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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宗⾧⽼會－主⽇信息 
04-11-2021 

什麼是改革宗長老會-02 

長老制度起源與根據-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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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 17 世紀末 18 世紀開始的「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 就是所謂的

「理性時代」，改變了歐洲政治和哲學的思想。也成為 19-20 世紀現代⽂化思想，⾃由

⺠主思想的根源。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排除任何與歷史和傳統有關的束縛。基督教在這樣的

⽂化思想下受到影響產⽣對教會歷史的忽略。20 世紀美國改⾰宗神學家莫⾥ John J. 

Murray 看到美國教會的⽇易衰落，語重⼼長的寫了⼀本書：《今天教會⾯臨的問題-教

會衰落的標誌和解決之道》。其中⼀個衰退的標誌就是：忽略了教會歷史。 

 

我們今天要繼續上週的主題什麼是改⾰宗長老會？長老制度的起源和根據。上週我們談到

長老制度的起源是出⾃於英國改教運動的「莊嚴結盟與立約」和「⻄敏斯特會議」為了要

帶來英國、蘇格蘭和愛爾蘭在宗教信仰的統⼀。但是什麼原因造成英國的改教運動呢？為

什麼改教運動要先把重點放在長老制度上呢？我們要先從英國改教運動歷史背景來看長老

制度的起源，然後再到聖經經⽂中去查看長老制度的聖經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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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歷史背景：長老制度的起源。「莊嚴結盟與立約」和「⻄敏斯特會議」是長老制度的起

源。長老治理制度是⼀個由幾個「層級法院」（grade courts）所組織運作的系統，教會

的權柄是透過這個治理系統所賦予的——這是今天信息的重點。 

 

同時我們需要了解英國改教運動所處的三個層次的歷史背景： 

第一層背景：除去主教團制度。⾸先，英國國教是英國國王亨利八世在 1530 年脫離羅⾺

天主教創立的。他基本上延⽤了羅⾺天主教的教會治理模式：教會是由主教團 Prelacy 來

治理的（包括⼤主教 archbishops，主教 bishops，主教秘書 chancellors，委員

commissaries，地⽅主教 deans， 參事 chapters，和地⽅副主教 archdeancons。）不

同之處在於亨利八世稱⾃⼰是「教會最⾼元⾸」 (Supreme Head of the Church)。這種

政權和教會的合⼀導致英國教會極度的敗壞。這是英國改教運動所要廢除的不合聖經的教

會治理制度。因此，英國國會對⻄敏斯特會議的神學家們做了指⽰要起草設計⼀個新的教

會治理模式。當時國會是這樣說的：新的教會治理模式必須是「最符合神聖經的話，並且

易於在國內獲得並維護教會的和平，並與蘇格蘭，國外其他改⾰宗教會達成更近的⼀致

性。」所以，英國國會實際上已經同意了，當時蘇格蘭和歐洲其他改⾰宗教會的長老治理

制度。 

 

第二層背景：會眾制和獨立制。英國改教運動的第⼆層背景就是「會眾制度」

Congregationalism 和「獨立制度」Independency。持守這兩種制度的⼈都反對英國國

教的「主教團制度」。他們也同意唯⼀合法的教會治理模式必須是聖經中所教導的。問題

在於他們不僅同情還暗地⽀持英國當時興起的「派別運動」（the sectarian 

movement）。使得該運動在英格蘭像野火⼀樣蔓延開來，幾乎使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 

 

第三層背景：派別運動的興起。「派別運動」的興起是英國改教運動的第三層背景。⼀位

教會歷史學家寫道：「那時候出現許多宗教派別，對教會事務持有各種不同的⾒解，從單

純的荒謬觀點，到野蠻荒謬的褻瀆神的觀點。如果把把這些觀點都寫出來就等於是污染了

紙張。」我們需要認識到某些「獨立派」和「派別運動」持有⼀個共同的觀念，就是：追

求⼀種完全⾃由的宗教；在教會治理上和敬拜形式上完全的⾃由。英國國會理解到這個現

象，因此才指⽰「⻄敏斯特會議」要提出⼀個與歐洲改⾰宗教會⼀致的教會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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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CNA的總結：改⾰宗長老會的憲章延續了⻄敏斯特會議的結果做了這樣的總結：「基

督已在祂的聖⾔中，為祂的有形教會設立了⼀種特殊的治理形式。 它是由長老來治理的

（希臘語：長老 presytery），因此被稱為長老會。 每個教會都應由被按立的長老們來治

理，⽽這些長老是由會眾選舉產⽣的（25：7）。長老們被組織成為許多法庭（堂會，區

會和總會），由這些法庭來負責管理教會和管理被按立承受職分的⼈。 這種權柄是道德

上和屬靈上的，並且是順服神的律法的。 （25:10）」 

 

上週主⽇：我們從以弗所書 4 章證明了長老治理制度的第⼀個聖經根據就是：基督作為

教會唯⼀的君王和元⾸，祂具有權柄設立教會的統治管理制度。⽽且，祂所設立的這種治

理制度是聖經中所啟⽰的，包括兩個職分：長老和執事。 

 

中心思想：聖經教導我們：教會的權柄是授予給長老們所組織形成的許多法庭來運作的：

教會法庭，區會法庭，總會法庭。教會不是由單獨個別的教會的會眾來統治管理的。 

 

最後⼀句帶有負⾯意味的話，這是因為，當我們去定義什麼是長老制度的時候，它可以幫

助我們澄清⼀些重要的問題：長老制度不是僅僅在說，教會是由長老來治理的。長老制度

是指：教會的權柄是賦予給由長老們所組織形成的⼀系列的法庭的，不是賦予給某個個別

教會的長老們，也不是賦予給某個別教會的會眾的。長老制度認為，教會是⼀個合⼀的⾝

體，並且當某個別教會的長老統治管理⼀群會員的時候，他們不是獨立⾃主的來管理的，

⽽是與區會⼀起，最後與總會⼀起來管理個別的教會的。 
 
2-聖經根據： 

2a-對「會眾制」或「獨立制」的認識。⾸先，我們要簡單地說明「會眾制」和「獨立

制」的主要原則，這樣可以更清楚地明⽩聖經對長老制度的解釋。 

 

2a1-教會治理由承受職分者與教會會員一同執行。長老的職分在這兩種制度下確實擁有⼀

種特殊的權柄，可以向全體會眾提出提案，並在會眾批准後執⾏該提案。沒有會眾的批

准，特定教會的長老是沒有任何權⼒的。所以教會的治理權柄是出於教會的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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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要確定的是：長老制度並不否定會眾的決定，⽽是認為「堂會」應尋求會眾的同

意。堂會的職責就是要幫助會眾達到⼀致的決定，⽽這個決定也同時是堂會所同意的。區

會和總會都是來協助會眾達到合⼀的。但是教會的會眾本⾝並不擁有最⾼的決定權柄。 

 

2a2-個別教會本身是完整的和完全獨立的個體。會眾制和獨立制認為教會會眾具有最⾼權

柄，因此基本上是與其他教會完全獨立的個體，具有完全的能⼒和權柄去獨立完成基督所

託付給教會的執事。包括講道，施⾏聖禮，教會勸戒，宣教…等等，完全不需要受到任何

監督和管理。在長老制度下這些都是在區會的監督和管理下進⾏的。因此長老會的牧師長

老除了要牧養⾃⼰的教會會眾，還要參與區會共同監督和治理其他教會的事情。 

 

2a3-個別的教會擁有獨立權柄按立教會承受職分者。另外⼀個不同的地⽅就是會眾制和獨

立制的教會認為個別的教會擁有權柄去按立⾃⼰教會的牧師，原則上不需要任何其他已經

被按立的牧師在場或參與按立。並且教會會眾具有權柄譴責或罷免教會承受職分的⼈。⻄

敏斯特會議的參與⼈⼠中有許多是會眾制和獨立制的持守者，雖然他們也同意加爾⽂神

學，卻是與歐洲加爾⽂改教運動的改⾰宗教會有完全不同的教會治理觀念。 

 

這是在進入經⽂之前，我們需要認識的關於「會眾制」和「獨立制」與改教運動產⽣的長

老制度的不同地⽅。 

 
2b-聖經長老制度的主要原則：教會的權柄被賦予給層級法院的運作系統 
2b1-個別地方教會的會眾受到區會長老們治理和照管。 
 
b1.1-聖經講到某個有形的教會，同時也是屬於一個群體，就是區會中的一份子。 

a-加拉太書 1:21-22「以後我到了敘利亞和基利家境內。22 那時，猶太信基督的各教會都

沒有見過我的面」。帖前 2:14，「14 弟兄們，你們曾效法猶太中，在基督耶穌裡神的各

教會，因為你們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們受了猶太人的苦害一樣。」徒 89:31，

「31 那時，猶太、加利利、撒馬利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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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注意到保羅⽤了「猶太信基督的『各教會』」，這裡

的教會是複數的，是指個別的許多在同⼀地區的許多教會。路加的使徒⾏傳⽤了單數的

「教會」，就是是指「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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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來 10:24-25。「24 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25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

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教會成員的責

任和功⽤是「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這是藉著⽣活和事奉中的交往達到

的。所以，這裡暗⽰了教會⼤⼩是決定於教會成員互相認識的基礎上的。如果教會⼈數增

長到許多⼈互相不認識的地步，教會這種功能和責任就無法發揮了。 

 
b1.2-個別的地方教會的會眾受到區會長老們治理和照管。 
 

a-帖前 5:12。「12 弟兄們，我們勸你們敬重那在你們中間勞苦的人，就是在主裡面治理

你們、勸戒你們的。」來 13:17。「17 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且要順服，因他們

為你們的靈魂時刻警醒，好像那將來交賬的人。你們要使他們交的時候有快樂，不至憂

愁；若憂愁就與你們無益了」 

 

我們注意到教會的會眾，知道那些在他們中間老款的⼈，知道治理他們的⼈。牧師和長老

這裡主要的觀念是：依從和順服教會的牧師和長老。所以，這些牧師和長老是熟悉和認識

教會會眾，治理照管他們屬靈⽣命的⼈。這是⼀系列層級法院系統的第⼀層：由長老們治

理照管的個別的地⽅教會。 
 
b-結論：RPCNA憲章。因此，改⾰宗長老會的憲章根據聖經對層級法庭體系做了這樣的

說明：1-「堂會」是對教會會眾具有原始管轄權的法庭（D-29）。2-僅「堂會」可以接

納和解除教會會員資格（D-30）。3-「堂會」的特別職責是關⼼會眾和每個成員的屬靈

益處。 因此，它應按照教會的原則維護公眾敬拜的規定。 它應負責唱詩歌的領導，聖禮

的遵守以及會眾的造訪。 它應該對基督教教育，宣教，青年社會以及會眾中的所有其他

組織和活動進⾏⼀般監督。 它應防⽌對教堂建築的任何不當使⽤或無序使⽤。 它應特別

努⼒為其年輕⼈提供有益的娛樂。4-「堂會」服從上級法院，並受其裁決管轄。 

 
2b2-區會是長老們治理特定區域內所有教會統一的身體。 
     

b2.1-聖經用「教會」來表示某城市和地區內多數的特定的教會。耶路撒冷教會，安提阿

教會，以弗所教會，和哥林多教會。這些教會事實上是指「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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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耶路撒冷教會。徒 1:15「15 那時，有許多人聚會，約有一百二十名，彼得就在弟兄中

間站起來，」徒 2:41「41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

人，」徒 2:46-47「46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裡，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

實的心用飯，47 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徒 12:24

「24 神的道日見興旺，越發廣傳」徒 21:20「20 他們聽見，就歸榮耀與神，對保羅說：

“兄台，你看猶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萬，並且都為律法熱心。」 

 

耶路撒冷區會。這些經⽂中，我們看到：120 ⼈的聚會，3000 ⼈的聚會，上萬⼈的聚

會。這是⼀個每天⼈數在成長的教會。這些經⽂的背後暗⽰了耶路撒冷不可能只有⼀個單

獨的教會。「耶路撒冷教會」是指包括耶路撒冷城和附近所有的教會。因為，當時他們不

可能同時在⼀個建築物中聚會和敬拜。耶路撒冷教會事實上是指⼀個地區教會的名稱。因

此，這裡的「耶路撒冷教會」的意思是耶路撒冷地區所有的教會，也就是「區會」的意

思。 

 

使徒和許多長老治理耶路撒冷區會。使徒⾏傳中⼀些地⽅提到「耶路撒冷的教會」都⽤了

定冠詞，表⽰耶路撒冷地區的許多教會是⼀個統⼀的⾝體（徒 8:1；11:22），有的地⽅只

⽤「耶路撒冷」來代表耶路撒地區整體的教會（徒 9:26，28；14:4；16:4）。並且很長

的⼀段時間，耶路撒冷地區的教會是由所有的使徒來治理的，除了使徒保羅以外（徒

6:12）。 

 

耶路撒冷區會。耶路撒冷的區會是由許多長老來治理的。保羅和巴拿巴把其他地區教會的

捐款交給耶路撒的長老們（徒 11:30）。當保羅和巴拿巴受到他們服事的區會差派到耶路

撒冷教會，解決教會紛爭的問題時，接待他們的是教會和使徒並長老[τῆς ἐκκλησίας καὶ 

τῶν ἀποστόλων καὶ τῶν πρεσβυτέρων]（徒 15:4）。使徒⾏傳 4 章說，教會的會眾將⽥產房

屋都賣了，把所賣的價銀放放在使徒們的腳前（徒 4:32）。很明顯，是使徒們在治理教

會裡的事情。耶路撒冷的使徒們打發差遣彼得和約翰去撒瑪利亞，因為聽到那裡有⼈領受

了神的道（徒 8:14）。彼得和約翰是受到耶路撒冷區會使徒們的差遣的。⽽這應該是耶

路撒冷的長老們開會決議後產⽣的⾏動。也就是說，彼得和約翰是受到基督的差遣去撒⾺

利亞建立教會的。宣教的事⼯是受到區會差遣的：這是基督執⾏祂權柄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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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看到聖經中用「教會」來表示某地區許多教會的合一身體。耶路撒冷教會是指

耶路撒冷地區的區會。我們也可以從許多經⽂中看到以弗所教會是指以弗所區會，安提阿

教會是指安提阿區會。 

 

b-以弗所教會。徒 19:20「20 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就是這樣。」徒 20:31

「31 所以你們應當警醒，記念我三年之久晝夜不住地流淚，勸戒你們各人。」林前

16:8-9「8 但我要仍舊住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節，9 因為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為我開

了，並且反對的人也多。」林前 16:19「19 亞西亞的眾教會問你們安。亞居拉和百基拉

並在他們家裡的教會，因主多多地問你們安。」徒 20:17「17 保羅從米利都打發人往以

弗所去，請教會的長老來。」徒 2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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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些經⽂中我們也看到同樣的情形：以弗所應該不僅僅只有⼀間教會，並且包括了亞居

拉和百基拉的家庭教會。徒 20 章 17 節的「教會的長老」[τοὺς πρεσβυτέρους τῆς 

ἐκκλησίας]教會前⾯有定冠詞，長老是複數。因此，是指治理以弗所地區眾教會，就是以

弗所區會的長老們。⽽且他們都是聖靈所立的（長老和監督是可以互換的字），他們是復

活升天的基督透過聖靈按立的長老。 

 

c-安提阿教會。當司提反被猶太⼈殺害，⾨徒也遭患難四散，他們到了安提阿建立了教會

（徒 11:19）。在安提阿教會有幾位先知們和教師們，有巴拿巴，尼結，路求，⾺念和掃

羅（徒 13:1）。我們沒有理由相信這五位先知和教師都只⼀個單獨的教會，在⼀棟建築物

中聚會。徒 15:35 節說，保羅和巴拿巴住在安提阿，和許多別⼈⼀同教導⼈[διδάσκω]，

傳福⾳[εὐαγγελίζω]（徒 15:35）。保羅和巴拿巴也受安提阿區會的差遣去宣教建立教會，

徒 13:2-3 說「2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做

我召他們所做的工。”3 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們去了。」他們的宣

教傳福⾳⼯作是在安提阿區會的授權監管差派的，⽽不是單獨個別教會的事⼯。即使是具

有使徒地位和權柄的保羅也需要受到安提阿整體區會的差遣。受差遣就是確定該宣教⾏動

是在主基督的權柄下運作的，也就是在長老制度的體系中運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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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敏斯特會議，經過對聖經經⽂的研究和討論後做出這樣的結論，被紀錄在會議紀錄中：

「當信徒⼈數超過⼀個那地⽅可以容納聚會的⼈數，⽽牧師的⼈數也超過⼀個服事⼀個教

會的⼈數，那裡的教會就應該超過⼀個教會；這些教會就是確實如此；因此，將這些教會

置於⼀個區會的治理之下是合法的：因此現在也應該是如此。」 

 

b2.2-聖經告訴我們這些地區的教會受到區會的治理。提前 4:14「14 你不要輕忽所得的恩

賜，就是從前藉著預言、在眾長老按手的時候賜給你的。」 

 

a-保羅用了「區會」這個字。中⽂的「眾長老」「πρεσβυτέριον」presbyterian，根據希

臘⽂聖經字典，意思就是指「公會」，基督教會會議，包括全體的長老們。區會這個字在

新約聖經中出現過三次，兩次是指耶路撒冷猶太教公會（路 22:66 和徒 22:5-眾長

老）。另外⼀次就是提摩太前書 4:14 節的「眾長老」。加爾⽂說：「許多⼈認為『區

會』presbytery 在這裡是⼀個集合名詞，代表⼀個包含許多長老的團體。我覺得他們的

看法是正確的。」 

 

b-區會眾長老的權柄。提前 4:14 節的區會眾長老按⼿，表⽰區會是比堂會⾼⼀等級的法

庭。堂會是受到區會的治理下的法庭。 

 

結論：我們看到長老制度是根據聖經講到「區會是特定區域內所有教會統⼀的⾝體。」因

為「聖經⽤『教會』來表⽰某城市和地區內多數的特定的教會」，以及「特定區域內的教

會受到區會的治理」。所以，「區會」是長老教會治理體系中第⼆層級的法庭。 

 
2b3-按立牧師是區會法庭執行基督權柄之特定功用。 

a-會眾制和獨立制的觀點。前⾯我們提到會眾制和獨立制的觀點。因為他們認為教會的權

柄是放在教會會眾⼿中。因此，這種觀點認為教會會眾具有絕對的權柄來按立牧師，並不

需要其他有監督統治權的牧師長老們在場。這是今天⼀般平信徒和⼀般非改⾰宗長老會背

景的⼈很難理解到的。即使許多獨立教會有⾃⼰的長老和牧師，聘請牧師和按立牧師都不

是在⼀個治理和監督的體系下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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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區會按立在聖經中的根據。提前 4:14「14 你不要輕忽所得的恩賜，就是從前藉著預

言、在眾長老按手的時候賜給你的。」這裡的「眾長老」[τοῦ πρεσβυτερίου]原⽂就是「區

會」Presbytery。提摩太是受到區會的按立成為教會的牧師的。徒 6:3「3 所以，弟兄

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

事。」耶路撒冷的⾨徒先選出 7 個⼈，經過區會的長老，就是當時的使徒們，差派管理

教會的事情。徒 13:2-3「2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

羅，去做我召他們所做的工。”3 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們去了。」

「他們」是指安提阿區會的牧師長老們。復活升天的主耶穌，透過聖靈命令安提阿區會差

派按立宣教事⼯。 

 

c-結論：因此，17 世紀蘇格蘭改教家，喬治格利斯比 George Gillespie 寫的《教會治理

基礎原則》FPCG 說：「命令按立的整個⼯作之權⼒是在於整個區會的，經⽂中沒有任何

例⼦可以說明，任何⼀個單獨的教會可以⽅便地⾏使這個權柄，認為⾃⼰是擁有全部和唯

⼀權柄來進⾏按立的。」因此，北美改⾰宗長老會 RPCNA 的憲章根據這些經⽂做了最

好的總結，這樣寫到：「長老們是經由法庭所組織成的（堂會，區會和總會），並對這些

法庭的權柄忠誠，負責管理教會和被按立的教會聖職⼈員。」我們看到「按立牧師是區會

法庭執⾏基督權柄之特定功⽤。」 

 
長老制度的運作體系。最後我們要來看使徒時期，長老制度的運作體系，就是堂會、區會

和總會的運作模式。這是我們都很熟悉的⼀段在使徒⾏傳 15 章的經⽂。當時使徒保羅在

他事奉服事的安提阿教會遇到假福⾳的入侵。有猶太基督徒說外邦⼈若不按摩⻄的規條受

割禮，就不能得救。保羅和巴拿巴就與這些假教師⼤⼤地紛爭辯論。15:2 節說：「眾⾨

徒就定規[τάσσω]，叫保羅、巴拿巴和『本會』中幾個⼈，為所辯論的上耶路撒冷去⾒使

徒和長老。」希臘原⽂沒有「眾⾨徒」，也沒有「本會」，⽽是「他們」中幾個⼈。可以

翻譯為：「保羅和巴拿巴和他們其中的幾個⼈就被任命[τάσσω]到耶路撒冷去⾒使徒和長

老們。」很明顯「他們」是指安提阿區會的長老們。因此，在保羅和巴拿巴教會發⽣的神

學爭論是「堂會」的問題。現在受到安提阿「區會」的任命，要帶到耶路撒冷「總會」去

解決。接下來，4-21 節，我們看到耶路撒冷總會的使徒和長老開會和辯論的情形，以及

最後的決議。22 節說：「22 那時，使徒和長老並全教會定意從他們中間揀選人，差他

們和保羅、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耶路撒冷「總會」差遣代表和保羅巴拿巴⼀同把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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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書⾯決議傳達帶回到安提阿的各個教會。30 節說：「30 他們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

阿去，聚集眾人，交付書信。31 眾人念了，因為信上安慰的話就歡喜了。」這是非常清

楚的聖經根據，講到堂會，區會，總會幾個層次的法庭運作體系，以及會眾的順服。 

 

結論：我們看到長老制度是講到⼀個由堂會，區會，總會形成的層級法庭體系，來治理和

牧養教會就是基督⾝體。這是英國改教運動發展出來的長老制度，也是聖經中使徒時期教

會治理的模式。基督透過這樣的治理模式來施⾏祂對⾃⼰教會照管和祝福。直到我們眾⼈

在真道上同歸於⼀，認識神的兒⼦，得以長⼤成⼈，滿有基督長長的⾝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