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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宗⾧⽼會－主⽇信息 
04-04-2021 

什麼是改革宗長老會-01 

長老制度起源與根據-01 

以弗所書 4:11-12  

 

唐興 牧師 
 

 
 
經文： 

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

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前言： 

今天本來是要舉⾏教會會員入會的儀式，但是John Sawtelle牧師有緊急事件不能參加，

所以就把入會儀式延後舉⾏。有⼈可能會問：為什麼需要有兩個牧師/長老才能舉⾏這個

入會的儀式呢？這是因為長老會的治理原則是這樣運作的：單獨個別的長老教會是由教導

長老、治理長老、執事和會眾所形成的⼀個屬靈的團體。⽽教會是由教導長老和治理長老

所形成的「堂會」session來治理的，「堂會」是⼀個治理會也是⼀個執⾏基督權柄的法

庭court。所以，會員的入會儀式是基督透過教會的「堂會」把祂的⼦⺠納入祂的⾝體。

正常的情形下，單獨的牧師長老沒有這樣權限。 

 

「堂會」session是第⼀個等級或層級的治理會governing board。⼀個地區內會有許多

單獨的改⾰宗長老教會。這些地區內的教會的治理會，就是該地區中，所有改⾰宗長老會

的牧師和長老們，組織成為⼀個第⼆個等級或層級的治理會/法庭，就是所謂的「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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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bytery。我們教會是屬於改⾰宗長老會RP太平洋區會。第三個等級的治理會/法庭，

就是整個美國地區，包括加拿⼤，所有RP教會的牧師長老們所組成的治理會/法庭。就是

所謂的「總會」synod。 

 

每⼀個單獨的個別的改⾰宗長老會，是在「堂會」session，「區會」presbytery，「總

會」synod，三個等級的長老治理體系下運作的。作為⼀個單獨個別的改⾰宗長老會的牧

師長老，不能單獨去做教會中的許多⼯作。許多⼯作必須在堂會和區會，甚⾄總會的運作

下能進⾏的。我們教會⽬前只有⼀位教導長老，所以區會就差派John Sawtelle牧師作為

我們的暫時長老provisional elder，⽽形成⼀個「堂會」。這樣我們就是⼀個正式獨立的

改⾰宗長老會，在區會和總會的照顧和監督下建立基督的⾝體。因此，直到我們可以從本

⾝教會中有合格的⼈，被按立成為長老之前，我們需要其他RP教會的牧師或長老來幫助

我們治理教會。⼀個牧師不能單獨成為治理教會的「堂會」。 

 

總會的網站這樣寫到：「北美改⾰宗長老會RPCNA是藉由「長老系統」來管理的（此宗

派認為這是神所指⽰唯⼀的教會管理⽅式）：每⼀個單獨的教會（congregation）都受

到兩個或多個長老的治理。與多數的長老會宗派⼀樣，RPCNA 分為幾個不同的區會

（presbyteries），但是與⼀些較⼩的長老會宗派不同之處在於: 此宗派最⾼的治理團體

是單⼀的總會（synod）, ⽽非⼤會（general assembly）。每⼀個教會可以差派⼀個長

老代表（⼤教會可派兩個代表）參與其區會會議，以及年度性的總會會議。每⼀個牧師，

無論服事教會與否，都⾃動的成為參與其所屬的區會和總會的代表。」 

 

在如果⼀個地區有⼀個正在植堂階段的改⾰宗長老會，還沒有正式的牧師和長老。就可以

由其他幾個改⾰宗長老會的牧師和長老成立所謂的TGB-Temporary Governing Body，

來協助該教會，監督和管理建立那裡的RP教會，建立基督的⾝體。我們看到⽬前加拿⼤

⻄溫哥華的華⼈改⾰宗長老會就是這種情況。個別獨立的改⾰宗長老教會不是完全獨立⾃

主的，是在⼀個⼤家庭下受到監督管理和互相扶持的長老會運作體系。 

 

所有的改⾰宗長老會的事⼯都是在這個體系下運作的，受到許多照顧，同時也受到監督和

管理。這種模式和地上的公司團體，私⼈機構的運作是完全不同的。⽽這正是基督所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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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會模式。當我們進入這個體系中，就會有許多學習的地⽅，這是我們以前完全陌⽣

的。 

 

長老制度的教會治理模式的形成可以從兩⽅⾯來看：第⼀，我們需要從教會歷史來看。因

為長老制度不是在真空中形成的，⽽是延續了從16世紀⾺丁路德和之後加爾⽂的宗教改

⾰運動，在⻄⽅教會歷史中形成的17世紀英國、蘇格蘭和愛爾蘭的改教運動的結果。⽽17

世紀的英國改教運動最具影響⼒的就是⻄敏斯特會議Westminster Assembly。⼤家可以

看到我們教會的網站的主⾴背景的圖片就是當時會議討論的描繪，為了要⿎勵會眾去了解

我們教會的歷史淵源。並且提醒我們要持守這些走在我們前⾯的聖徒所建立的根基。⽽北

美改⾰宗長老會的憲章就是在執⾏和持守，17世紀改教運動所建立的根基。 

 

⼀般學習或追求改⾰宗神學的⼈，很容易忽略，改⾰宗神學不僅是神學教義部分，更包括

了教會治理和敬拜規範。教會治理的⽬的就是要確保神學的正確和敬拜的純正。因此，教

會治理，神學教義，和敬拜原則都包括在⻄敏斯特會議中形成的《⻄敏斯特信仰宣⾔》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中。這是⼀套完整的，為了教導教會⼀般會眾的系統

化教義問答。《⻄敏斯特⼩要理問答》基本上是為了教導孩童的教義問答。《⻄敏斯特⼤

要理問答》是複雜度居於⼆者之間的教義。⽽我們今天要先從英國改教歷史的⾓度來看長

老制度的形成，希望進⼀步來認識「什麼是改⾰宗長老會」。也就是這⼀系列信息的⼤標

題。神學教義doctrine，長老制度Presbyterianism，基督中保王權mediatorial kingship 

of Christ，敬拜規範原則 RPW Regulative Principle of Worship ，就是獨唱詩篇不⽤樂

器 EP Exclusive Psalmody and No Instrument，這些都是當時英國改教運動中「⻄敏斯

特⼤會」按照聖經所訂下的教會改⾰運動內容。我們看到今天改教運動還沒有完成。 

 

第⼆，我們需要從聖經本⾝的經⽂來思想長老制度的形成。今天我們要從以弗所書第4章

來看基督設立教會不同的職分，祂是透過這些職分來建立祂的教會的。我們需要⽤兩個主

⽇來思想這個題⽬：長老制度的起源與根據。 

 

1-長老教會的歷史起源：西敏斯特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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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宗長老會總會這樣說：北美改⾰宗長老會RPCNA 有⼀個長遠的歷史，從美國殖⺠時

期開始，她就是⼀個獨立的宗派。此外，在蘇格蘭（此宗派的發源地），從17世紀開始，

改⾰宗長老會就已經是⼀個獨立的宗派。PRCNA 現今宣告她與原始的蘇格蘭長老會的⾝

分相同，並且是出⾃於16世紀的更正教宗教改⾰運動的。 

 

1a-西敏斯特會議與「莊嚴結盟與立約」。要認識改⾰宗長老會就必須知道什麼是⻄敏斯

特會議 Westminster Assembly和「莊嚴結盟與立約」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 

「莊嚴結盟與立約」，是指1643年8⽉，蘇格蘭⽀持長老制度的清教徒「立盟約者」或

「約老會」Covenanters（他們是改⾰宗長老會的前⾝），和英國的國會領導⼈⼠，簽署

的⼀個政治協議，為了英國，蘇格蘭，愛爾蘭三國帝國的統⼀。英國希望蘇格蘭協助他們

平息內戰，蘇格蘭則要先達成教會的合⼀。在此協議下，簽署者們同意者在英國，蘇格蘭

和愛爾蘭成立長老教會，作為國家教會。堅持基督的君王權柄是⾼於教會和政府的，並且

教會具有免於政府強制⼲涉的⾃由。 

 

同時由英國國會召開⻄敏斯特⼤會制定教會治理制度，神學教義，敬拜規範原則。⼤會由

121位牧師，30位平信徒組成。關於教會治理制度的議題的討論，參與者包括了不同的宗

派：聖公會-安立⽢宗 Anglican-Episcopalian（主教制度）， 伊拉斯派 Erastian （強

調政府權柄⾼於教會）, 獨立派 Independent, 和長老會 Presbyterian。會議從1643年7

⽉1⽇，開到1649年2⽉22⽇，舉⾏了1,163場會議。會議的地點就在⻄敏斯特修道院。每

⼀場會議都有詳細的會議紀錄。今天許多研究教會歷史的學者都開始對會議的內容有更清

楚的認識。 

 

1b-政治與宗教的糾結。 

我們知道當時的環境是⼀個政治和宗教糾纏不清的時代。清教徒們⼀⽅⾯要擺脫清除羅⾺

天主教，主教制度、錯誤神學和敬拜的玷污；⼀⽅⾯要抵擋受到政治介入的英國國教。他

們的主教是由政治⼈物，英國國王來任命的；⼀⽅⾯還要反抗獨立派的極端獨立⾃主的教

會治理模式。這是⼀個政治和宗教糾結不清，互相爭⾾的動亂時期。 

 

結論：所以我們看到改⾰宗長老會直接與17世紀英國改教運動的「莊嚴結盟與立約」和⻄

敏斯特⼤會有非常直接的關係。當時結盟與立約，和神學會議的⽬的，就是希望把宗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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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發展到蘇格蘭，英格蘭，和愛爾蘭三地的教會。希望三地的眾教會都具有相同的長

老制度，神學教義，和敬拜規範原則。結果英國內戰失敗，英國把權⼒交到獨立派的⼿

中，也就標誌著，英國改教運動已經結束了。後來在蘇格蘭清教徒「立盟約者/約老會」

的強烈反抗下，政府開始⼤規模逼迫殺害教會長達10之久，被稱為是「殺戮時刻」

（Killing Times）(1679-1688)。這些清教徒就逃到愛爾蘭成立教會。然⽽，政治戰爭跟

隨著他們。雖然他們沒有參與政治，因為拒絕立誓效忠英國政府，⽽被認為是反動份⼦，

受到迫害。許多愛爾蘭的「約老會」清教徒們就逃到美國。結果他們和從蘇格蘭來的「約

老會」清教徒⼀同聯合起來，成為今天北美改⾰宗長老的創始教會。從1738年開始，改

⾰宗長老會就漸漸發展成為區會，和總會。從17世紀以來改⾰宗長老會就⼀直持守並實踐

《⻄敏斯特信仰告⽩》和《⻄敏斯特要理問答》，延續了400年前清教徒在⻄敏斯特⼤會

所制定的教會治理，神學教義，和敬拜規範原則。這是我們認識改⾰宗長老會的歷史起

源。現在我們要從以弗說書4:11-12節和其他的聖經經⽂，來看教會治理的聖經根據。 

 

中心思想：基督作為教會的元⾸設立了治理祂教會的制度：包括長老和層級法院體系。我

們今天只思想基督設立的教會治理制度。層級法院體系，要留到下⼀次講。 

 
經文解釋： 

2-長老制度的聖經根據：基督設立教會。弗4:11-12「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

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2a-基督已經設立了一個治理照管系統。 

2a1-信仰宣言。WCF30.1-主耶穌是教會的君王與元⾸，祂已經將教會治理權交給教會職

員church officers，他們與政府官員不同。(The Lord Jesus, as King and Head of his church, 
has appointed a government in it, to be administered by church officers, distinct from the civil 
authorities) 
 

因此，什麼是改⾰宗長老會？意思是我們肯定長老治理教會的系統。並且，所有的教會治

理的根源是出於長老制度的基礎原則 the Fundamental Presbyterians Principle——就

是，基督是教會元首，祂統治祂的教會，祂已經設立了教會的治理形式，並啟示在聖經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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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敏斯特會議的，17世紀蘇格蘭改教家，喬治格利斯比George Gillespie 在他寫的

《教會治理基礎原則》FPCG中講到：「教會的職分」是基督設立了兩個職分來治理祂的

教會：「⼀般的和永久的」如，牧師pastors，教師teachers，和其他教會管理者

church-governors，和執事deacons。雖然，在這裡似乎是提出了四個職分。事實上，

⻄敏斯特會議的神學家把長老的職分包括了三個不同的⽅⾯：第⼀，教導長老，或牧師；

第⼆，教導長老或學者doctors; 第三，治理長老ruling elders。這三種都是長老，因為他

們在區會和所有教會中都負有治理教會的職責的。長老們雖然都參與教會治理，然⽽他們

具有不同的功⽤：牧養，教導，或治理。簡⾔之，教會的職分只有兩種：長老和執事

elders and deacons。 

 

2a2-聖經根據。我們需要看到聖經也教導啟⽰不超過兩種教會的職分。 

2a2.1-基督的工作。以弗所書4:9-10節說「（既說升上，豈不是先降在地下嗎？10 那降

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保羅說基督遠遠升到諸天之上。這裡的天是

指無形的領域，⼈⾁眼看不⾒的領域。就是啟⽰錄4-5章所描述的基督在天上執掌天上地

下權柄的光景。保羅在講教會之前，再次重複以弗所書前⾯1章20節已經宣告的，基督在

天上執掌王權的事實，就是：神使基督從死裡復活，叫祂在天上坐在⾃⼰右邊。 

 

在這裡我們不要忘記了，整本以弗所書的核⼼是1章10節「10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

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整本以弗所書，都是在解釋

這句話。這是神的旨意，這是神整個⼤計畫。這個計畫施⾏就是：第⼀，基督建立天上聖

殿（弗2:19-22）；第⼆，基督建立地上的教會（弗4:9-16）。地上教會的建造就是天上

聖殿的建造。這是神旨意的奧秘，這是是基督復活升天後所啟⽰出來的神的計畫：基督在

天上透過祂在地上設立的教會的建造，達到天上聖殿的建造完成——這是神旨意的奧秘。 

 

2a2.2-基督的設立。第11節說：「11 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

教師。」我們要注意到，是基督賜下教會的職分，賜下屬靈的恩賜，來執⾏祂的計畫的。

使徒，先知，傳福⾳的是屬於使徒時期教會建立基礎的職分。這些使徒時期的職分，是在

新約正典成形之前的⼯作，他們直接領受宣講神的話語。當新約正典形成之後，這些教會

職分就終⽌了。從希臘⽂法來看，這三個職分的前⾯都有⼀個希臘⽂的定冠詞。牧師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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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則⽤了同⼀個冠詞。因此，我們可以確定這裡是指⼀個職分，牧師和教師不是兩個不同

的職分。改教家加爾⽂同意這種看法，這也是教會教⽗奧古斯丁和屈梭多模

(Chrysostom)的解釋。但是加爾⽂同時⼜認為，這裡可以是兩種不同的職分。 

加爾⽂說：「每個牧師都有教導的責任，但是講解聖經（教師）是⼀種特殊的恩賜——為

了維護教義的純正；⽽教師（學者）也不⼀定能像牧師那樣講道。在我看來，牧師的責任

是牧養信徒。我不反對他們同時被稱為教師，但是他們是⼀群有牧養恩賜的教師。這樣的

牧師同時要負責培育下⼀代的牧者，並教導整個教會。有時候，牧師也可能同時是⼀個教

師，但這是兩種不同的責任。」顯然，加爾⽂不確定的立場，到了英國改教運動的時候變

得更確定了。也就是說，牧師和教師是指⼀個職分。 

 

牧師就是長老。新約中，牧師這個字是長老的同義字，是可以互換的字。彼得前書5:1-2

節，把牧養群⽺的⼈，就是牧師，稱為長老。「我這作長老、作基督受苦的見證、同享後

來所要顯現之榮耀的，勸你們中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2 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

羊，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

意；」 

 
教師解釋牧師。弗4:11節中保羅說的牧師和教師，因為只有⼀個定冠詞，所以，後⾯的教

師這個字，在希臘⽂法上，是在解釋前⾯的名詞。如同約翰福⾳4:23-24，「在聖靈和真

理中敬拜⽗」。真理是解釋聖靈的——「在聖靈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這樣看來，

這裡的意思是：教師這個字進⼀步地解釋了牧師的職分。 

 

治理和教導的長老。提摩太前書5:17節教導我們有兩種長老：負責治理的長老和負責傳道

教導⼈的長老。「17 那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當以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勞苦傳道教導

人的，更當如此。」 

 

兩種教會職分：長老與執事。我們需要看到聖經同時講到教會有兩種職分：監督與執事。 

提摩太前書3章保羅說明了承受教會職分的資格。監督就是指教導長老和治理長老。腓立

比書1:1也講到兩種職分：監督與執事。腓1:1「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和提摩太，寫信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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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穌裡的眾聖徒和諸位監督、諸位執事：」所以，⼀個教會可以有許多

長老，和許多執事，但是⾄少需要有兩位長老和⼀位執事。 

 

監督就是長老。保羅在提摩太前書3章和腓立比書1章⽤「監督」，但是他在提多書1:5，

⽤了「長老」這個職分。多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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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7節，他⽤「監督」這個字來說

明前⾯長老的資格。因此，「監督」和「長老」是同義字，是指同⼀個職分。 

 

使徒⾏傳20:17中的「長老」，和28節中的「監督」都是指以弗所教會裡的同⼀個職分。

20:17「17 保羅從米利都打發人往以弗所去，請教會的長老來。」「28 聖靈立你們作全

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神的教會，就是他用自己血所買來

的。」 
 
結論：因此，我們看到⻄敏斯特會議中所定的長老制度是符合基督設立的教會職分，就是

長老和執事。長老的職分⼜分為：負責教導的長老和負責治理的長老。這是改⾰宗長老會

的教會治理模式。由教導牧師和治理長老組成的法庭就是「堂會」session，以及由長老

們和執事們組織成的治理照管教會的組織系統。當然，這沒有否定每個會眾對教會事⼯的

參與，相反的，這是⼀個由基督設立的教會團體中，由承受職分的長老和執事的運作體

系。每個肢體都可以在這個體系中，發揮⾃⼰的不同的恩賜，在堂會的治理系統下運作。 

 

2a2.3-基督的目的。我們需要看到重要的是基督設立教會職分的⽬的。基督是如何在教會

掌權，建造地上的教會，建造天上的聖城 (基督的⾝體)。這個⽬的就是：以弗所書4:12所

說的「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保羅⽤三個介系詞⼦句：為了

成全[καταρτισμός]聖徒，為了事⼯for the work of ministry，為了建立基督的⾝體。這是

牧師/教導長老/教師的職分。這裡告訴我們基督要如何透過祂所設立的職分/恩賜來建造

祂的教會。教會不是我們任何⼈的教會。教會是基督的教會。基督透過祂所賜給教會的牧

師/教導長老/教師來建造祂的⾝體，漸漸長⼤成⼈——這基督建造教會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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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不是在講每⼀個基督徒都被裝備起來，透過各樣的事⼯來建造教會：透過烹飪教室，

透過基督教的瑜伽課，透過基督教的搖滾⾳樂演唱會來建立教會。這些事⼯的本⾝雖然是

無可厚非的。但我們必須知道，這不是基督建立教會的⽅式。基督建立祂的教會是透過教

導長老，透過牧師傳講教導關於基督的知識，關於神國度的真理來建造教會的。 

 

結論：什麼是改⾰宗長老會？就是基督設立了教會的長老制度。其意思是：我們相信基督

掌管祂的教會，基督透過設立教會的職分來治理祂的教會。基督設立教會的⽬的就是透過

祂所設立的牧師就是教師的職分，來建造基督的⾝體就是天上的聖殿。 

 

長老治理制度是在17世紀英國改教運動的時候，當時參與⻄敏斯特⼤會的清教徒改教家們

根據聖經的啟⽰，訂定了教會治理的長老制度，成為持守教會教義，和純正敬拜規範的合

於聖經的教會治理系統。因此，我們順服這個體系的治理，就是順服基督的統治，我們就

是在被建造成為天上的聖殿。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