和无形方面的区别上，布林格不如后来的威斯敏斯德大会那样精
细。他肯定了教会的必要性，从公开认信的角度形容教会。这强调了教会是一个有形的身
体，教会的首要标记是可靠有力的信仰告白。教会当下与基督联合的状态指向了教会与基
督在救恩上的联合，后来的作者们将后者与无形教会关联起来。然而，教会渐进性的成圣
表明了它作为认信基督徒有形集合的不完美。在这种背景下，布林格主张救恩在教会之外
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只能从教会学习真理。

威廉·埃姆斯（William Ames）
威廉·埃姆斯是随后一个可以作为参照点的神学家，帮助我们看到有形与无形教会
的区别是如何更广泛地被接受，这一区别又是如何使“教会之外无救恩”的概念更加精

9

布林格，《讲道集》，第一章，第 160 页。

10

让·路易斯·康坦（Jean-Louis Quantin），《英格兰教会与基督教遗产：17 世纪信仰告白体的构成》
(The Church of England and Christian Antiquity: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nfessional Identity
th
in the 17 Century)，牛津（Oxford）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年出版。
11

布林格，《讲道集》，第一章，第 161 页。

12

布林格，《讲道集》，第一章，第 162 页。

13

布林格，《讲道集》，第一章，第 162-1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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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埃姆斯是早期正统时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杰出英国神学家14，他写的《神学精华》
（Medulla Theologiae, 或 Marrow of Theology）简明扼要地总结了改革宗教义，具有
广泛深远的影响。埃姆斯生于布林格逝世一年后，因此成为早期改革宗神学的总结型人
物。埃姆斯为我们理解教会必要性的不同观点提供了背景，帮助我们看到埃姆斯之前和布
林格之后的作者们在改革宗教会论的发展上处于什么位置。
埃姆斯将教会论放在救恩的成就与应用之间，就是基督成就的救恩，以及它透过指
定方式在选民身上的实施。威斯敏斯德大要理问答同样体现了这一早期结构，采用教会论
来介绍救恩的实施；有所不同的是，称义、收养、成圣和得荣耀出现在教会论之后而非之
前。位于埃姆斯和威斯敏斯德大会之间的作者们——例如波兰纽斯（Polanus）和约翰内
斯·沃里纽（Johannes Wollebius, 1589-1629），15 以与威斯敏斯德要理问答更相似的
方式重新组织了埃姆斯的论点，包括将神学体系分为两个部分：关于神人当信什么，以及
神要求人履行怎样的义务。16 埃姆斯的论述明显包括教会的有形和无形之分以及无形教会
的首要性，他在《神学精华》第 31 章介绍了“奥秘的”教会，而 32 章以“设立的教会”
总结全景。
埃姆斯根据以弗所书 5：25-27 这样的经文主张，我们必须首先从教会与基督在救恩
上联合的角度定义教会。17 教会这一身体包含所有已经或将要被圣灵呼召的选民，因为教
会的名称正是从这一呼召而来。18 按照埃姆斯的观点，教会是在基督里、与基督相交的信
14

基思·司庞哲（Keith L. Sprunger），《博学之士威廉·埃姆斯：英美清教主义的荷兰背景》（The
Learned Doctor William Ames: Dutch Backgrounds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Puritanism），伊利诺伊
州乌尔班纳市（Urbana）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2 年出版。
15

波兰纽斯（Polanus），《基督教系统神学》（Syntagma Theologiae Christianae）；约翰内斯·沃里
纽（Johannes Wollebius），《基督教神学概论》（Compendium Theologiae Christianae, Editio
Ultima Prioribus Multo Correctior），第九修订版，坎特桥（Cantabrigiae）1655 年出版。
16

这一神学主题二分法就是所谓的拉姆斯体系（Ramism），以法国改革宗神学家佩特鲁斯·拉姆斯
（Petrus Ramus, 1515-1572）命名。拉姆斯发展出了一套将主题一分为二的逻辑体系，这个过程被称为分
叉论，是威斯敏斯德大小要理问答明显采用的结构。关于拉姆斯，参阅马丁·克劳伯（Martin I.
Klauber）编辑的《法国改革宗教会神学：从亨利四世到南特赦令的撤回》（The Theology of the French
Reformed Churches: From Henri IV to the Revocation of the Edict of Nantes），改革宗历史神学研
究，大急流城改教传承出版社（Reformation Heritage Books）2014 年出版；以及赛德胡思（H. J.
Selderhuis）编辑的《改革宗正教入门》（A Companion to Reformed Orthodoxy），莱顿（Leiden）布里
尔出版社（Brill）2013 年出版。
17

威廉·埃姆斯（William Ames），《神学精华》（The Marrow of Theology），约翰·乌什顿（John D.
Eusden）译，大急流城贝克出版社（Baker）1997 年出版，第 175 页。
18

埃姆斯，《神学精华》，第 1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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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的集合，19 而与基督联合又反过来产生所有透过信心连接于基督之人的联合与相交。如
同布林格一样，埃姆斯主张教会的大公性本质上与它对真信仰的认信连结在一起。20
按照埃姆斯的观点，有形与无形教会的区别更多适用于争战的教会，甚于得胜的教
会。21 无形性指向教会的内在形态（本质），而有形性则标志着教会的外在形态（外
征）。22 在保持教会整体性的同时，埃姆斯补充了一个重要观点：人加入有形教会和无形
教会的方式有所不同。后者要求与基督在救恩上联合，这对于他人而言终究是不可见的；
而前者要求的是以外在的信仰告白表达假设的内在信心。23 埃姆斯将整体的有形地方教会
与只包含真信徒的无形教会区分开来，真信徒存在于有形教会中，但并不与有形教会等
同。未重生之人尽管在“内在与本质状态”上不属于教会——终极意义上这对于神是显明
的，但他们仍然是有形教会的成员。24 有形教会是藉着神的命令存在，而无形教会则藉由
神直接的作为存在。25 那些不属于无形教会的人不能得救，然而埃姆斯也强调，那些“有
机会”加入有形教会却顽固地无视这种机会的人，“几乎无法被算作真信徒”。26 埃姆斯
没有引用居普良关于教会必要性的著名格言，然而，他的论点暗示了有形教会的成员范畴
比无形教会要大；并且他这么处理并未否定教会的合一性。加入无形教会是绝对必要的，
而加入有形教会在一些机会匮乏的情况下却有可能无法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宗神学里，教会的有形和无形方面并不意味着两个分开的教
会，而是一个教会的两种属性。27 正如人包含身体和灵魂，教会也包含有形和无形两个方
面。28 按照埃姆斯的观点，归属于无形教会对于得救而言是绝对必要的，尽管这通常是透
过有形教会的事工得以实现。尽管改革宗的作者经常提到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他们却一

19

埃姆斯，《神学精华》，第 176 页。

20

埃姆斯，《神学精华》，第 177 页。

21

埃姆斯，《神学精华》，第 177 页。

22

埃姆斯，《神学精华》，第 177 页。

23

埃姆斯，《神学精华》，177-178 页。

24

埃姆斯，《神学精华》，第 177 页。

25

埃姆斯，《神学精华》，第 180 页。

26

埃姆斯，《神学精华》，第 181 页。

27

埃姆斯，《神学精华》，177-178 页。

28

法兰西斯·杜仁田（Francis Turretin），《辩论神学要义》（Institutes of Elenctic Theology），
雅各·丹尼森（James T. Dennison）编辑，乔治·马斯格雷夫·吉格（George Musgrave Giger）翻译，
新泽西州菲利斯普堡（Phillipsburg）P&R 出版社（P&R）1992 年出版，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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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主张这些词代表一个教会的两个方面。因着这种一致的肯定，我才经常在本书使用“有
形教会”和“无形教会”的表述。

比利时信条
早期改革宗神学中，埃姆斯和稍后的作者们采用的区分并不总是那么整齐划一。例
如，比利时信条（1561）将教会定义为“一个真基督徒的圣洁集会，全都盼望他们在耶稣
基督里的救恩，被基督宝血洗净，被圣灵成圣、从圣灵领受凭证”（第 27 条）。第 28 条
明确采纳了居普良关于教会必要性的表述：“我们相信，既然这圣洁集会是所有得救之人
的大会，并且在它之外没有救恩……那么所有人都有责任加入它、与它联合。”第 29 条
接着主张未重生之人“不属于教会，尽管外在地存在于教会之内。”哪怕教会算他们为会
员，这一点也成立。
在这一早期改革宗信条中，有形和无形教会之间的区别并不存在。这一事实造成了
一些信条没有解决的实际难题，例如，信徒如何加入只包含重生之人的有形教会呢？既然
他们已经透过与基督在救恩上联合归属其中？另一个相关问题是，这一有形教会的标记如
何能与内在与基督在救恩上联合有所不同？比利时信条关于教会的描述一方面类似于布林
格所强调的，即教会的有形性体现在它对真信仰的认信上，同时又采用了埃姆斯将教会本
质与其无形方面关联起来的处理方法。这一信条中缺少对于教会有形和无形方面的区分，
使得它很难清楚表达教会到底在哪个方面对于救恩是必要的。尽管看起来教会对于救恩是
必要的，因为教会包含了与基督联合的选民，然而以诸如圣道、圣礼和惩戒这样的外在记
号作为教会的特征，以此劝勉人加入这一教会，导致的却是实践上的含糊不清。

加尔文
尽管比利时信条在教会的有形和无形方面上有些模糊不明，它的教导本质上却与威
斯敏斯德大会添加的澄清声明保持一致。加尔文将这一兼容性描述得很好，他对比利时信
条作者的影响是立时且巨大的。29 如同布林格与许多人一样，加尔文在他的教会论上也仿
29

论到加尔文对比利时信条的影响，参阅尼古拉斯·亨德里克·古德斯（Nicolaas Hendrik Gootjes）的
《比利时信条：历史与来源》（The Belgic Confession: Its History and Sources）,大急流城贝克学术
出版社（Baker Academic）2007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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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使徒信经的顺序。他提醒说，尽管他主要是想探讨有形教会，信条却包含无形教会，也
就是所有选民的集合。30 同样类似布林格的还有，加尔文也引用居普良和奥古斯丁的观
点，主张不采用“我信（believe in）”教会的表述，而仅仅说相信教会（believing
the church）。他主张无形教会的成员隐藏于神对选民的旨意中，这是教会的首要方面；
而在有形教会中，真信徒总是与假冒伪善者混杂一起。31 既然我们常常无法区分教会里的
选民和灭亡之子，加尔文主张我们必须主要透过教会的外在记号判断有形教会。32
加尔文相信，居普良关于教会必要性的表述指的是有形教会，后来的威斯敏斯德信
条在这个意义上采用了加尔文对这一表述的用法。加尔文主张有形教会是信徒的“母
亲”，他说：“离开她的怀抱，人无法期盼任何赦罪或救恩。”33 这么说的主要原因在
于：基督将圣道事工交给教会，而基督透过圣道的传讲呼召人进入救恩。34 加尔文以绝对
的口吻阐明有形教会的必要性，这是建立在圣道对于救恩之必要性的观点上，而圣道又与
有形教会密不可分。35 尽管对于归属无形教会而言，有效的恩召和与基督在救恩上的联合
必不可少，归属有形教会却是藉着人的信仰告白以及透过基督对神的敬拜。36 然而在有形
教会中，假冒伪善者总是伴随真信徒一同出现。加尔文总结说，既然只有神知道无形教会
的成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加入有形教会。37 真教会的标记使得信徒能够辨认有形教会而非
无形教会。38 尽管重生之人因着与基督联合，无法从无形教会分离出去，他们必须当心不
要因着不正当的原因离开一间有形教会。39 加尔文在教会论第一章余下部分对信条的重点
加以扩展，论述了教会的圣洁、教会的权柄、罪得赦免，以及背教之后的悔改问题。

30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约翰·麦克尼尔（John T.
McNeill）编辑，福特·路易斯·巴特尔斯（Ford Lewis Battles）翻译，费城威斯敏斯德出版社
(Westminster Press)1960 年出版，4.1.2。
31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4.1.2。

32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4.1.3。

33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4.3.4。

34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4.1.5。

35

关于这些加尔文思想原则的清楚论述，参阅罗纳德·华莱士（Ronald S. Wallace）的《加尔文论圣道与
圣礼》（Calvin’s Doctrine of the Word and Sacrament），大急流城艾德蒙出版社（Eerdmans）1957
年出版。
36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4.1.7。

37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4.1.7。

38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4.1.8-13。

39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4.1.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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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来说，在加入教会对于救恩的绝对必要性上，加尔文使用了居普良的语言，并
明确将这种语言应用于有形教会。然而，作为比利时信条和埃姆斯这样的作者的先驱，他
同时暗示了教会的有形和无形方面对于救恩具有同等必要性，尽管强调的重点最终落在有
形教会的必要性上。按着他的观点，加入有形教会对于救恩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讲道这项
既是救恩主要媒介又是教会主要标记的事工，与教会具有密不可分的捆绑性。这就使得重
生和与基督联合成为加入无形教会的条件，认信基督并参加崇拜成为加入有形教会的条
件。尽管加尔文以绝对的口吻论及加入教会的两个方面的必要性，他的解释仍然解决了比
利时信条没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然而，他对比利时信条作者清楚直接的影响，应当足以让
我们假设这两者是兼容一致的。

撒迦利亚·伍西（Zacharias Ursinus）
撒迦利亚·伍西是海德堡要理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的主要作者，他对教
会必要性的论述是在教会有形和无形属性的概念下进行，清晰而直观。40 如同布林格、加
尔文、埃姆斯和海德堡要理问答一样，他的教会论也是按照使徒信经的顺序，位居救恩的
应用与实施下面。41
如同加尔文一样，伍西也主张同时归属于教会的两个方面是绝对必要的，他也将加
入有形教会的必要性建立在圣道事工与教会的不可分割性上。42 对于伍西来说，教会整体

40

关于伍西与海德堡要理问答，参阅史派克（W. van’t Spijker）《教会的安慰之书》（The Church’s
Book of Comfort）中关于作者的部分，大急流城改教传承出版社（Reformation Heritage Books）2008 年
出版；乔恩·佩恩（Jon D. Payne）与塞巴斯蒂安·海科（Sebastian Heck）编辑的《值得教导的信仰：
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经久传承》（A Faith Worth Teaching: The Heidelberg Catechism’s Enduring
Heritage），大急流城改教传承出版社 2013 年出版；凯拉·爱派罗·柏世曼（Karla Apperloo-Boersma）
与赛德胡思（Selderhuis）编辑的《信仰的力量：海德堡要理问答 450 年》（Power of Faith: 450 Years
of the Heidelberg Catechism），哥廷根（Göttingen）凡德霍克与瑞普特（Vandenhoeck & Ruprecht）
出版社 2013 年出版。
41

埃姆斯还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海德要要理问答的拉丁文讲道，参阅英文译本，威廉·埃姆斯（William
Ames），《基督徒要理问答概览》（A Sketch of the Christian’s Catechism），大急流城改教传承出
版社（Reformation Heritage Books）2008 年出版。
42

撒迦利亚·伍西（Zacharias Ursinus），《撒迦利亚·伍西博士海德堡要理问答注释》（The
Commentary of Dr. Zacharias Ursinus on the Heidelberg Catechism）,新泽西州菲利斯普堡
（Phillipsburg）P&R 出版社（P&R）1985 年出版，第 286 页。注意该译本译自的拉丁文原作是伍西后期修
订的一个版本，全书贯穿着大卫·帕里纽（David Pareus, 1548-1622）的评论。为了英文读者的方便，我
采用了这个版本而非拉丁文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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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争战的，又是得胜的，并且争战的教会分为有形和无形两个方面。43 他首先将教会与
包含有所有选民的无形教会连接起来，主张这是使徒信经中“教会”一词的主要含义。与
我们接下来将要看到的一些观点有所不同，伍西主张假冒伪善者也是有形教会的真成员，
因为他们认同正统的教义，又外在遵行教会的仪式。44 与之相对的是，无形教会的成员仅
仅是那些重生且同时“归属于有形教会”的人。教会之所以无形，不是因为它的成员是无
形不可见的，而是因为使他们成为成员的那些内在实际只有神和他们自己才能看见。45 伍
西主张教会的有形和无形方面都是大公或普世的。46 尽管他与比利时信条大致处于同一时
代，他对教会有形和无形方面区别的论述，却移除了因缺乏这种区别而导致的实践难题。
伍西的教会论整体上体现了改革宗教会论发展的重要方面，而他在该部分最后一段
所写的内容最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对于教会必要性的观念。他从两个原因肯定了“没有人能
在教会之外得救”。47 首先，因为教会之外无救恩。其次，因为神既预定了选民的结局，
又决定了呼召选民进入救恩的媒介。伍西总结道：“因此，尽管选民并不总是有形教会的
成员，他们死之前都加入了有形教会。”48 如同加尔文一样，伍西也认为加入有形和无形
教会对于救恩而言都是绝对必要的，49 选民无一例外会在死之前成为有形教会的一员。之
所以有如此绝对的主张，是因为基督唯独透过圣道的传讲临到选民，而圣道的传讲是祂交
托给教会的使命。

结论
以上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得出一些初步结论，预备我们理解威斯敏斯德信条对于教会
必要性的表述。首先，改革宗传统整体上采用了居普良关于教会必要性论点的某些形态。
其次，对这一论点的用法随着教会有形和无形方面的区别这一概念的发展逐渐成形。第
三，以布林格为代表的一些人侧重强调有形教会，而其他如比利时信条那样的立场则青睐

43

伍西，《撒迦利亚·伍西博士海德堡要理问答注释》，第 286 页。

44

伍西，《撒迦利亚·伍西博士海德堡要理问答注释》，第 287 页。

45

伍西，《撒迦利亚·伍西博士海德堡要理问答注释》，第 287 页。

46

伍西，《撒迦利亚·伍西博士海德堡要理问答注释》，第 287 页。

47

伍西，《撒迦利亚·伍西博士海德堡要理问答注释》，第 292 页。

48

伍西，《撒迦利亚·伍西博士海德堡要理问答注释》，292-293 页。

49

伍西，《撒迦利亚·伍西博士海德堡要理问答注释》，第 2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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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教会，然而仍旧存在加尔文和伍西这样的人，他们尽管强调无形教会，却主张同时归
属于教会的有形和无形方面都是绝对必要的。第四，加入有形教会的必要性与圣道的传讲
密不可分。第五，埃姆斯暗示加入有形教会的必要性可能存在偶尔的例外，尽管持续地蔑
视有形教会必然意味着咒诅。神学发展背景下的这种统一而多样的模式，为十七世纪中期
威斯敏斯德信条更加成熟的区分奠定了基础。至此，已经探讨的主题在后面关于圣经教会
论的章节中还会继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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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威斯敏斯德信条及其他
威斯敏斯德大会、信条和要理问答代表着改革宗神学信仰告白的最高、最完全形态
之一，它既有着从超过一百年的改革宗信仰告白中汲取精华的优势，又拥有大量同时代神
学文献，此外还有大约 150 名当时英格兰和苏格兰最杰出的牧师成员。在这样的优势下，
威斯敏斯德信经不仅在今日仍然实用，而且是站在改革宗神学发展的顶峰去理解教会论的
一个理想媒介。
威斯敏斯德信条强调加入有形教会对于救恩是必要的，没有例外，然而尽管它对有
形教会必要性的主张十分强烈，所用的措辞却不那么绝对。这有效地将居普良的著名论点
分为两部分去看待改革宗教会论，整体概念于是成了：归属于无形教会对于救恩是绝对必
要的，并且大部分情况下，这是发生在有形教会的框架与背景下。
因本书篇幅的缘故，我不得不限制关于历史背景的阐述。我可以将重点放在威斯敏
斯德神学家们的写作上，以便解释信条中关于教会的主张。又或者，我可以介绍改革宗教
会论的整体脉络，将威斯敏斯德信条的教会论放在这一整体脉络下去看，就好像是由一位
改革宗作者写成。因着篇幅所限，我不得不做出选择，我决定将威斯敏斯德信条放在改革
宗神学的整体脉络下去看，我相信这是理解信条教会论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尽管仔细察
看威斯敏斯德大会成员在这一问题上的写作定是有价值的，本章却将主要关注信条本身的
语言，就是在大要理问答中进一步扩展并论述的。检验了威斯敏斯德文献之后，本章余下
部分将探讨大会之后改革宗作者们是如何在不同背景下解释教会的必要性的。

威斯敏斯德信条论教会的必要性
威斯敏斯德大会认同归属教会的有形和无形方面必然存在区别，二十五章的前两段
从有形和无形方面对教会下了定义。第一段说无形教会“包含所有选民”1，它是“大

1

“大公或普世教会——即无形教会，包含所有选民，就是那些已经、正在或将要被召聚、合而为一归入
基督这教会元首的人。教会是基督的新妇、身体和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威斯敏斯德信条 25 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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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或普世的，因为它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基督作为教会的元首，被形容为教会大公
性或合一性的本源或根基。无形教会首先在这一意义上出现，因为它呼应了神拣选的教
义。如我们在上面所见，这一主张吻合绝大多数的标准改革宗教会论。然而，尽管有些改
革宗作者将无形教会成员限定为蒙受了有效恩召的选民，威斯敏斯德信条却将所有选民囊
括在内，不管已经蒙召与否。
第二段强调无形教会也是“大公或普世的”，以此介绍无形教会。2 如果无形教会
的大公性主要存在于它的超越时间上，那么有形教会的大公性就主要存在于它超越国家界
限上。尽管归属无形教会的条件是神的拣选，归属有形教会的条件却要么是外在对真信仰
的认信，要么是作为一方或双方信主父母的儿女。3 形容有形教会是基督的国度、神的家
之后，信条总结说，在教会之外“通常没有得救的可能”。将教会形容为基督的国度、神
的家，似乎与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与新郎这样的图景有所不同，后面的描述指向与基督在救
恩上的联合，而前面的描述并不具有这种指向。
威斯敏斯德大要理问答帮助解释了为什么信条将有形教会当做救恩的通常必要媒
介，与信条相比，大要理问答从有形教会开始，接着转而论述无形教会（第 62-65 问）。
如上所说，这是效仿了早期作者的模式，例如波兰纽斯（Polanus）和沃里纽
（Wollebius）。顺序的转变是因为要理问答的教会论是一个枢纽，将读者从基督与圣约
切换到救恩的应用。基督是在有形教会的背景下透过福音的传讲临到选民，藉着有形教会
的事工，他们成为无形教会的一员。

节）。与威斯敏斯德大要理问答第 64 问对照：“无形教会是所有选民的集合，即那些已经、正在或将要被
召聚归于元首基督并合而为一的人。”
2

“有形教会在福音下是大公的、普世的（不像过去在律法之下时局限于一个国家），包含世上一切认信
真信仰的人及他们的儿女，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度、神的家；在有形教会之外，通常没有得救的可能”（威
斯敏斯德信条 25 章 2 节）。与韦斯敏斯德大要理问答第 62 问对照：“有形教会是由各个时代、世界各地
认信真信仰的人及他们的儿女组成。”
3

当代关于这一原则的简短论述，参阅托马斯·布雷克(Thomas Blake)《出生权：信徒的圣约圣洁与他们
在福音时期的问题，兼论婴儿洗的特权》（The Birth-Privilege: Or, Covenant-Holiness of Believers
and Their Issue in the Time of the Gospel. Together with the Right of Infants to Baptisme），
伦敦 1644 年出版。1689 年的伦敦浸信会信条（London Baptist Confession）绝大部分都是根据威斯敏斯
德与萨伏伊信条（Savoy Confession）所写，然而省略了关于儿童成为教会成员的部分，这也不足为奇。
也许更值得稀奇的是在改革宗神学一致表述的光照下，伦敦浸信会信条还省略了关于教会对于救恩的绝对
必要性的修订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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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到人们如何成为救恩福益的领受者之后（第 58-59 问），第 60 问接着问那些从未
听过福音的人能否得救。答案是：“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人不认识耶稣基督也不相信祂，
他们不能得救，哪怕他们殷勤地照着自然之光或所信的宗教生活为人。因那些事物中没有
救恩，救恩唯独存在于基督里，基督唯独是祂的身体——即教会的救主。”换句话说，聆
听神的圣道是得救的一般必要媒介。在威斯敏斯德信条第 10 章 4 节中，威斯敏斯德神学
家们补充说，认为人可以透过按照自然之光生活而得救、不必从圣道中学习基督，是“非
常有害而当被厌恶的”。另一方面，要理问答说并非所有在有形教会中听到福音的人都会
得救（第 61 问），然而它仍然主张有形教会是人们听见福音的一般媒介，尽管那些没有
能力听见福音的人仍然可以在圣道之外得救，例如那些早逝的蒙拣选的婴孩（威斯敏斯德
信条 10 章 3 节）。大部分情况下，有形教会对于救恩都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圣道事工对
于救恩是必要的，而基督将圣道的传讲托付给教会。
总结来说，威斯敏斯德信条以及大要理问答在教会的必要性上有如下教导。第一，
圣经中的教会主要指无形教会。第二，有形教会的圣道事工是选民蒙召加入无形教会的首
要媒介。第三，通常情况下，如此媒介对于呼召选民进入基督里的救恩是必要的。第四，
这一原则存在非常偶尔的例外，例如那些婴儿期早逝的人，以及那些没有能力听福音的
人。4

威斯敏斯德之外
威斯敏斯德文献中呈现的有形与无形教会的基本区分持续出现在随后的改革宗思想
中，只是带有一些细节差异。我们可以从英国、日内瓦和荷兰各举一个例子，作为观察这
一时期教会必要性这一教义的发展与用法的样本。这些例子描绘了改革宗教会在这一教义
上的大致合一，同时也具有一些差异。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改革宗教会是如何理解
教会必要性的，以便我们可以在圣经的光照下加以衡量。

4

注意信条指的是没有能力听福音的人，而不是那些住在福音未及之地的人。相反观点参阅道格拉斯·凯
利（Douglas F. Kelly）《系统神学第一卷：基于圣经并在教会的光照下理解》（Systematic Theology
Volume One: Grounded in Holy Scripture and Understood in the Light of the Church），罗斯郡
（Ross-shire）费恩（Fearn）良师出版社（Mentor）2008 年出版，210-2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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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欧文（John Owen）：英国会众制（公理会）主义者
约翰欧文（1616-1683）代表着威斯敏斯德大会紧接着的年代里威斯敏斯德信仰告白
在公理会中的发展。他的教导表明英国改革宗作者在有形教会的必要性上具有广泛的合
一，尽管许多作者在教会的治理模式上意见相左。5
欧文在回应分裂教会的指控并为会众制教会辩护时，简短评论了“教会之外无救
恩”这一表述。6 他的声明具有教育意义，因为他是一位重要的英国改革宗正教神学家7，
也是因为他是萨伏伊信仰宣言（Savoy Declaration of Faith, 1658）的主要作者，这一
宣言是有意按照威斯敏斯德信条的内容。8
会众制主义者对教会的定义与威斯敏斯德大会的许多成员存在些微差异，托马
斯·古德温(Thomas Goodwin, 1600-1680)是威斯敏斯德大会成员，也是欧文的朋友与伙
伴，他将教会定义为“圣徒在同一地方的聚会，由一个特殊的圣约形成一个有别的共同
体，为要合宜有序地以基督指定的方式与条例享受与基督持久的团契”9。“同一地
方”、“一个有别的共同体”这样的表述将“教会”一词限定在地方堂会中，因此将长老
制排除在外。这段话中，古德温的“圣徒”指的是重生的人。尽管他承认以拣选和重生作
为接纳人加入有形教会的条件是一件终究不可能的事，他仍然基于会众主义主张教会应当
尽最大可能这么做。尽管十七世纪的改革宗作者们在教会的定义上存在如此差异，他们在
肯定有形教会的必要性上仍然具有大致的一致性。

5

关于不同群体在教会论上的糅杂与复杂性，参阅亨特·鲍威尔（Hunter Powell）《英国新教主义的危
机：1638-1644 清教徒革命中的教会力量》（The Crisis of British Protestantism: Church Power in
the Puritan Revolution 1638-44）,早期现代英国文化与社会，政治，曼彻斯特（Manchester）曼彻斯特
大学出版社（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5 年出版。
6

约翰·欧文（John Owen），《神学博士约翰欧文作品集》（The Works of John Owen, D.D.），威
廉·古德（William H. Goold）编辑，爱丁堡（Edinburgh）约翰斯通与亨特出版社（Johnstone &
Hunter）1850 年出版，15：323-325。
7

凯丽·凯皮克（Kelly M. Kapic）与马克·琼斯（Mark Jones）编辑，《约翰欧文神学艾什盖特导读》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John Owen’s Theology），英国萨里法汉姆（Farnham,
Surrey）艾什盖特出版社（Ashgate）2012 年出版。
8

欧文和古德温是萨伏伊宣言的主要作者。参阅 A.G.马修（A.G. Matthews）《1658 萨伏伊信仰与秩序宣
言》（The Savoy Declaration of Faith and Order,1658），伦敦独立出版社（Independent Press）
1959 年出版。
9

托马斯·古德温（Thomas Goodwin），基督教会的宪章、秩序与治理（The Constitution, Right
Order, and Government of the Churches of Christ），出自《托马斯古德温作品集》（The Works of
Thomas Goodwin），爱丁堡（Edinburgh）杰·尼科尔出版社（J.Nichol）1861 年出版，1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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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欧文首先认为圣经证明了教会在救恩上通常扮演着媒介的角色，10 他引用
了许多经文作为证据。11 论到教会的“大公性与无形性”，他认为教会对于救恩是绝对必
要的，因为无形教会等同于神的全体选民。按照他的观点，以弗所书 5：25-27 强调了这
一观点。前面我们提到埃姆斯也在这个意义上引用这段经文。这体现了对这一历史表述的
“积极”用法；然而，论到“有形大公教会”，加入教会却只在“消极”意义上对于救恩
是必要的。也就是说，“没有成年人能不属于这一教会而得救，罗马书 10：10”12。他接
着柔化了这一声明，承认有些人可能在加入有形教会上存在“不能克服的障碍”。那些在
宗教改革之前身处罗马天主教会的人可能属于这一类别，因为那“教会”是惊人的败坏。
13

他接着说，任何过着不敬虔生活、有着未悔改之罪、没有圣灵重生大能的人，都不能得

救，不管他们是否是有形教会的成员。然而如果一个人已经重生、真诚信靠顺服基督，那
么他就是得救的，“哪怕世上所有教会都拒绝他”。14 欧文旨在证明强迫人加入英格兰教
会并不具有什么理所当然的德行，向他这样的会众制主义者就加以抵制。相反，他主张信
徒可以自愿加入任何一间“有形大公教会”的合法分支教会。15
欧文的教导与威斯敏斯德信条有形教会之外“通常没有得救的可能”的表述相近，
既然如此，欧文帮助起草的萨伏伊宣言在其关于有形教会的定义中省略了这一表述，就耐
人寻味了。我们可以用三点总结欧文的教导。第一，“无形大公教会”之外没有救恩，这
是因为拣选的缘故，体现在重生和有效的恩召上。第二，通常情况下，不加入“有形大公
教会”的人无法得救，因为基督指定有形教会作为承载救恩的一般媒介。如先前的改革宗

10

欧文，《约翰欧文作品集》，15:323。

11

欧文，《约翰欧文作品集》，15:323。欧文引用的经文包括“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
天加给他们”（使徒行传 2:47）；“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
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
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彼得前书 3:20-21）；“我还告诉你，你
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马太福音 16:18）；“你们作丈夫
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
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以弗所书 5:25-27）；以及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
了”（约翰福音 10:16）。
12

欧文，《约翰欧文作品集》，15:323。

13

欧文，《约翰欧文作品集》，15:325。

14

欧文，《约翰欧文作品集》，15:324。

15

欧文，《约翰欧文作品集》，15: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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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样，欧文也将这一主张与透过合宜的圣道和圣礼领受基督联系在一起。16 第三，有
些“无形大公教会”的成员没有加入“有形大公教会”而领受救恩，然而这只发生在他们
因着神护理的缘故没有能力加入有形教会的情况下。17 法兰西斯·杜仁田（Francis
Turretin）的下述论点描述了欧文所指的例外是什么。

法兰西斯·杜仁田：瑞士改教家
法兰西斯·杜仁田（1623-1687）于十七世纪中叶在日内瓦教授神学，他对改革宗世
界影响深远，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Seminary）直到二十世纪早期一直将他的《辩
论神学要义》（Institutes of Elenctic Theology）作为必用的神学教材。
杜仁田的教会论以一个崇高的宣言开始：“教会是三位一体的主要工作，是基督中
保工作的对象，是基督一切福益的领受者。”18 他在同一部分从开头即主张“教会之外无
救恩”，强调没有人“以神为天上的父，却不以教会为地上的母”。他极力强调这一声明
指的是无形教会。
杜仁田接着说，只有选民才是教会的真正成员，尽管其他人在外在群体中与他们
“混杂”在一起。19 那些属于有形教会却不属于无形教会的人不过是教会“名不副实”的
成员，这是十七世纪的说法，表示用在选民和灭亡之子身上的“成员”一词具有不同的含
义。 然而杜仁田接着说教会的有形和无形方面是耶稣基督独一教会不可分割的部分，并
且神借之呼召选民进入救恩的媒介通常都在有形教会里。20 与比利时信条的语言呼应，杜
仁田澄清说“处于永恒灭亡危险下”的人必须加入的仅仅是无形教会。21 这将杜仁田的声
明局限于无形教会，然而杜仁田补充说尽管加入有形教会对于救恩并非绝对必要，它仍然
是条件性必要的：“尽管与一个特定有形教会的‘外在团契’并不是绝对必要（因为有些
时候这是不可能的，例如基督徒俘虏被囚禁在异教徒中），但它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仍然
是必要的（例如，如果我们知道它，如果并没有不能克服的障碍阻止我们与之连结）；但
16

欧文，《约翰欧文作品集》，15:326。

17

欧文，《约翰欧文作品集》，15:327。

18

杜仁田，《辩论神学要义》，18.1.2。

19

杜仁田，《辩论神学要义》，18.3.6。

20

杜仁田，《辩论神学要义》，18.7.4。

21

杜仁田，《辩论神学要义》，18.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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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知道它，或是无法与之连结，那么我们就不受约束了。”22 这与威斯敏斯德信
条 25 章 2 节相近，尽管杜仁田再次总结说必要的联合仅适用于无形教会。稍后，他补充
强调说：“（我们有义务使自己与之连结、在此之外无救恩的）教会并非指着一个特定的
有形教会（好像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方），而是无形大公教会，哪怕是那些无法与一
间有形教会连结的人也可以属于这个教会。”23
尽管有如此清楚的区分，我们仍需记住，如杜仁田一样的改革宗作者将有形教会以
外的救恩当做例外，如此情形只适用于那些因神的护理无法加入教会的人。加入无形教会
对于得救而言是绝对必要的，而加入有形教会则在通常情况下是必要的。

布雷克（Wilhelmus á Brakel）与赫曼·费济世（Herman Witsius）：荷兰改教家
布雷克（1635-1711）是荷兰二次宗教改革（Dutch Further Reformation 或 Nadere
Reformatie）的著名代表人物，布雷克用荷兰语写的系统神学是面向一般大众，没有用拉
丁文写作，因为不是面向国际学术受众而写。他体现了当时最好的学院派教导的通俗化，
将之融会贯通使基督徒大众能从中获益。
阐述了这一教义的重要性后，布雷克强调圣经里只有一个教会，而非两个或多个。24
这独一的教会唯独由选民组成，就是已经或即将蒙受有效恩召领受基督里得救信心的人。
他还说，这个教会具有争战和得胜的阶段，无形教会因此使自己彰显出来，尽管有些时候
因着错谬与败坏，她比其他时期更向世界隐藏。他的解释将教会的有形和无形方面之间的
区别，与从人的视角和神的视角看待教会的区别混淆了，这导致了归属有形教会的性质被
重新定义。布雷克唯一承认的教会是由选民组成的教会，使得有形教会中的未重生之人不
是它真正的成员。尽管他说教会存在有形和无形方面，他的意思却是选民的教会在教会的
争战时期更容易或不容易辨认。25 按照他的观点，未归正之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有形教

22

杜仁田，《辩论神学要义》，18.7.18。

23

杜仁田，《辩论神学要义》，18.9.15。

24

布雷克（Wilhelmus á Brakel），《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侍奉》（The Christian’s Reasonable
Service），周毕克（Joel R. Beeke）编辑，巴特·艾什奥特（Bartel Elshout）翻译，大急流城改教传
承出版社（Reformation Heritage Books）2012 年出版，2：5。
25

布雷克，《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侍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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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成员，也没有真正领受圣礼的资格。26 这是真实的，尽管他们从外在的认信来看与重
生的教会成员没有什么区别，至少从人的角度看如此。他明确反对有形教会由选民和非选
民混合组成的观念，认为这样的观念会导致教会变成两个而不是一个。27 按照布雷克的观
点，真正的教会会籍性质只能是“属灵的”，教会仅仅包含真信徒，并且它透过公共崇拜
聚会或多或少地显露在人的面前。
这种观点与威斯敏斯德信条的观点不同，布雷克重新组织了对于教会有形和无形方
面的定义，结果是无形教会以两种形态出现：一种是完全也唯独显现在神面前，另一种是
部分显现在人面前。他的立场带来几个难题。第一，将教会定义为唯独由重生之人组成，
与他的婴儿洗神学实在难以兼容。第二，布雷克的观点使得我们无法设置有形教会的标
记，让人知道他们当加入何样的地方教会。要加入一个唯独由重生的人组成的有形群体几
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几乎地上每间有形教会都是真信徒和假冒伪善者的混杂。为了保持一
致，教会的标记必须与拣选的标记一模一样了。第三，这种观点似乎使得加入无形教会成
为唯一要事，因为他将教会定义为唯独由蒙拣选的重生之人组成，如此定义要么使得教会
的有形与无形之分没有意义，要么高举一方面而牺牲另一种。布雷克选择将教会定义为其
他作者一般定义为的教会的无形方面，逻辑上说来，这会有损加入有形教会的一般必要
性，尽管布雷克在下一章中肯定了这种必要性。
布雷克对比利时信条的引用给理解他的立场带来光照，他这样论证道：第 27 条将教
会定义为“一个真基督徒的圣洁集会，全都盼望他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被基督宝血洗
净，被圣灵成圣、从圣灵领受凭证”28，第 28 条接着说：“我们相信，既然这圣洁集会是
所有得救之人的大会，并且在它之外没有救恩……那么所有人都有责任加入它、与它联
合。”信徒应当维护它的合一、顺服它的教义与惩戒，以便彰显他们与这一教会的联合。
不论遇到怎样的敌对，他们必须加入地方教会，以“加入这一教会”。29 第 29 条总结
说，尽管假冒伪善的成员混在教会中，他们却“不属于教会，尽管外在地存在于教会之
内。”至少布雷克认为这意味着信徒必须在无形教会成为有形可见时，加入由蒙拣选的重

26

布雷克，《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侍奉》，2：6。

27

布雷克，《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侍奉》，2：7。

28

布雷克，《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侍奉》，2：9。

29

布雷克，《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侍奉》，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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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人组成的无形教会。很难看出这种观点不是在要求人只加入那些完全由重生之人组成
的教会。威斯敏斯德信经则克服了这个问题，使有形教会的成员资格比无形教会的成员资
格更加宽泛。这并不导致教会成了两个，而是一个金字塔形的教会，越往下走，成员资格
就越宽泛，教会就越成为真假信徒的混合。
这一点表明尽管一些诸如杜仁田的欧陆作者的教训与威斯敏斯德信条的教会观相
近，然而仍然还有其他人是往不同方向发展这一教义。布雷克在这个问题上代表了荷兰二
次宗教改革的独特路线。30
与布雷克同时代的赫曼·费济世（1636-1708），体现的却是荷兰二次宗教改革时期
教会论的另一面。他的教会论出现在他对使徒信经的注释里，将我们带到约摸开头的部
分，大约 150 年后。他从改革宗圣约神学的角度阐述教会的有形和无形方面，这使得一系
列问题变得明朗。圣约的内在与外在方面使得费济世对教会也采用二分法，他强调教会有
双重呼召、双重信心、双重圣洁，以及在恩典之约中的双重参与。31 这些分类将圣道的外
在呼召与圣灵的内在呼召相区分，将外在认信与得救的信心相区分，将透过集体性圣洁从
世界分别与内在、绝对的圣洁相区分，将“象征的”参与圣约与经历圣约内在的救恩福益
相区分。按照他的观点，这一系列的对比允许将信徒的婴孩也算作教会成员，因为他们是
圣约与教会的外在成员，哪怕他们后来成了背教者。32 借着恩典之约，有形教会成员的婴
孩是神应许的承受者，教会外的婴孩无法领受这样的应许。
尽管费济世没有使用关于教会必要性的那个古老格言的变体，他的教会论仍然标志
着改革宗关于有形和无形教会教义的一个关键进步。将教会论建基于圣约神学使得定位教
会的内在与外在构成变得容易，因为神约民的特征具有双重性，教会成员的每一个福益也
具有双重性。如此区别体现了为何归属于无形教会对于救恩而言是必要的，而归属于有形
教会则通常是必要的，只是归属有形教会并不等同于得救。

30

这是受到金·德拉贝蒂（Jean de Labadie）对这一运动的影响，他教导教会只包含重生的人，并对教会
会员资格设置了非常高的标准。尽管布雷克回避了这一运动存在的牧养问题，他的教会论仍然受到当时历
史背景的影响。
31

费济世，《使徒信经》，2：354。

32

费济世，《使徒信经》，2：354-355。

30

结论
我们必不要夸大威斯敏斯德和上述其他观点之间的差异，所有人都赞同并非所有在
有形教会里的人都属于无形教会，所有人都赞同无形教会是父神拣选的对象，是基督中保
的对象，是圣灵应用救恩的对象。所有人都赞同只有一个教会，而不是两个。所有人都赞
同归属无形教会对于救恩而言是绝对必要的。他们的差异在于如何定义有形教会以及它与
无形教会的关系，有些人只将教会定义为由蒙受有效恩召的人组成，而另一些人则定义为
有形和无形方面的混合。有些人在方方面面都将假冒伪善的成员排除在真正的教会成员资
格之外，而另一些人则将他们囊括在有形教会的成员之列，同时排除在无形教会之外。
尽管这些关于教会有形和无形属性的立场并非完全不相兼容，威斯敏斯德信经所代
表的版本却坚固了加入有形教会的必要性，同时没有将之上升到加入无形教会的必要性那
样绝对的口吻。这一区别的实际益处是，尽管加入无形教会对于救恩是无一例外地必要，
加入有形教会则承认存在偶尔的例外。

31

第二部分：神学

威斯敏斯德信条 25 章 2 节合乎圣经吗？
现在我们开始解释威斯敏斯德信条说的在有形教会之外“通常没有得救的可能”是
什么意思，我们首先要问这一声明是否合乎圣经。尽管教会历史帮助我们理解圣经，圣经
本身却是一切信仰问题的最高权威，包括这个问题——如信条本身所言（1 章 10 节）。
为了证明圣经教导有形教会对于救恩是必要的，我们至少需要知道两件事。第一，
我们必须在圣经中找到教会的有形和无形方面的区别与关系。第二，我们必须理解为什么
在有形教会之外通常没有得救的可能，并且存在一些重要例外。这一部分将处理第一个问
题，本书的最后部分将处理第二个问题。比起有形教会的一般必要性，确立教会的有形和
无形方面的区别与关系需要更多时间和篇幅，尽管前者才是本书的重点。有时候我们面临
的问题并不能将我们带到问题的核心，例如人们对于加入有形教会的轻视。这里最重要的
问题是教会是否具有有形和无形方面，这些方面是如何相关联的，这样的区别对我们的实
践具有怎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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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旧约的教会
我成长的加利福利亚洲亨廷顿比奇市（Huntington Beach）沿海地区，高速公路靠
海的一边几乎没什么楼房，观光客可以将太平洋的壮观景象尽收眼底。这一景象常常既宽
广壮阔、同时又充满许多细节。在这一海洋全景中，你可以看到石油钻塔，看到从游轮到
小帆船的各种型号的船只，看到人们游泳、冲浪、钓鱼，偶尔还能见到海豹（很可能是躲
避人眼看不见的大鲨鱼）。然而，海岸上有些地方有瞭望台，上面有固定的望远镜，你可
以从中看到海洋的细节。在这个瞭望台上，一些小细节变得更加清晰，石油钻塔经常是繁
忙的，船只上面有人，冲浪者冲浪的时候中间还夹杂着游泳的人。你还能看到渔民捞起大
大小小的鱼，有时候还有鲨鱼。你甚至能看到海豹的胡须。
这一景象跟圣经关于教会的启示相似，旧约启示的教会是一个广阔的图景，其中包
含了细节，但存在一定距离。新约就像望远镜，让我们锐利地看清一直存在那里的细节，
并非景象变了，而是我们的视角更近了。论到我们先辈所称的教会的有形和无形方面，这
一点尤其真实。尽管旧约暗示了教会的无形方面也暗示了教会的有形方面，新约却更加清
楚地启明，基督的独一教会包含那些外在认信基督、顺服基督的人，在其中又包含一个小
一点的群体，是父所拣选、圣灵所重生、透过得救的信心与基督联合的人。
旧约中，教会有形和无形方面这一概念是建立在教会与圣约、割礼与教会成员的关
系上。

旧约中的教会与圣约
圣经关于教会的启示与神与人立约的启示紧密相连，我们可以将恩典之约当做教会
的奠基宣言。1 旧约对教会与圣约关系的描绘教导我们，教会是从世界分别出来、归于神
1

关于改革宗圣约神学的简单论述与经典的细致诠释，以及它与圣经教会论的关联，参阅戈登·凯迪
（Gordon J. Keddie）《基督的圣约与你的生活》（Christ’s Covenant and Your Life），匹兹堡
（Pittsburgh）荣冠与盟约出版社（Crown & Covenant Publication）2011 年出版；赫曼·费济世
（Herman Witsius）《神与人之间的圣约体》（The Economy of the Covenants Between God and
Man），威廉·库克肖恩克（William CrookShank）翻译，共两卷，大急流城改教传承出版社
（Reformation Heritage Books）2010 年出版；道格拉斯·班纳曼（D. Douglas Bannerman）《圣经教会
论，历史与解经考量，坎宁安演讲录第 11 系列》（Scripture Doctrine of the Church, Histor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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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也表明并非所有旧约教会里的人都属于教会。这既与新约的教会论一致，又允许
这一概念进一步扩展与清晰化。

工作之约
神与人立的第一个约是工作之约，威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称这个约为“生命之约”
（第 12 问），因为神在伊甸园里借着生命树向亚当夏娃展示了永生的应许（创世记 2：
9）。神将律法写在亚当的心版上，这一律法直到如今仍然在罪人的心中发挥功用（罗马
书 2：15），神又对他们的顺服进行了一个特殊的考验，祂禁止他们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
子，以“死亡的痛苦”为刑罚（威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第 12 问）。这棵树看起来跟园中
其他树一样好作食物（创世记 3:6），撒旦说服夏娃这棵树有魔力给她如神一般的知识，
而非考验她是否能因神是神而绝对顺服神的一个记号。亚当夏娃本可以凭借对神个人、永
久、绝对的顺服获得永生。
我的一个孩子第一次读圣经时，注意到创世记第三章的一个问题。尽管神说他们吃
禁果的日子必定死，却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创世记显明了他们是如何以微妙而渐进的方
式死亡的，他们犯罪的立时后果是被赶出伊甸园，无法再接近生命树。他们失去了与神的
相交，处于神的忿怒与咒诅之下（韦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第 18 问）。他们死在了过犯罪
恶之中（以弗所书 2：1-2）。然后他们开始在肉体上死亡，尽管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肉
身死亡是一场谋杀（创世记 4:8）。正如撒旦以牠的谎言谋杀了亚当夏娃，该隐也用他的
手谋杀了自己的兄弟。创世记第五章的家谱就像钟声一样提醒着年迈而死的实际，我们听
到那令人不安的回响：“然后他死了。”
亚当和夏娃是怎么死的？他们的灵性死了，失去了与神的团契，他们也会在时间中
经历肉体的死亡；除非神介入，否则他们也会永远灭亡于神的忿怒与咒诅之下。这也许是
为什么挪亚的洪水成为彼得后书 3：3-7 中末日审判的预表，神以栩栩如生的方式向人显
示罪的后果。
然而圣经却说有两个亚当，所有第一个亚当里面的人都死了，而所有在第二个亚当
里的人都要活着（哥林多前书 15：22）。古德温注意到，第一个亚当将人带入的光景好
and Exegetically Considered. The Eleventh Series of the Cunningham Lectures），爱丁堡
（Edinburgh）克拉克出版社（T&T Clark）1887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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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幅画的铅笔草图，而基督就像最后的收尾，将之涂上颜色、使之完美。2 尽管亚当因
犯罪失去了靠近生命树的权力，基督却透过祂的受苦与顺服为祂的百姓买赎了生命树的应
许，也透过祂的代求将之应用在他们身上（约翰福音 3：16；17：3；罗马书 5：18-19；
希伯来书 7：25）。
圣经最后一章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幅图景：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
流出来。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
治万民。 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事奉他， 也要见他
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
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 22：1-5）。
在这幅景象中，生命的河水浇灌着生命树，使之在每个季节都果实累累。与以西结
书 47 章相呼应，泉源医治万民，将生命带给在基督里各族、各方、各国、各民的人（启
示录 5：9）。得救的人侍奉基督、属于基督、与基督同在，他们不需要太阳，因为主赐
福保守他们，神的脸光照他们，祂以恩慈待他们，以祂的面光照他们、赐他们平安（民数
记 6：24-26）。万有都在基督里伏在他们脚下（希伯来书 2：8-18），他们恢复了对受造
物的治权，与三一神同在、一同作王（提摩太后书 2：12；启示录 5：10）。他们藉着在
恩典之约里与基督联合领受了工作之约中的永生应许。如同以撒·华兹（Isaac Watts）
在他著名的“普世欢腾”中所写：“普世咒诅变为恩典，主爱泽及四方。”

恩典之约
恩典之约与教会都诞生于创世记 3：15，那里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3 圣经
宣告的第一个福音是给撒旦的，不是让牠得救，而是宣告神选民的得救带去的牠的毁灭。

2

托马斯·古德温（Thomas Goodwin），论受造物及他们被造的状态（Of the Creatures, and the
Condition of their State by Creation），来自《作品集》（Works），7：86。
3

关于这段经文以及它在恩典之约中的根基地位，参阅瑞恩·麦格劳（Ryan M. McGraw）《基督的荣耀，
你的益处：救恩的计划、应许、成就与应用》(Christ’s Glory, Your Good: Salvation Planned,
Promised, Accomplished, and Applied)，大急流城改教传承出版社（Reformation Heritage Books）
2013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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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敏斯德神学家约翰·华特（John White, 1575-1648）注意到这句经文包含三组
对立4，第一组存在于蛇和女人之间，第二组存在于教会（女人的后裔）和世界（蛇的后
裔）之间，第三组存在于基督和撒旦之间。希伯来文的经文在“后裔”的单复数之间切
换，神将在女人和蛇之间创造仇恨，终结他们导致人类堕入罪中的联盟。正如属肉体的思
想因罪与神为仇（罗马书 8：7），某种程度上，透过重生与罪和撒旦为敌，也导向了与
神的团契。人与罪和撒旦之间关系的转变导致了女人的后裔和撒旦的后裔之间进一步的敌
对。
创世记其余部分在女人的信心后裔与蛇的悖逆后裔间划出了明确的分界线，将塞特
与该隐的后代、以撒和以实玛利的后代、雅各和以扫的后代分开。随后历代志上 1-10 章
的家谱追溯了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分裂，直到大卫时代。马太福音第一章将女人后裔的故事
带向顶峰，即基督自己。最后，基督作为女人的后裔要粉碎蛇的头，尽管蛇伤了祂的脚
跟。希伯来书 2：14-15 显示了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祂的百姓胜过罪恶，因此胜过死亡和撒
旦。那里宣告：“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
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基督藉着祂在十字架上
的死将祂的后裔拯救出来，以此在基督徒和撒旦中间放置仇恨。创世记 3：15 表明，基督
的百姓透过与基督联合分享基督的得胜，因此创世记 3:15 确立了恩典之约，基督所有的
成了他们所有的。
与基督联合以及基督的后裔与撒旦的后裔的分裂，使得创世记 3：15 的圣约应许也
成为教会的宣言。基督拯救了一群人，祂拯救了一群组成群体的独立个体。教会在其基本
形态上是一群神从世界所召、归祂自己的子民，祂也住在他们当中。5 这一圣约应许也延
展到家庭，创世记 6-8 章中，神咒诅了世界，却拯救了挪亚和他的全家进入方舟。女人的
后裔平安地向救恩行驶，而蛇的后裔却在洪水中灭亡。然而并非所有透过方舟与世界分别
的人都有份于神给挪亚的恩典，在圣约家庭中继承圣约应许并不等于真正的归正和得救的

4

约翰·华特（John White），《摩西五经第一部——创世记前三章注释》（A Commentary Upon the
Three First Chapters of the First Book of Moses Called Genesis）,伦敦约翰·斯崔特（John
Streater）1656 年印刷，170-172 页。
5

托马斯·派克（Thomas E. Peck），《教会论注释》（Notes on Ecclesiology），南卡罗莱纳州格林维
尔（Greenville）GPTS 出版社（GPTS Press）1994 年出版，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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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透过含的悖逆，以及他的家族从神百姓的大会中被驱逐，蛇的后裔再次在女人后裔
的家族中兴起（创世记 9：25-27）。
从世界中蒙召侍奉神的敬虔后裔藉着亚伯兰继续发展，大部分改革宗神学家都赞同
神对亚伯兰的呼召代表着教会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希腊文的教会一词
（ecclesia）意思即“被召出”。6 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
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
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世记
12:1-3）。当亚伯兰因为妻子不生育疑惑他如何能有后代，神向他保证一定会实现祂的应
许，并将迦南地赐给他作为凭证（创世记 15）。亚伯兰信神，“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
义”（创世记 15：6）。
随着以撒出生的临近，神进一步向亚伯兰坚固祂的应许，将他的名字改为亚伯拉
罕，并给他割礼作为因信领受之义的记号（罗马书 4：11）。呼召亚伯兰信心更新并悔改
后（创世记 17：1），神应许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作永远的
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第 7 节）。割礼代表着圣约（10 节），这一记号属于亚
伯拉罕家中的所有人，从八天大到以上（12 节），亚伯拉罕透过宣信和悔改领受了信徒
的割礼（24 节）。如保罗在世纪之后所言，割礼不仅关乎肉体，而且关乎心灵，并非所
有亚伯拉罕的后代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罗马书 2：28；加拉太书 3：29）。尽管以实玛
利一段时期内也在教会里，但他并不属于教会，因为他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
神呼召亚伯拉罕献上自己的儿子以撒，以此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在那之后，祂坚
固并完成了给亚伯拉罕的圣约应许，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
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
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创世记 22：17-18）。与上面的引用放在一起，
我们可以总结神启示给亚伯拉罕的教会论，神从万国中呼召他、作他的神，使亚伯拉罕的
子孙成为神的子民，神赐福于他，他也要成为万国的祝福，那些咒诅他敌对他的人将被神

6

班纳曼（Bannerman）,《圣经教会论》（Scripture Doctrine of the Church）；约翰·曼森（John M.
Manson），《论神的教会》（Essays on the Church of God），纽约罗伯特卡特出版社（Robert
Carter）1843 年出版；派克（Peck），《教会论注释》（Notes on Ecclesiology）；雷蒙德（Reymond）,
《新系统神学》（New Systematic Th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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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诅。这些应许的福分有一天要扩展到地上的万国，所有领受这些福益的人必须是唯独藉
着信心。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教会成员、领受了印记，尽管并非所有人都具有亚伯拉罕的信
心。最后也最重要的是，这些福分将透过那一位后裔从亚伯拉罕扩展到万国。
保罗基于这些事实说：“所应许的原是向 亚伯拉罕 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
「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加拉太
书 3：16）。然而他同时强调那些有信心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
邦人。他总结道：“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29 节）。与创世记 3：15 单复数的转换相呼应，亚伯拉罕将有一群从万国中分别出来
的子孙，这些人之所以分别出来是因着那一个子孙的工作，祂为祂的百姓承担了罪的咒诅
（创世记 3：13-14）。尽管并非所有教会成员都具有心灵的本质，神仍然藉亚伯拉罕设
立教会，作为所有从世界中蒙召之人的有形共同体，以便仰望基督的到来、等候万国得
福。

割礼与教会成员资格
摩西、大卫和先知领导下的教会很大程度上是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一个扩充注释，
旧约作者将割礼的意义应用于教会成员的方式足以说明有形与无形教会之间的区别。我们
在旧约寻找教会的有形和无形方面时，将注意力放在割礼这一微观问题上，可以帮助我们
不迷失于浩大的经文海洋。
在摩西的领导下，教会的有形组织清晰可见，与以色列周围列国区别开来。旧约作
者在一些关键点上将肉体的割礼和心灵的割礼区分开来，这与以实玛利和以撒的割礼之间
的区别相呼应。我们可以进一步收窄这些表述，将它们限制在申命记和耶利米书的四处经
文里。

摩西的割礼
摩西在申命记 10：12-16 中写道：
“以色列 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

神，

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事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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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你得福。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但喜悦你
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你们要将心里
的污秽除掉，不可再硬着颈项。”
单单肉体的割礼不足以领受圣约祝福并保守自己处于以色列大会的保护伞下。7 拒
绝在信心和悔改中顺服神的律法的自大罪人，将因轻蔑神从主的大会中剪除（民数记
15：30-31）。神因着祂与教会立定的恩慈圣约而将教会从万国中分别出来，这个举动要
求人的信心和顺服。摩西在申命记 7：7-11 写道：
“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
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
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 埃及 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
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向恨他的人当面报
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决不迟延。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
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
神信实地持守祂对百姓恩慈的应许，这应当使得他们反过来对神忠心，这就要求心
灵要受割礼。如同我们不重生便不能见神的国（约翰福音 3:3），这里是旧约的相等原
则。割礼的属灵意义可能是耶稣对尼哥底母不明白重生表示惊讶的原因（10 节）。使徒
约翰有类似劝勉：“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
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
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翰一书
1：5-7）。神并不喜悦许多受了割礼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听见道却没有信心调和（哥林
多前书 10：5；希伯来书 4：2）。这将像迦勒这样的人和那些“不信”神他们主的人（申
命记 1：32）区分开来，论到迦勒，“他另有一个心志”（民数记 14：24）。
申命记三十章扩展了这一主题，问题在于一颗未受割礼的心灵如何才能受割礼呢？
这就如询问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如何能悔改信基督一样（以弗所书 2：1；歌罗西书
2：13）。申命记 30：6 回答道：“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

7

班纳曼（Bannerman）,《圣经教会论》（Scripture Doctrine of the Church）；雷蒙德（Reymond）,
《新系统神学》（New Systematic Th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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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神必须给罪人的心施行割礼，圣灵使他
或她能够悔改与相信。按照创世记 3：15 的语言，神必须在圣徒跟罪和撒旦之间创造仇
恨，以此移除罪人与祂之间的仇恨（罗马书 8：7；以弗所书 2：16）。
以西结书解释道：“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
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以西结书 36：26-27）。以色列整体是神的儿子、神的长子（出埃
及记 4:22），然而，有些神收养的儿女却背离了祂：“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申
命记 32：5）。8 然而祂是将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买”他们归自己的父（6 节），
尽管他们是神的儿女，却是“心中无诚实的儿女”（20 节）。神的收纳本归以色列所有
（罗马书 9：4），然而他们中有些人却不是神真正的儿女。这体现了教会领受的外在集
体收养和选民领受的内在得救收养之间的区别，前一个可以丧失，后一个却不可能。下面
的内容将证明这是源自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的区别，并非所有旧约教会的人都属于旧约教
会，因为并非所有肉体受割礼的人都领受了心灵的割礼。

耶利米书的割礼
耶利米书在大卫之约的背景下论及同样的主题，神呼召以色列为背道悔改之后，
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哪，你们当自行
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忿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
无人能以熄灭”（耶利米书 4：3-4）。如同申命记 10：16，主命令他们要为心灵行割
礼，以逃脱祂的忿怒。
他们据不聆听，主又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
礼的，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扪人、摩押人，和一切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因为列
国人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耶利米书 9：25-26）。透过割礼加
入有形的以色列并不能拯救他们，他们不能以亚伯拉罕为父，不能夸口他们有亚伯拉罕之
约的记号，正如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不能如此夸口一样（马太福音 3：9）。他们不能因有
神的圣殿和摩西的律法夸口（耶利米书 7：4），正如那些拿石头打死司提反的人不能如

8

新英王钦定本（NKJV）圣经直接说：“他们不是祂的儿女（They are not His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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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夸口一样（使徒行传 6：14）。罗马书 2：28-29 评论这些经文说：“因为外面作犹太
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惟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
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
的。”这是实打实的旧约神学，旧约教导存在一个外在的以色列和一个内在的以色列，并
非所有在教会里的人都属于教会。

结论：旧约教会走向何处？
整个旧约中，蛇的后裔似乎常常压倒女人的后裔。以赛亚书说若不是天军的上主为
他们存留“余种”，他们早就像索多玛、蛾摩拉灭亡了（以赛亚书 1：9）。以利亚疑惑
自己是不是以色列唯一剩下的忠心之人（列王纪上 19：10；罗马书 11：3）。耶利米因传
讲扎心的真理受逼迫。以西结就像一个用比喻讲话的人，因为他的听众既不明白、也不接
受他的信息（以西结书 20：49）。约雅敬从大卫支派被剪除，至死没有后裔（耶利米书
22：30）。他的后代从女人后裔中被剪除，他死在蛇的后裔中，尽管神仍然为大卫存留后
代，直到那后裔来到（耶利米书 52：31-34）。
然而主却保守了教会中的教会，有些人有律法写在他们的心版上（以赛亚书 51：
7），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子民（撒迦利亚书 2：5）。有些人认识主、敬畏主，彼
此谈论，他们好像神珍贵的珠宝（玛拉基书 3：16-17）。他们经历罪得赦免，并因此欢
呼喜悦（诗篇 32：1）。这些人肉体受了割礼、心灵也受了割礼，然而他们仍然盼望一个
更好的圣约和一个更广阔的教会。
耶利米书 31：31-34 应许说：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
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
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他
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
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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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引用经文的光照下，我们不能将这些应许当成旧约和新约圣徒的经历之间存
在绝对对立。旧约和新约的区别更多是程度上的区别，而非本质上的区别。
随着教会从耶路撒冷扩展到犹大、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使徒行传 1：8），彼得看到
这一应许的成就，引用约珥的话说：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
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
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
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使徒行传 2：17-21）。
福音接着传到万国，所有人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开始认识主，这包括所有阶层、所
有年龄、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童（加拉太书 3：28）。藉着基督里的信心，神要成为外
邦人的神，如同做犹太人的神（罗马书 3：29）。基督使旧约的圣徒罪得赦免，如今用祂
的血设立了新约，成就了赦罪的通道（希伯来书第 8 章）。
女人的后裔已经粉碎了蛇的头，祂将救恩带给祂的后裔，将祂的圣灵浇灌凡有血气
的。旧约教会是一个混合体，并非所有肉体受割礼的人都受了心灵的割礼。然而神呼召亚
伯拉罕在祂面前做完全人、应许要作他和他后裔的神，如今祂对所有人说：“你们各人要
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
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使徒行传 2：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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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约有形教会
根据旧约的情形，我们可能很想得出这样的结论：加入无形教会是唯一要紧之事，
真正的割礼关乎心灵，因此，只要我们心灵正确，一切都没问题，不是吗？
然而，新约却向我们显示事实远非如此。如约翰·米彻尔·曼森（John Mitchell
Mason）所说，主天天将得救的人数加给教会，这里的教会并非由选民组成的无形教会：
“‘神的教会’这一表述在不带附加解释的情况下，指的是一个由所有认信真信仰之人组
成的外在社群。”1
这一章的目的在于呈现新约是如何澄清教会的外在成员资格与内在教会特权之间的
关联的，我们可以追溯使徒行传中教会的扩张与发展，以及洗礼是如何作为进入这一有形
共同体的入口。这将至少含蓄地显明有形教会的必要性，它是基督藉着圣道和圣灵使福音
广传的媒介。

新约中有形教会的扩张
一个崭新的开始
正如旧约教会有其宣言，新约教会也是如此。基督在马太福音 16：18-19 如此宣
告：“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
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
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基督将新约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祂自己作为房角
石（以弗所书 2：20）。彼得在这里代表全体使徒，宣告了他被神启示发出的信仰告白，
认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马太福音 16：16-17）。天国的钥匙围绕着圣道
事工，圣道是其他一切福音条例的基础。2

1

曼森（Manson），《论神的教会》,第 13 页。

2

关于这一论点的简明释义，参阅盖尔·普伦蒂斯·沃特斯（Guy Prentiss Waters）《耶稣如何运行教
会》（How Jesus Run the Church），新泽西州菲利斯普堡（Phillipsburg）P&R 出版社（P&R）,13-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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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创世记 3：15 是旧约教会与圣约的根基，欧文也将马太福音 16：18-19 作为新
约教会的根基。3 如我们将要看到，这并非设立了一个崭新的教会，而是标志着教会继续
向新纪元扩张。为了使教会扩展，基督在大使命中应许要与一切祂呼召百姓进入救恩的媒
介同在，尤其是讲道、洗礼和门徒训练 （马太福音 28：18-20）。教会将主要透过圣道
的传讲、圣礼的执行以及教会的祷告拓展并维系，这正是使徒行传出现的模式。

模式的立定
整个使徒行传的重点落在教会是如何透过讲道、祷告和新成员的洗礼扩张的，使徒
行传第一章中，由 120 个门徒组成的耶稣的教会聚集一起祷告，等候圣灵的降临（13-14
节）。选出新使徒取代背教者犹大后（15-26 节），圣灵在祷告会中临到他们（2：14），这伴随着说方言的恩赐，标志着巴别塔的语言之乱得以扭转，使得从各个国家到来
的犹太人能用自己的方言听见“神的大作为”（11 节）。
彼得第一场被圣灵充满的讲道产生了极大的果效，要求听众“要悔改，奉耶稣基督
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38 节）之后，那一日教会“门徒约添了三千人”（41
节）。这并不一定意味着那群人中不存在假冒伪善者，重点在于他们加入了有形教会。旧
约中成年人藉着割礼加入教会（出埃及记 12：44），呼应创世记 17 章的内容。同样的，
那些宣布自己信基督、向神悔改的人藉着洗礼被算为教会成员。
如同神应许要作亚伯拉罕和他子孙的神，这包括他们中间的陌生人，主如今藉着彼
得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
的”（使徒行传 2：39）。与耶利米书 31：31-34 一致，来自所有阶层、所有语系的人都
要认识主：“从最小的到至大的”（耶利米书 31：34）。藉着圣灵充满的讲道，因着集
体热心恳切的祷告，大量的人接受了洗礼：“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使徒行传
2：47）。救恩通常发生于有形教会的背景下。

继续扩张

3

欧文，《约翰欧文作品集》，9：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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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模式贯穿整个使徒行传，彼得治好了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3：2，6-8），
传讲了信耶稣基督得救的福音（12-26 节），在那之后，“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
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
（4:1-3），尽管如此，主却仍旧继续将得救的人加给教会：“但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
男丁数目约到五千”（4 节）。
下一个场景与基督的受审有许多相似之处，因为彼得是在“大祭司亚那和该亚法、
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面前（使徒行传 4：6；参考马太福音 26：57-59；约
翰福音 18：13）。早先当基督站在这群人面前时，彼得三次否认主（马可福音 14：6672）。然而这一次，彼得却“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 4：8），说：“你们众人和以色
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
拿撒勒 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
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4：10-12）。
当他们警告他不要再奉基督的名传讲时，彼得跟约翰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
们总结道：“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4：20）。圣灵将否认主的彼得改变为
一个认信的使徒，勇敢地传讲福音。
彼得那日的得胜并未使他骄傲，反而将他引去祷告会（24 节）。按着诗篇第二篇关
于基督统治万国的主权祷告后，彼得祈求继续大胆宣讲福音，并祈求奉主名行神迹奇事的
能力（使徒行传 4：29-30）。这呼应了基督的应许，那信祂的人要行跟祂一样甚至更大
的事，这是祂对奉基督之名的集体祷告的回应（约翰福音 14：12-14）。这同样的作为包
括使徒所行的神迹，保罗后来称之为“使徒的凭据”（哥林多后书 12：12）。而更大的
作为包括藉着放胆的讲道使人作基督的门徒。4 天父回应了这个祷告，以圣灵充满他们，
使他们放胆传讲基督复活（使徒行传 4：31，33）。第六章接着说：“那时，门徒增
多……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
（6：1，7）。这一有形教会每日都在迅速扩增。

4

根据这段经文论述圣灵充满的讲道和集体祷告之间的关联，参阅瑞恩·麦格劳(Ryan M. McGraw)《讲道与
集体祷告如何彼此协力？》（How Do Preaching and Corporate Prayer Work Together?），培养圣经中
的敬虔丛书（Cultivating Biblical Godliness Series），大急流城改教传承出版社（Reformation
Heritage Books）2014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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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受洗
尽管上面的场景中没有出现洗礼，洗礼在使徒行传的余下部分却具有极其重要的角
色。随着福音照着基督的应许传播（使徒行传 1：8），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到撒玛利亚，
男人女人认信基督而受洗（8：12）。埃塞俄比亚的太监认信并受洗，腓利在路旁给他施
洗（8：36-38）。大数的扫罗归正后，亚拿尼亚立刻给他施洗（9：18）。随着教会从撒
玛利亚向地极扩张，彼得给哥尼流和聚在他家中的人施洗（10：47-48）。神开了吕底亚
的心、使她领受彼得的讲道后，她“和她一家既领了洗”（16：15）。如同神使她的心受
了割礼，保罗给她全家施洗。保罗半夜给狱卒施洗，并且是“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
洗”（33 节），他与全家都因信神欢喜快乐。5 保罗在哥林多宣教之旅中，同样也“给司
提反家施过洗”（哥林多前书 1：16）。
如同神命令亚伯拉罕给家中的男丁行割礼，使他们加入旧约的有形教会，使徒也给
全家施洗，使他们加入新约的有形教会。救恩是在基督里临到全家，全家都领受救恩的印
记，那些因认信基督而加入教会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路加福音 19：9）。如威斯敏
斯德信条 28 章 1 节所说，洗礼部分是“为了庄严承认受洗之人加入有形教会”，这正是
洗礼在使徒行传的叙事中具有的功能。

洗礼的功能与局限
最后一个来自使徒行传的例子表明了圣经对受洗加入有形教会的一再强调，腓利在
撒玛利亚传福音时，其中一个听众“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马
利亚的百姓惊奇”（使徒行传 8：9）。路加接着记录到：“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
洗，就常与腓利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13 节）。然而西门
并不对劲，就像背道者犹大一样，犹大从使徒的公用钱袋里偷钱（约翰福音 12：6；13：
29），西门也对潜在的发财更感兴趣，希望得到圣灵的恩赐，甚于得着圣灵的恩典（使徒
行传 8：18-19）。彼得回复他说：“你在这道上无分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
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

5

保罗还有可能在以弗所给一些认信基督的人施洗（使徒行传 19：6），尽管有些人质疑这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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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罪恶捆绑”（21-23 节）。耶稣在撒种的比喻中作了类似描述，那些暂时领受道的人不
结果子并最终因今生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灭亡（马太福音 13：22）。照着派特里
克·吉尔斯普（Patrick Gillespie, 1617-1675）的话说，临时信徒到基督面前只想得
救，而真信徒却发现基督自己甚至比救恩更好。6 西门更看重基督的福益，而不是基督自
己。
尽管西门受了洗，他却没有重生。尽管他在教会里，却并不属于教会。约翰写了相
似的话：“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
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
里所存的”（约翰福音 2：23-25）。希腊文有一个很难用英文翻译出来的双关语，产生
的语言效果差不多是这些人信任耶稣，耶稣却不信任他们。
如下面将要论述，我们可以说西门是有形教会的成员却不是无形教会的成员。有形
教会在呼召人信基督进入救恩上是必要的媒介，但光加入有形教会并不能保障真正得救的
信心。彼得给西门施洗是犯罪吗？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彼得不给他施洗就是犯罪了，因为
西门的信仰告白是算数的。接纳成年人加入有形教会，并非取决于确切地感知到受洗之人
是重生的人，而是基于他们可以算数的信仰告白以及对基督的顺服。

洗礼与割礼的神学平行
新约有形教会与上一章所讲的旧约教会有何关联？要回答这个问题，洗礼和割礼的
关系是关键。割礼与洗礼就像一个皇室的双胞胎继承人，长子只要还活着，就一直是继承
人，但如果长子死了，那么兄弟就取代了他的位置。因此洗礼也取代了割礼成为有形教会
的“庄严接纳”的记号（威斯敏斯德信条 28 章 1 节）。这之所以成立，至少基于三个原
因，这三个原因都是建立在上面引用的经文上。

割礼与洗礼的功能

6

派特里克·吉尔斯普（Patrick Gillespie），《约柜开启——论神与基督的救赎之约为恩典之约的基
础，第二部》（The Ark of the Covenant Opened, Or, a Treatise of the Covenant of Redemption
Between God and Christ,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venant of Grace the Second Part），伦敦托
马斯·潘珂胡思(Thomas Pankhurst)1677 年印刷，第 4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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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礼与割礼的功能是一样的，割礼代表神给祂的百姓和在百姓中居住之人的圣约应
许，割礼将以色列有形地从周围列国分别出来，使他们具有忠心按照圣约生活的义务。人
要想参加逾越节和旧约其他敬拜活动，必须先受割礼，未受割礼的人要从民中剪除。新约
中，割礼随着基督的到来已经废止，使徒从不再要求割礼（使徒行传 15：1，28）逐渐转
换到禁止将割礼作为圣约记号（加拉太书 5：1-4）。继续将割礼作为圣约的记号，等于
是说基督没有成就救赎大工，还想要继续停留在旧约的圣礼和礼仪中。洗礼是一个取代了
流血礼仪的不必流血的印记，洗礼成为接纳人进入神以自己宝血买赎的教会的媒介（使徒
行传 20：28）。

割礼与洗礼的含义
洗礼和割礼具有相同含义。歌罗西书 2：10-12 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
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
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
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割礼和洗礼都指向神的工作，就是神藉着基督的死与复活移除我们
的罪、使我们在基督里得以完全。
摩西和先知斥责那些只在肉身受割礼、心灵未受割礼的人，这一点向来成立：“因
为外面作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惟有里面作的，才
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
从神来的”（罗马书 2：28-29）。如今，如保罗所言：“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
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腓立比书 3：3）。我们与基督一
同受洗，就已经穿戴基督（加拉太书 3：27），我们也藉着洗礼与基督一同埋葬，好叫我
们能与基督一同在祂复活的生命中行走（罗马书 6：2-6）。洗礼取代了割礼成为救恩的
记号和标志，这救恩与我们的义行没有任何关系。洗礼标志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提
多书 3：5），是我们透过信心领受的义的新记号（罗马书 4：11）。

割礼与洗礼的领受对象
洗礼和割礼的领受对象是相同的，都是认信的成年信徒和他们的儿女。如我们已经
看到，旧约中的成人透过信徒的割礼加入教会，并且全家都受割礼。这正是为什么使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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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2：38-39 的福音呼召与创世记 17 章如此相近。虽然救恩临到的是那些藉着信心做亚伯
拉罕儿女的人，但亚伯拉罕的全家都作为应许的承受者加入了教会。洗礼保障人加入教
会，但不保障人得救。它要求那些受洗的人——不论是认信的成人还是他们的家人，都要
悔改并信靠主耶稣基督。
在这种平行对应的光照下，我有时会跟人说，与其说我相信婴儿洗，不如说我相信
全家受洗。这不仅是旧约和新约的模式，而且还很难想象使徒行传第二章中彼得的犹太听
众如何能将他的话理解成另外的样子。如果他意图将信徒的家庭排除在洗礼之外——那就
包括他们的婴孩，那么像他那样诉诸于割礼之约的语言就是最糟糕的讲法了。
使徒行传确立的模式加上其旧约背景引导我们得出结论：“不当给任何有形教会之
外的人施洗，直到他们认信并顺服基督；然而有形教会成员的婴孩却应当受洗”（威斯敏
斯德小要理问答第 95 问）。洗礼的执行是基于外在地加入恩典之约，而非以重生为根
基。这也是为什么彼得给西门施洗，西门后来显为假冒伪善者；这也是为什么保罗给吕底
亚、狱卒和司提反全家施洗。
赫曼·巴温克（Herman Bavinck）对洗礼和割礼的关系总结得很好，他写道：“借
着基督的死，割礼已被废止并在洗礼中完全实现了它的预表。基督的死是完全脱离并胜过
罪，因此完全实现了割礼的意义。因此洗礼超越割礼，不是在本质上，而是在程度上。割
礼往前指向基督的死，洗礼往回指向基督的死。随着基督的死，前一个已经终止，而后一
个就此开始。”7 底线是洗礼同割礼一样，确立了让那些应当得救的人加入有形教会的必
要性与一般模式。

结论
我们还没有完成有形教会对于救恩之必要性的论证，然而我们已经有了大部分引导
我们到达那一结论的证据。有形教会是神呼召选民藉着信基督进入救恩的媒介，基督将教
会建立在祂自己的根基上，藉着圣道、圣礼和祷告扩张祂的教会。下面，我将从罗马书

7

赫曼·巴温克（Herman Bavinck），《改革宗要义》（Reformed Dogmatics），约翰·布特（John
Bolt）翻译，大急流城贝克学术出版社(Baker Academic)2003 年出版，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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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17、以弗所书 4：8-16 以及其他类似经文展开论述讲道对于救恩的必要性。救恩
临到罪人的媒介是在教会里运行，那些回应福音的人又是藉着洗礼加入教会。
洗礼是否是我们今日福音性讲道的一部分？它是新约福音讲道的一部分，因为它标
志着从教会外到列入基督的门徒中。洗礼是一个连接的枢纽，将福音讲道与藉着认信接纳
人进入教会连接起来。所有这些事都主要适用于有形教会。
教会是神的以色列（加拉太书 6：16），她的成员是真受割礼的（腓立比书 3：
3）。她是上头的耶路撒冷，是众人的母（加拉太书 4：26）。这也是为什么教会历史上
许多人说，那不以教会为母的也必不以神为父。既然只有一个教会，具有无形和有形两个
方面，我们就不能强调一个而忽略另一个。
因着这些缘故，威斯敏斯德大要理问答说：“有形教会可蒙受神特别的眷顾和治
理；尽管有仇敌的抵挡，但仍在各个时代中蒙护佑、得保守；享有圣徒彼此间的交通，也
可使用蒙恩的管道，并耶稣在福音中向其所有成员所发出之恩典的召请、见证——一切信
祂的人都会得救，来到祂面前的人，都不会被丢弃”（第 63 问）8。地狱的门不能胜过神
的教会，教会不能救我们，但救恩却在她的墙内。她是我们在一个陷入神忿怒的世界中的
避难方舟，难道我们不该珍惜她、爱她，就像基督爱她、为她舍命吗（以弗所书 5：
25）？

8

译注：此段采用赵中辉译本，参阅《历代教会信条精选》，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 2002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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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新约无形教会
你可能熟悉这种说法：别以封面判图书。一个人外在如何，不一定总是反应他内在
如何。用于教会时，这个类比既对又错。有形教会包含真信徒和假信徒，这意味着它由那
些认信基督和真信基督的人组成。然而如同彼得前书 3：3-4 描述的敬虔妇人，一个人的
外在形态应当彰显他的内心光景。一方面，那些说有形教会充满假冒伪善者因此不想加入
任何有形教会的人，必须逃离他们自己的假冒伪善、投入基督的怀抱。另一方面，那些说
他们不需要加入有形教会、因为他们是无形教会一员的人，必须意识到这是在将神连在一
起的事物分开。
然而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理解新约关于教会无形方面的教导，以便获得整全的图
景。我们可以思考保罗在罗马书 9-11 章的推理，以及新约是如何处理背教这一实际问
题。圣经对这些问题的教导显示加入无形教会对于得救是绝对必要的，然而因着教会是一
个不是两个，因此无形教会的必要性也表明了为什么加入有形教会通常是必要的。

罗马书 9-11 章：为什么那么多犹太人拒绝基督？
在上述考量以外，教会的无形方面还是新约中教会观的主要方面。如果我们从教会
的外在看新约，那么有形教会首先呈现出来。然而如果我们在神救赎计划的光照下去看，
教会的无形方面会跃居神学首要位置。历史上是有形教会首先出现，然而神学上是无形教
会在先。威斯敏斯德大要理问答和信条在顺序上的不同正体现了这一区分。
有形教会是神呼召选民信基督得救的媒介，如斯图尔特·罗宾逊（Stuart
Robinson）所写：“既然那呼召是外在地藉着讲道和可见的仪式，那么神呼召和预备选民
的过程正是照着无形教会的样式来塑造有形教会。”1 托马斯·派克（Thomas Peck）同
样注意到，有形教会的目的是呼召并成就无形教会。2 这意味着理想状态下，有形教会应

1

罗宾逊（Robinson）与派克（Peck），《神的教会》（Church of God），第 36 页。

2

派克（Peck），《教会论注释》（Notes on Ecclesiology），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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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尽可能地彰显无形教会，主也正是透过有形教会呼召无形教会的成员进入救恩。然而我
们知道现实并不总是与理想吻合，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 9-11 章处理的问题。

罗马书 9-11 章概览
尽管“教会”一词没有出现在这些章节中，经文仍然指教我们许多关于教会属性的
真理。如果我们忽略章与章之间的分隔，罗马书第八章到第九章之间的过渡就显得令人震
惊，甚至乍看之下会有些冲突。保罗从颂赞神在基督里的慈爱（8：31-39）无缝过渡到这
样的声明：“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我是大
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9：1-2）。他悲伤的是太多犹太人拒绝基督。
这一事实带来一个关键问题：如果福音如此伟大，如果福音先临到犹太人，那为什
么这么多保罗的“骨肉之亲”（3 节）拒绝福音呢？在广义背景下，保罗回答说神没有拣
选他们所有人都得救（第九章），他们要为自己弃绝福音负责（第十章），神使用他们的
跌倒呼召外邦人进入教会，神仍然计划在将来使许多犹太人归主（第十一章）。3 立时的
问题在于他们曾经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
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
可称颂的神。阿们”（9：4-5）。这个清单算是相当完整地列出了加入旧约有形教会的福
益，然而却少了什么东西。

拣选
我们暂且不详细展开保罗关于神对教会中犹太人和外邦人拣选、呼召和计划的教
义，罗马书 9-11 章暗示了一个观念：（有形）教会中有（无形）教会。照着我们上面的
论述，我们对保罗的许多主张不当感到陌生。
保罗首先解释犹太人的不信：“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
以色列人”（9：6）。有些人只在外面做犹太人，而有些人则从里面是犹太人。所有人都
受了肉身的割礼，然而只有一些人受了心灵的割礼。

3

关于罗马书 11 章中犹太人未来的归正的不同观点，参阅科内利斯·魏里玛（Cornelis P. Venema）《未
来的应许》（The Promise of the Future），爱丁堡（Edinburgh）真理旌旗出版社（Banner of Truth）
2000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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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继续说，神的拣选是这一实际背后的终极因素，神拣选了一些犹太人得救，而
没有拣选另一些人。祂拣选雅各、弃绝以扫正显明了祂工作的模式，即拣选一部分不配的
罪人进入救恩，而同时弃绝另一部分不配的罪人，遗弃他们承受自己犯罪的后果（10-13
节）。
保罗相当熟悉有些人会如何反对神拣选一部分人、弃绝另一部分人的教义，对那些
说神若这样就不公平（14 节）的人，保罗从旧约论证神有权柄拣选祂想拣选的人、弃绝
另一些人（15-18 节）。保罗接着回应另一些人，这些人说神既然弃绝了一部分人不得
救，就不能判他们有错（19 节），保罗的回答相当直截了当：“你这个人哪，你是谁，
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 窑匠难道没有
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20-21 节）。不
论罪人得救还是灭亡，神都要得荣耀（22-23 节），圣经也已经预言了许多犹太人会弃绝
弥赛亚（24-33 节）。
除了保罗在这一章教导的内容，圣经还有许多其他经文回答了为什么并非所有福音
临到的人都信福音。保罗可以如他在其他地方所说，神在基督里拣选（以弗所书 1:411）那些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2：1），他本可以像耶稣一样回答，尽管神永远不会拒绝
任何到祂面前的人（约翰福音 6：37），那犯罪的人却是罪的奴仆，没有重生的罪人不愿
意到神面前得生命（5：40；8：34）。如果神没有拣选罪人，那么罪人也不会拣选神。父
必须首先赐下圣灵在人心中生发信心，将选民吸引到基督面前。这等于是说他们的心必须
先受割礼，这是唯独神能做的。
然而保罗的回答直接将我们堵回原处，哪怕我们别的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怎能与神
犟嘴呢？我们探讨的重点在于神的拣选是“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 （罗马书
9：6）的原因。

不信
保罗对犹太人的不信给出的第二个答案很简单：不是所有听到福音的人都相信福音
（罗马书 10 章）。要注意一个事实，神的拣选并没有使得保罗停止为以色列的得救祷告
（1 节），保罗不会理解说这样话的人：“如果神已经预定了一切将要发生的事，我们为
什么还要祷告呢？”相反，保罗争辩说，尽管神的话对于救恩是必要的（14-17 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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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神的话却并不能带来救恩。有形教会对于呼召罪人进入救恩通常是一个必要的媒介，然
而有形教会并不能立刻保障理想的结果（18-21 节）。神的拣选是许多犹太人没有归正的
原因，而不信则是他们被定罪的根基。

树与枝子
保罗关于犹太人不信的第三个论点是，神并未彻底弃绝犹太人（11：1）。保罗引用
以利亚唯独剩下自己忠心的抱怨提醒他的读者，按照拣选的恩典，还有神所留存的余数，
如今也是这样（2-5 节）。为了解释教会与以色列的关系，他接着将教会比作橄榄树。以
色列就像一颗神栽种的橄榄树，天然的枝子因着不信被砍去了。外邦世界就像一颗野橄榄
树，枝子被折下来嫁接到神栽种的树上（17-20 节）。如果外邦人因着神的嫁接变得傲慢
不信，那么神同样会将他们砍下来（21 节）。
这幅图景与耶稣的教导相似，耶稣说祂是葡萄树，祂的百姓就像结果子的枝子（约
翰福音 15 章）。那些结果子的枝子神就浇灌它们结更多的果子，而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
要被砍下来丢进火里焚烧。保罗的类比意味着神栽种的橄榄树代表旧约和新约的教会，神
没有为外邦人重新种一棵树，相反，祂将他们嫁接到原来的树上，因此结果就是一棵有着
犹太枝子和外邦枝子的树。
这就导向了教会具有无形及有形方面的结论，人可以看到，教会是一棵覆盖了新旧
约的树，教会成员无法看清楚的是它的无形方面，原因是并非所有有形教会的成员都是选
民或重生的人。教会的个体成员必须使他们的拣选和恩召坚定不移，不是通过一瞥天堂、
看见他们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而是通过对基督的真挚信心，这信心应当结出德行、知
识、节制、忍耐、虔敬、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彼得后书 1：4-7）。然而，教会的
个体成员并不总是能分辨真枝子和假枝子之间的不同，例如彼得是真枝子，而犹大、西门
却随时间和所结的果子显出他们真正的本性。分辨教会的有形共同体，同时记住教会的有
些方面对我们仍然是不可见的，这是可能的。按着保罗的推理，这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一个关于教会属性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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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于罗马书 9-11 章的分析带来一个实际问题：新约“教会中的教会”的观念是
否意味着实际存在两个教会，或者加入某一个教会才是唯一要紧？路易斯·伯克富
（Louis Berkhof）说：“无形教会天然地采用一个有形的形态”。他补充道，在一些罕
见情形下，有些人可能属于无形教会却无法加入有形教会。4 这一点我们从十字架上的强
盗身上看得最明显，他在最后一刻认信基督。莱尔（J. C. Ryle）强调说，神在圣经中给
了我们一个临死之前归正的例子，以便一方面我们不放弃对任何人的希望，另一方面，祂
只给了我们一个例子，表明我们必不要过于掉以轻心。5 苏格兰长老会成员约翰·迪克
（John Dick）论到有形教会说： “在它的围栏以外也有得救的可能，但这是极其罕
见。”6 罗伯特·雷蒙德说无形教会是神眼中的教会，而有形教会是我们眼中的教会。7
这跟我们前面在比利时信条中看到的差不多。这个视角在处理背教的问题上尤其有价值，
尽管终极意义上并不充分。更确切的说法是教会的有形和无形方面从我们的角度都是可见
的，尽管我们不能完全看见教会的无形方面，或如我们看到有形方面那般明朗清晰。我们
知道许多我们在有形教会里见到的人同时也是无形教会的成员，神照着祂的永恒计划和旨
意可以完美地看清教会，我们则只看到部分，不论是有形还是无形方面，尽管是从不同方
面去看。
这意味着加入无形教会对于救恩是终极必要的，教会的无形方面是保罗思想中的神
学首位，它在我们的思想中也居首位吗？

假冒伪善和背教的现实
我还是个年轻基督徒的时候，方方面面都被背教的现实冲击。引导我归向基督的那
个人为了世界的享乐丢弃了信仰，我的第一个牧师犯了通奸罪，而我们的敬拜带领者成了
个瘾君子，我第二个牧师的太太宣布放弃信仰，称她曾经认信的教义为“属鬼魔的”。我

4

路易斯·伯克富（Louis Berkhof），《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大急流城艾德蒙出版社
（Eerdmans）1998 年出版，第 556 页。
5

莱尔（J. C. Ryle），《给年轻人的信》（Thoughts for Young Men），爱丁堡（Edinburgh）真理旌旗
出版社（Banner of Truth）2015 年出版，第 10 页。
6

约翰·迪克（John Dick）,《论神学》（Lectures on Theology），英国特伦特斯托克（Stroke-onTrent）织帐篷者出版社（Tent-maker Publications）2004 年出版，4：312。
7

雷蒙德(Reymond)，《新系统神学》（New Systematic Theology）,第 8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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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朋友之一曾接替我的第一个事工，却离弃了他的妻子、教会、侍奉和基督，跟另一
个教会成员的太太私奔了。就像底马一样，这些人都贪爱现今的世界，胜过爱基督（提摩
太后书 4：10）。
如此凄惨的现实可能造成牧会危机，在背教的现实下，我和我的许多朋友都在想，
如果这么多看似真诚的基督徒都离开了，我们如何在信仰中恒忍到底。圣经中也有类似的
例子，它们坚固了看到教会无形方面的重要性，正如看到有形方面很重要；同时也在有形
教会的必要性上提供了牧养指南。

背教的实际
背教是存在于有形教会的一个实际，约翰一书第二章解释了为什么会有如此情形。
约翰劝勉基督徒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要记住世界和其中的情欲都要过去，只有那些遵
行神旨意的人才会永远长存（15-17 节）。然而他们中有些领袖却没能做到，他们显明了
自己是属于“好些敌基督的”，那些人证明了我们是活在“末时了”（18 节）。
论到这些敌基督的，约翰解释道：“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
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19 节）。我们已
经看到犹大和行巫术的西门的背教，就像约翰一书所讲的敌基督者，他们的果子最终显明
了他们起初心里所存的（马太福音 7：16）。
然而有些人却可能至死都存在于教会当中却不属于教会。许多在地上称基督为主的
人，真的见主时却会惊讶主告诉他们祂从不认识他们，因为他们是无法之人（马太福音
7：21-23）。这是否意味着基督徒要终生活在怀疑和恐惧中？非也。约翰回答说我们知道
我们将忍耐到底，因为“那圣者”基督已经用圣灵膏我们，圣灵要指教我们一切的事以持
守在基督里的信心（约翰一书 2：20-24；参考 4：13）。我们可以持久地基督里，因为圣
灵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仰望永生的应许，在信心和顺服中保守自己，直到基督
在荣耀中再来（2：25-29）。
约翰将我们引向基督以持守信心，以此结束他的神学论述。他写道：“你看父赐给
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
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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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
己，像他洁净一样”（3：1-3）。
正如以色列人总是将目光定睛在约柜上，以便不迷失在旷野，我们也必须将目光定
睛在基督身上，以便在我们的基督信仰中忍耐到底。圣经教导选民永蒙保守，但它也教导
在基督里恒久的信心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圣徒永蒙保守既坚固了圣徒的恒忍，又要求圣
徒要恒忍到底。我们必不要满足于只归入有形教会，我们必须也成为无形教会的一员，否
则我们就失丧了。我们当信靠基督为我们供应圣灵，圣灵使我们持守信心。我们应当信靠
基督完成祂在我们里面开始的善工（腓立比书 1：6；提摩太后书 1：12），然而那“为我
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必须是我们基督信仰与生活的核心（希伯来书 12：2）。8

与基督的外在关联
有形与无形教会的区别可以部分地解释背教的问题。9 盖尔·沃特斯（Guy
Waters）说这对于加入有形教会有着重要暗示，他写道：“因此教会照着神的设计并不是
一个唯独由重生之人组成的群体……加入教会的条件是认信而非重生。”10 外在地加入教
会使人外在地与基督关联，尽管他们与基督没有救恩上的联合。
申命记 32 章形容神是“买赎”以色列的神，而这个被神收养的民族中许多人并不是
祂真正的儿女。彼得同样形容背教者说：“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彼得后书 2：
1）。这并不意味着基督也为他们成了罪，好叫他们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后书
5：21）。所有在基督的受死上与祂联合的人都要在祂的复活上与祂联合（罗马书 6：
5）。只有当我们看到基督的独一教会具有有形和无形两个方面时，彼得的语言才说得
通。当背教者显明自己从不真正属于教会时，他们仍然在一段时间身处教会当中。基督用
祂的宝血买赎了教会，有些人属于这个被宝血买赎的共同体，但自己却并未被基督的宝血
赎买。

8

一种更好的翻译是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先驱与完善者”。这里使用的希腊文与其他地方对基督的描述相
似，那里提到基督是始也是终（启示录 21：6）。参阅弗雷德·桑德斯(Fred Sanders)《 论三一神》（The
Triune God），教义新研究，大急流城桑德凡出版社（Zondervan）2016 年出版，第 28 页。
9

沃特斯（Waters）, 《耶稣如何运行教会》（How Jesus Run the Church）,14-15 页。

10

沃特斯（Waters）, 《耶稣如何运行教会》（How Jesus Run the Church）,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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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是对背教的防范
尽管加入有形教会不足以使人得救，它却仍然是预防背教的一个手段。有时候背教
是透过忽视有形教会及其条例发生的，信徒需要教会的团契来彼此相助、勉励爱心、激发
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
近，就更当如此”（希伯来书 10：25）。他们必须恳切地聆听教训，免得像海上的船漂
流离开停靠之处（希伯来书 2：1）。天天彼此相劝是防止心灵“被罪迷惑”而刚硬的手
段（希伯来书 3：13）。
哈丁顿（Haddington）的约翰·布朗（John Brown）写道：“离开大公（普世）教
会，必然免不了要离弃真信仰的 根基原则与实践，因此人也就彻底不再是基督徒了。”11
那些曾经在有形教会里的人就像拔去瓶塞的酒，暴露在空气中逐渐变成酸醋。曾经尝起来
甘甜的，不知不觉变成了苦的。作为牧师，我注意到，几乎我知道的每一个忽视参加有形
教会的人，最终都离弃了对基督的认信。有些人甚至成了无神论者。事实是那些弃绝有形
教会团契的人，很少能看到自己身上渐进发生的属灵腐烂，直到为时已晚，他们已经不在
乎了。
这一切都表明在处理背教的问题上，区分教会的有形和无形方面是必要的。同样也
表明归属于教会两个方面都是必要的，我们必不能满足于加入有形教会却与基督没有救恩
上的联合，或是宣布我们是无形教会的一员却对有形教会避而远之。我们应当在整体教会
的背景下，尽一切可能领受整全的基督。

结论
菲利普·亨利（Philip Henry）是著名圣经注释家马太·亨利（Matthew Henry）的
父亲，他这样写道：
“正如在身体里面，除了那些组成身体所不可或缺的部分——例如手、胳膊、腿、
背部、胸部，等等，经常还存在囊肿、疣、痣以及其他赘生物，这些赘生物被同样的皮肤
覆盖，享受同样的营养与供应，然而它们并不是身体真正的部分或成员。基督的身体也是
11

约翰·布朗(John Brown)，《哈丁顿的约翰布朗系统神学》（The Systematic Theology of John Brown
of Haddington），罗斯郡（Ross-shire）费恩（Fearn）基督教焦点出版社（Christian Focus）2002 年出
版，第 5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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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许多人依附在基督的身体上，由同样的认信的皮肤遮盖，参加同样的圣礼，然而终
究不过是疣和痣，不是有生命力的成员。他们与主耶稣没有真正的联合或团契，他们在我
们当中，却不属于我们。有一日他们的真面目终将显现，在那一日福音被比作一张网。参
阅马太福音 13：47-50。”12
如果我们想要成为基督真正的成员，就必须属于无形教会。离了无形教会，人绝不
可能得救。然而新旧约教会的图景表明神通常是在有形教会的背景下拯救祂的选民，有形
教会是照着无形教会的样式、为了呼召神的选民归向神所造。它的样式并不完美，但仍然
是真实的。如果我们爱基督的教会，那么我们必须爱教会的全部，包括它的有形和无形方
面。这可以给我们一个山顶视角，我们如今可以纵览全貌，明白为什么有形教会对于我们
的得救通常是必要的。

12

菲利普·亨利(Philip Henry),《充满万有的基督：基督对信徒的意义》（Christ All in All: What
Christ Is Made to Believers），大急流城改教传承出版社(Reformation Heritage Books)2016 年出版，
第 42 页。

59

第三部分：实践

为什么威斯敏斯德信条 25 章 2 节很重要？

第六章

有形教会对于救恩的一般必要性
你很可能已经注意到旧约比新约庞大得多，然而没有新约的话，单独读旧约就像话
只说了一半。新约就像正午的太阳，经过许多世纪缓慢地升起。没有旧约就没有新约，然
而没有新约，基督的救恩就是一个不完整的故事。
同样的，这一章既是本书的结论，也是本书的要旨。如同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样，我
采用一条直路，开门见山直奔我所说的重点（8：1）。我们已经察看了改革宗教会是如何
以及为什么宣信“有形教会之外通常没有得救的可能”，我们接着根据圣经关于教会有形
和无形方面的渐进启示为这一原则设立根基。论证有形教会对于救恩的必要性，最大篇幅
在于将教会有形和无形方面这一教义的根基建立在圣经上，并根据圣经展现它们之间的关
联。教会具有有形和无形方面，这是一个更大的议题。如今我们必须将书中内容整合一
体，以显明我们为什么通常无法在有形教会之外得救。
大部分情况下，至少有两件事使得有形教会对于救恩是必要的：媒介的必要性以及
训诫的必要性。

媒介的必要性
有形教会在为罪人提供救恩的媒介上是必要的，这一点尤其适用于福音的传讲，福
音宣讲带给我们关于基督的知识。保罗鼓励我们“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
10：13）。他接着补充了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
听见呢？ 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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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何等佳美！」 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
呢？」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马书 10：14-17）。1
我们必须相信基督才能求告基督，我们必须藉着聆听基督才能相信基督。基督在保
罗里面说话，透过保罗对保罗的听众说话（哥林多后书 13：3）。牧师是基督的使者，为
基督恳求人与神和好（哥林多后书 5：20）。我们必须聆听基督、接受祂的训诲，以便得
救（以弗所书 4：21）。保罗强调说我们通常是透过讲道人聆听基督，这并非使个人读经
不重要。如同庇哩亚人一样，我们在讲道中听到基督时，必须查考圣经（使徒行传 17：
11）。讲道人是神差遣的，神赐给他们恩赐，教会借着众长老按手的按立承认他们（使徒
行传 14：23；提摩太前书 4：14）。这些讲道人带来的是欢喜的好消息，哪怕并非所有听
见的人都相信。保罗总结说信心必须藉着听道，听道唯独从神的话而来。
倘若没有讲道，使徒行传中那一大群从何而来呢？难道不是许多人都要没有光照而
遗留在黑暗里吗？关于神与基督的知识唯独藉着圣灵的大能从教会而来，倘若没有教会，
人会在哪里呢？保罗在另一处回答说：“所以你们应当记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
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
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
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以弗
所书 2：11-13）。这些经文呼应着所有我们已经看到的神在新旧约关于有形教会的启
示，教会外的人不属于圣约群体，因为缺乏圣约的记号。他们没有基督，对于基督的有形
身体而言是局外人。他们没有接近圣约应许的渠道，那些应许是他们得救所需要的。因
此，他们没有盼望。“没有神”的字面意思是“无神论者”，要么并不认识真神，要么没
有接近神的正确渠道。这样的人必须唯独在基督里到神面前，然而这是在教会的背景下进
行。这也是为什么保罗总结说，如今神在教会里建造他们（以弗所书 2：20），成为神借
着圣灵居住的所在（22 节）。基督应许赐福这些管道，祂要在圣道和圣礼中临到他们
（马太福音 28：18-20）。

1

许多版本写的是“基督的话”而不是“神的话”。对于本书来说，强调我们是透过神的话聆听基督的话
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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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教会就没有讲道，没有讲道我们就不能认识基督，没有基督我们就没有可以在
其中亲近神的教会。正如保罗的福音引导我们走向基督的教会，教会也透过福音的传讲引
导我们走向基督。约翰·米彻尔·曼森（John Mitchell Mason）写道：“整个恩典之约
的执行都建立在这一原则上：存在一个教会。”2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有形教会，救恩就
不可能实施在选民身上，因为神应许要祝福施行救恩的管道，这应许唯独属于教会，而不
是属于选民。
如同上面强调的，斯图尔特·罗宾逊（Stuart Robinson）教导说，如同人按神的形
象被造为了彰显神，有形教会也按着无形教会的形象被造，为要在一定程度上彰显无形教
会。这使得有形教会成为“一个向人启示上帝全备旨意的重要管道，如果不是必要管道的
话”3。万·金德林（Van Genderen）和魏里玛（Velema）观察道，之所以教会之外无救
恩，是因为在信靠基督之外无救恩。他们总结说：“离了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我们只
有在信心中连于基督才能属于教会，就没有得救的可能，并且这不只是一个原则，而是绝
对没有救恩。”4 尽管十字架上的强盗表明这句话有点绝对，保罗将教会与呼召罪人得救
的媒介关联起来，却表明我们必不要低估了教会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对于救恩是多么必要。
丹尼尔·海德（Daniel Hyde）评论比利时信条时解释道，在我们改革宗先辈们的眼
里，教会之外无救恩，因为教会有得救所必须的一般应许媒介。5 尽管神不用教会也可以
救人，但神并未应许如此行。6 这是使徒行传强烈的声音，它是否在我们里面引起共鸣
呢？

训诫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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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森（Manson），《论神的教会》（Essays on the Church of God），第 42 页。

3

罗宾逊（Robinson）与派克（Peck），《神的教会》（Church of God），第 37 页。

4

万·金德林（J. van Genderen）与魏里玛（ W. H. Velema）,《简明改革宗要义》（Concise
Reformed Dogmatics），盖瑞特·比尔克斯（Gerrit Bilkes）与艾德·万德马斯（Ed M. Van der Maas）
编辑，新泽西州菲利斯普堡（Phillipsburg）P&R 出版社（P&R）2008 年出版，第 729 页。
5

丹尼尔·海德（Daniel R. Hyde），《口唱心和：比利时信条释义》（With Heart and Mouth: An
Exposition of the Belgic Confession），密歇根州格兰维尔（Grandville）改革宗团契出版社(Formed
Fellowship)2008 年出版，第 3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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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海德（Daniel R. Hyde），《口唱心和：比利时信条释义》（With Heart and Mouth: An
Exposition of the Belgic Confession），第 3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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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履行基督徒生活的义务，有形教会是必要的，这一点对于会众与圣职人员都成
立。7 为了简明扼要，我将把这一标题缩减为圣徒的团契、圣徒的完全，以及圣徒的义
务。

圣徒的团契
有形教会对于圣徒的团契而言是必要的。万·金德林（Van Genderen）和魏里玛
（Velema）写道：“圣徒的团契是不可能在教会社群之外找到的，尽管两者并不完全等
同。”8 雅各·班纳曼（James Bannerman）尖锐地说道：“一个与众寡合的基督徒比矛
盾还糟糕，他是一个反常，站在神清楚的制度的对立面，神在一个教会里设立了信徒的团
契，也已经提供了外在的条例促进它的合一与获益。”9 早期基督徒将自己奉献给使徒的
教义、团契、擘饼和祷告（使徒行传 2：42），如果我们扪心自问到哪里能找到这样的社
群，难道有形教会不是最显而易见的答案吗？

圣徒的完全
有形教会对于圣徒的完全是必要的。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升天后将恩赐分给众人
（以弗所书 4:8），然而保罗没有接着发放调查问卷以帮助以弗所人发掘自己的属灵恩
赐。相反，他罗列说：“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11 节）。我
们可以归纳保罗这里的一般原则，而不必对每个词详加解释。这些恩赐都是教会里的教导
恩赐，有些是特殊和暂时的，另一些则是一般与永久的。结合罗马书 10：14-17 对讲道的
强调，这些都是与圣道事工有关。

7

本书不展开探讨正式教会会员制，关于青睐这一立场的论述，参阅瑞恩·麦格劳（Ryan M. McGraw）和瑞
恩·史派克(Ryan Speck)合著的《教会会员制合乎圣经吗？》（Is Church Membership Biblical？）,培养
合乎圣经的敬虔丛书，大急流城改教传承出版社(Reformation Heritage Books)2015 年出版。
8

万·金德林（J. van Genderen）与魏里玛（ W. H. Velema）, 《简明改革宗要义》（Concise Reformed
Dogmatics），第 704 页。
9

雅各·班纳曼(James Bannerman),《基督的教会：论基督教会的性质、能力、条例、惩戒与治理》（The
Church of Christ: A Treatise on the Nature, Powers, Ordinances, Discipline, and Government of
the Christian Church），阿拉巴马州伯明翰（Birmingham）坚固根基基督教图书出版社（Solid Ground
Christian Books）2009 年出版，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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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恩赐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成全圣徒”（以弗所书 4：12），以便教会能凡事长
进，连于元首基督，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15-16 节）。积极地说，圣
道的事工使“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
量”（13 节）；消极地说，正统的讲道“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
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14 节）。基督徒应当经
常在地方教会聆听圣道，以便不再做小孩子，在基督里长大成人。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离开地方教会，在家里带着太太自己敬拜。然而，他们在一起读
经的过程中读到了以弗所书，他立刻转向太太说，那里的经文指出他们活在罪中，他们需
要回到教会。如托马斯·波士顿（Thomas Boston）所写：“基督奥秘的身体还在成长，
头已经是完美了，但身上的肢体仍然缺乏。”10 保罗教导说，我们必须一同在基督里成
长，我们也需要教会里的圣道事工以便能够成长。

圣徒的义务
有形教会对于圣徒履行义务而言是必要的。基督说如果我们爱祂，就必遵守祂的诫
命（约翰福音 14：15）。你能想象离开其他基督徒去遵守基督的诫命吗？如果我们都不
活在圣徒群体中，如何能履行基督颁布的像祂爱我们那样彼此相爱的命令呢（约翰福音
13：34-35）？如果我们不在团契中彼此相交，如何能分担彼此的重担（加拉太书 6：
2）、像基督饶恕我们一样彼此饶恕呢（以弗所书 4：32）？我们如何领圣餐呢，圣餐体
现的既是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也是我们与教会的联合（哥林多前书 10：17）？如果我们
只是想维持我们的灵魂与神之间的和睦，我们又如何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呢
（以弗所书 4：3）？我们如何能天天彼此劝勉、不停止聚会呢？如果没有需要长老照
料、供我们归属的教会，我们如何能敬重那在我们中间劳苦的长老，又因他们所做的工，
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呢（帖撒罗尼迦前书 5：14-15）？如果我们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
认识我们，我们试图独自过基督徒生活，那我们如何跟随他们信心的榜样（希伯来书
13：7），如何听从并顺服他们（17 节）？

10

托马斯·波士顿（Thomas Boston），《已故牧师艾特立克的托马斯·波士顿全集及回忆录》（The
Complete Works of the Late Rev. Thomas Boston，Ettrick: Including His Memoirs），伊利诺伊州惠
顿（Wheaton）罗伯特出版社(R. O. Roberts)1980 年出版，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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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如果我们不加入有形教会，就无法遵行圣经许许多多——如果不是绝大多数
关于个人敬虔的命令。如果我们的信心和顺服不有形地表达出来，我们就不能说我们是无
形教会的成员。无形教会是我们与基督联合而得救的唯一通道，但有形教会是我们表达与
信徒同胞联合的唯一渠道。神藉着信心以祂的大能保守我们得救，这是末世要显现出来的
（彼得前书 1：5）。然而我们将来的救恩光景取决于过去的实际，就是我们的归正，我
们在教会当中、透过教会、与教会一起归正。非圣洁无人能见主（希伯来书 12：14），
而我们彼此具有的义务构成圣洁的一大方面。

结论
照着神的命令，有形教会是必要的。只要有可能加入有形教会，我们就有必要如此
行。同样的道理，尽管洗礼不能拯救人，神也可以不透过洗礼拯救人，然而在神要求洗礼
的时候故意拒绝洗礼却只能带来审判。如巴温克（Bavinck）所言：“使人在神面前有罪
的并非缺乏圣礼，而是对圣礼的轻视。”11 查德·万迪克斯霍恩（Chad Van Dixhoorn）
将这个观念应用于教会说：“十字架上悔改的强盗，一个归入基督教却没有找到其他信徒
的穆斯林，或是一个漂泊到沙漠孤岛、只有一本圣经的人，这些人都有说得过去的理由无
法加入有形教会。但那些声称自己是信徒却拒绝加入教会的人，在圣经清楚的教导和神护
理的机遇下仍然如此，应当使我们深深忧虑。他们就像那些宣称彼此相爱却不愿意结婚的
人一样。”12
如果他们有意地拒绝加入教会，那么他们应当为自己深感忧虑。基督说如果我们的
右手、眼睛或脚叫我们跌倒犯罪，那么我们必须将之砍下来，从我们身上丢弃（马太福音
5：29-30）。祂没有说我们应当这么做是因为这些事拦阻我们过一个快乐的基督徒生活，
祂说我们残疾地进入永生，总好过肢体健全下到地狱。我们需要教会作为认识基督的管
道，我们需要有形教会以彰显我们对基督的顺服。在圣经清楚的教导下藐视有形教会，更

11

巴温克（Bavinck），《改革宗要义》（Reformed Dogmatics），4：489。

12

查德·万迪克斯霍恩（Chad B. Van Dixhoorn），《信仰告白：威斯敏斯德信条阅读指南》
（Confessing the Faith: A Reader’s Guide to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爱丁堡
（Edinburgh）真理旌旗出版社(Banner of Truth)2014 年出版，第 3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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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反映了我们如何看待基督，甚于反映我们如何看待教会本身，基督是教会的奠基者，
教会是与基督联合的新妇。
另一方面，教会是神的家，是基督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她是神的以色列，是上头
的耶路撒冷，是众人的母。难道我们不当看到这一锡安、我们神之城的荣耀吗？我们应当
爱教会，因为基督爱教会。我们应当渴望在神的家中与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同成长。我们应
当渴望在教会的侍奉下在信心与敬虔中保守自己。我们必须看到，通常情况下，在她之外
没有得救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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