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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紀律教會紀律或教會懲戒教會懲戒

西敏信條，十七世紀英國清教徒的傑作，

關於教會紀律或懲戒，有完整又簡單明瞭的教導，關於教會紀律或懲戒 有完整又簡單明瞭的教導

我們就根據西敏信條第三十章

【論教會懲戒】來講這件事…【論教會懲戒】來講這件事…
第一節：管理者 — 基督任命教會的管理者管理教會。

第二節：管理者的權柄第二節：管理者的權柄

1. 他們有權柄將人的罪留下來或是加以赦免。

主耶穌跟彼得說：「你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主耶穌跟彼得說： 你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

你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得到赦免了。」

後來也跟眾門徒講，管理者是有權柄的後來也跟眾門徒講，管理者是有權柄的—
對方在神面前認罪悔改，就代表神宣布他得赦免

他不悔改、那罪還在他身上他不悔改、那罪還在他身上

這個權柄是代表神，並不是自己亂宣布。

第二節：管理者的權柄

2 藉著 道 戒2. 藉著神的道與懲戒，

他們可以將神的國向不悔改的人關閉。

神的國裡面必須合乎神國度的體統，

不悔改的人就不屬於神的國

3. 藉著福音的教導以及免除懲戒，

他們可以將神的國向悔改的人敞開。

第二節就是向不悔改的人關閉、向悔改的人敞開，

代表神向人宣布— 可以進神的國、或者不可以。

信主以後，如果不小心犯罪，怎麼辦？

基督徒也可能偶然被過犯所勝加拉太書基督徒也可能偶然被過犯所勝、

有犯罪、有不合聖徒體統的事情，

就 須執行教會紀律或教會懲戒就必須執行教會紀律或教會懲戒…

第三節：教會懲戒的必要性

1. 為了挽回並得著犯錯的弟兄。

不是破壞性的、消極性的要排斥他

目的是要挽回他，

讓他知錯能改、可以被挽回過來

2. 為了防止其他人犯類似的罪，

必須去除那可能感染全麵團的酵。

一點酵可以讓麵糰整個都酸掉

罪如果不處理，會傳染 —
很多人看教會沒有處理罪惡的事情，

就有樣學樣、一起敗壞，

教會一起墮落

為了防止大家犯類似的罪，不能辜息養奸



3. 為了顯揚基督的榮耀和福音的純正。

我們是聖徒 是從這個世界被呼召出來 分別為聖我們是聖徒，是從這個世界被呼召出來、分別為聖，

罪的事情要很謹慎的處理，

才可以維持教會的聖潔和榮耀、維持福音的純正

4. 為了避免神的忿怒很公正地臨到教會。

如果我們不處理，上帝是公義的，

祂發怒、按照祂的公義來處罰教會的時候，

那虧損就很大了！

第四節：教會懲戒的方式第四節 教會懲戒的方式

違反紀律或者違背聖徒的體統是有情節的輕重，

不是用統一的方式處理，根據情節的輕重 —不是用統 的方式處理 根據情節的輕重

先進行勸戒

不聽，後來禁止他領聖餐不聽 後來禁止他領聖餐

最嚴重的，才趕出教會

太十八15-18 懲戒的步驟，在細節上有很重要的指示…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

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指出他的錯來。

他若聽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聽，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

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可定準。

若是不聽他們，就告訴教會；

若 教會 就 像外邦 吏 樣若是不聽教會，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

我實在告訴你們，

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 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

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1. 私下勸告他，指出他的罪、不要公開讓他難看，

免得他為了面子反而剛硬不認罪免得他為了面子 剛硬不 罪

如果他聽你的勸，便得著了、就挽回了這個弟兄

2.他如果不聽，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

有 起勸有兩三個人一起勸他，

都很明確的根據真理指出他的錯，

「「本著愛心說誠實話」就是講真理

3 如果這樣子他還是不聽，那只好告訴教會，3.如果這樣子他還是不聽，那只好告訴教會，

教會就派代表、正式來規勸他

4.如果連教會派出的代表他都不聽，

最後才是開除、看他是外邦人和稅吏一樣，

那時的稅吏是是羅馬政府的官員，

作威作福、欺負自己猶太的弟兄

這根本不是真正的上帝的信徒

開除的意思就是保羅講的— 趕出教會，

是不得已的，才是第四個步驟

要怎麼開除、怎麼趕出教會呢？是有技巧的…
提供一個實際的辦法，稍微修一下

就可以成為自己教會的規條，

要開除的話，事先要制定會員制度、守則

教會當然歡迎大家都來聚會，

可是不是來的人就是教會的會員，

可以定會員守則，例如：

1. 重生得救、真正向神悔改、接受耶穌的人，神 改 接受耶

如果只是掛名的基督徒，這問題很多的

2 初信的有時還糊塗不清楚，2. 初信的有時還糊塗不清楚，

可以要求受洗一年以上，

才成為正式的會員才成為正式的會員



3. 穩定的參加聚會，當然要登記比較客觀，

目的不 定 是出席率 也有更積極的目的目的不一定只是出席率，也有更積極的目的—
如果會友已經兩三次沒來，就要趕快去關心了

可以確定這個會員的出席率，

出席率太低、常常不來，不能叫做會員吧

4.努力按照聖經的教訓來生活，

言行要合乎聖徒的體統言 乎

5.如果違背聖徒的體統，願意受教會的規勸，

不受規勸就要開除、趕出教會 —
公開宣布這個弟兄有經過

太十八15-18 那樣勸戒的步驟

卻都不聽勸、繼續在罪裡面不悔改，

就可以公開宣布他不是我們的會友

教會聖禮教會聖禮 — 主耶穌設立了兩個聖禮 — 洗禮、聖餐禮。

西敏信條第二十八章【論洗禮】

第一節：洗禮的目的第 節：洗禮的目的

1. 洗禮是耶穌基督所設立的，新約時代的聖禮。

在大使命提到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在大使命提到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2. 洗禮的目的

1) 表示鄭重的接納受洗加入有形教會的人1) 表示鄭重的接納受洗加入有形教會的人

林前十二13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

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

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

所有信而受洗的人，不只有外表的水洗、包括聖靈的洗，

跟其他已經信而受洗的人成為一個身體跟其他已經信而受洗的人成為 個身體

基督是頭，一起做基督的身體裡不同的肢體、器官

林前十二13b 飲於一位聖靈。

我們信而受洗之後，不但成為一個身體，

而且聖靈就內住在我們裡面而且聖靈就內住在我們裡面，

我們可以飲於這一位聖靈 —
聖靈像活水的泉源聖靈像活水的泉源，

讓我們一生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透過洗禮，我們被接納加入有形的教會 —
在講地上的教會、一個一個的教會，在講地上的教會、一個一個的教會，

我們都在教會裡面受洗。

無形的教會是普世的所有信祂之人的集體無形的教會是普世的所有信祂之人的集體

我們受洗正常的話，都在教會裡面受洗，

所以說 加入有形的教會所以說—加入有形的教會

2) 作為使人領受恩典之約記號和印證。

西二12 你們既受洗與祂一同埋葬，

也就在此與祂一同復活。

其實耶穌是神，不需要死、不會死，

所以死後第三天上帝就叫祂從死裡復活了，所以死後第 天上帝就叫祂從死裡復活了

耶穌的死是代替我們，我們等於跟他一起死了

信主以後、重生了，舊的生命結束、開始新的生命信主以後 重生了 舊的生命結束 開始新的生命

耶穌從死裡復活是象徵著我們已經從死裡復活 —
老我、該死的老我已經結束了，老我 該死的老我已經結束了

現在聖靈內住、重生得救，是一個復活的新生命，

洗禮就是恩典之約外在的記號、印證洗禮就是恩典之約外在的記號 印證

好像兩個人相愛，決定建立家庭、立約成為夫妻，

外在的記號跟印證 — 舉行一個公開的婚禮外在的記號跟印證 舉行 個公開的婚禮

信的人，以洗禮做領受恩典之約的記號跟印證



3) 象徵：連於基督、重生、罪得赦免、

降服於神 以至於有新生活降服於神，以至於有新生活。

沒有真正信、只有外在受水洗，沒有這麼多後果。

羅六4 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舉 新 樣

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

從死裡復活的身體是 個新的身體 屬靈的生命從死裡復活的身體是一個新的身體 — 屬靈的生命，

新生的樣式 — 在各方面練習過新生活。

5 我們若在祂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

也要在祂復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

信耶穌不是只有處理過去的罪潔淨、赦免而已，

也發展新的、展開新的生活，基督的復活也發展新的、展開新的生活，基督的復活

象徵、預表著我們重生得救，過新生活。

3. 按著基督的指示，這聖禮必須

在祂的教會中繼續舉行 直到世界的末在祂的教會中繼續舉行，直到世界的末了。

這也是大使命最後一節：信而受洗之後，這也是大使命最後 節：信而受洗之後，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從沒有信、變成信了、就受洗

受洗之後，就照著耶穌的吩咐來生活—受洗之後，就照著耶穌的吩咐來生活

遵守耶穌的吩咐，就一直享受祂的同在

這樣的情況從信、受洗、享受神的同在，

要到什麼時候才結束呢？要到什麼時候才結束呢？

到世界的末了

聖禮藉著傳福音要一直執行聖禮藉著傳福音要一直執行

第二節：洗禮的媒介

1 水 洗禮 在1. 水是洗禮所使用的外在媒介。

2. 要由「神正式呼召的傳道人」

奉 靈 名施洗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施洗。

為什麼要加上由「神正式呼召的傳道人」來施洗呢？

為了不要流於草率、隨便，希望比較正式

但這是容許有例外的，譬如：

一個人在戰場上、臨終的時候信主了，

在危急的時刻他向神悔改信了，

難道找不到牧師、傳道人，就不能為他施洗嗎？

其實一般的弟兄也可以為他施洗

在緊急的時刻，沒有全職、被按立的傳道人，

弟兄、甚至於姊妹，也可以來施洗的。弟兄、甚至於姊妹，也可以來施洗的。

這個信條沒講，我們根據實際的情況做補充。

第三節：洗禮的方式

澆灌 或 在 身 合 式用水澆灌、或灑在人的身上，乃是合宜的施洗方式。

灑水禮、點水禮

那時候天主教 (羅馬公教)
都是用灑水禮 而不是用浸禮

灑水禮 水禮

都是用灑水禮，而不是用浸禮

宗教改革的目的，是要把一些錯誤來改革歸正，

可是有些認為沒什麼不好 也很有聖經根據可是有些認為沒什麼不好、也很有聖經根據

或者合乎聖經的，就不改，灑水禮就是這樣—
馬丁路德 加爾文 都主張是灑水禮馬丁路德、加爾文，都主張是灑水禮

寫西敏信條的清教徒，就是英國聖工會，

也是主張灑水禮也是主張灑水禮

這個問題有爭議性，這 問題有爭議

必須根據幾節經文來說明…



主張浸禮的人，整個人浸到水裡面去的人，主要根據—
葬 在表達 葬西二12 同埋葬同復活；羅六4 洗禮在表達同埋葬同復活。

用浸禮比較能表達在水裡、好像埋葬了，

從水裡起來、好像復活了

太三16 耶穌去受施洗約翰的洗，

雖然沒有直接明說這是浸禮，

可是有說「耶穌從水裡上來」，

認為這就是浸禮了

實際上都沒有直接講這就是浸禮，都 有 接講

也沒有說要用多少水 —
用少少的水來灑水，還是用這麼多水用少少的水來灑水 還是用這麼多水

把人浸下去，聖經真的沒有交待

主張浸禮的人雖然這樣講，主張浸禮的人雖然這樣講

可是不能說就是絕對的真理

主張灑水禮也有很多間接的根據，

這些狀 都 太可能用浸禮的 例如這些狀況都不太可能用浸禮的，例如：

五旬節他們領受了彼得的佈道，三千人受洗，

約旦河不是很大的河流、水也不是很深，

三千人趕去那邊受洗，可能整個河流就堵住了

聖經沒有說怎麼洗的，這麼多人很可能是用灑水禮

徒八埃提阿伯 (衣索比亞)的太監來耶路撒冷徒八埃提阿伯 (衣索比亞)的太監來耶路撒冷

朝聖，回家的路上在讀以賽亞書，

上帝派腓利去跟他解釋福音，上帝派腓利去跟他解釋福音

他就信了，路邊有水就受洗了 —
腓利和太監就下到水裡去，腓利就給他施洗。腓利和太監就下到水裡去，腓利就給他施洗

浸信會解釋到水裡去了，一定是浸禮

其實從耶路撒冷回去北非的衣索比亞，其實從耶路撒冷回去北非的衣索比亞，

這個路上水是不多的，很可能也不是用浸的

徒十六獄卒全家歸主，在他們家裡就受洗了。

獄卒官階不高 家 會有 讓獄卒官階不高，家裡會有浴缸可以讓

保羅和受洗的都一起浸入水中嗎？不可能，

拿一盆水來灑水，倒是比較可能。

舊約屢次都是用灑水、灑血的方式來潔淨，例如：

 出廿九21 用膏油跟壇上的血，

彈在亞倫跟他的衣服上，還有亞倫的

兒子的衣服上，他們就成聖。

不是把整個衣服都洗乾淨才成為聖潔，

只是用血彈在衣服上，是一個儀式、象徵。

 利四6 受膏的祭司用指頭蘸於血中，對著聖所的幔子 利四6 受膏的祭司用指頭蘸於血中 對著聖所的幔子

彈血七次，幔子就潔淨了。

也是用灑血來表達潔淨，也是用灑血來表達潔淨

並不是把幔子浸到水裡。

來九10 提到各種洗滌的規矩，怎麼做呢？

19 用朱紅色的絨和牛膝草，

草上面很多細細的毛、沾著山羊的血跟水，

灑出去就潔淨了。

舊約多次表達潔淨是一個禮儀，

不是真的拿去洗乾淨、

也沒有拿去浸在水裡或血裡拿

都是用灑水的

所以主張灑水的我們也不要反對，

有人堅持要受浸我們也不反對，有人堅持要受浸我們也不反對

但不要以為受浸就一定比較對，

不一定。不 定



第四節：施洗的對象

1 宣 基督 受洗1. 宣稱相信並順服基督的人必須受洗。

比較敏感地區，有些人信了卻不敢公開受洗，

極端的伊斯蘭地區，

信或者受洗是有生命危險的

正常的話，信就受洗

2. 父親或母親是信主的，他們的嬰孩也應該受洗。

當時清教徒共同的意見，

馬丁路德— 路德宗、信義宗，馬丁路德 路德宗 義宗

加爾文— 長老宗、改革宗，

英國聖工會，都主張嬰兒洗英國聖 會 都主張嬰兒洗

這一點也有爭議 — 嬰兒洗不是聖經規定的，

不是一個絕對的教義，不是 個絕對的教義

如果有弟兄姊妹不同意，也沒關係

可是不能說嬰兒洗就是錯誤的，因為有一些間接的根據…

林前七14 因為不信的丈夫就因著妻子成了聖潔，

並且不信的妻子就因著丈夫成了聖潔。

不然，你們的兒女就不潔淨，但如今他們是聖潔的了。

家庭是 個整體家庭是一個整體 —
丈夫本來不信，因為妻子影響，

他也可能信而受洗 成為聖潔他也可能信而受洗、成為聖潔

妻子本來不信，也可以因為丈夫的影響，

信而受洗 成為聖潔信而受洗、成為聖潔

孩子本來不潔淨，也可能因為父母的原故，

得到上帝的赦免 拯救 潔淨得到上帝的赦免、拯救、潔淨

這不是直接講嬰兒洗，只是一個間接的推論 —
常常神的恩典不但臨到一個人，而且臨到一個家。

太十八10有人帶小孩子來見耶穌，

耶穌特別交待 不可輕看小孩子耶穌特別交待— 不可輕看小孩子，

他們的使者在天上常常跟天父見面

孩 真 為 離 帝 近小孩子的天真，是因為他離上帝很近的

耶穌說要回轉像小孩子的樣式。

可十13-16有人帶小孩來見耶穌，要耶穌摸他們、為他們祝福，

門徒就責備他們，耶穌看見了很生氣，他說：

「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

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我實在告訴你們 —
凡要承受神國的，若不像小孩子，

就斷不能進去。」

就為他們按手、為他們祝福。

小孩子是可以認識主的，小孩子是可以認識主的

甚至於比大人跟上帝的關係是更親近的。

徒十六29-34 保羅被丟進腓立比的監獄，

後來獄卒信了 然後全家受洗後來獄卒信了，然後全家受洗 —
可能包括小孩子。

這些經文都提到

神的恩惠因我們的緣故，

可以臨到其他的家人

但都不是直接講嬰兒洗但都不是 接講嬰兒洗

所以嬰兒洗的事情是間接的推論、教會的傳統。

所以這方面，當時的清教徒雖然共同的接受，

如果有人認為聖經根據不夠，

我們也不必反對不接受嬰兒洗的基督徒

接受的也有他屬靈的美意，

舊約、新約都有一些間接的經文



第五節：受洗與得救的關係

1 靠 洗禮 件1. 恩典和救恩並不依靠洗禮，洗禮並不是重生得救的必要條件。

2. 受洗的人不一定都是重生的。

不是受浸就可以得救，信而受浸，信才是主要、必要條件

耶穌被釘十字架時，旁邊那個強盜並沒有受洗，

可是當天就跟主耶穌一起在樂園裡

第六節：洗禮的功效第六節 洗禮的功效

1. 洗禮的功效並不是在施洗的那一刻所產生的。

當信的時候，那個人已經被潔淨了當信的時候 那個人已經被潔淨了

2. 施行得合宜，聖靈就會適時地賜下所應許的恩典給受洗者。

這個儀式會讓我們得到一些屬靈的祝福，這個儀式會讓我們得到 些屬靈的祝福

公開受洗是一個公開的見證

感受到聖靈藉著外在的記號給我們印證，感受到聖靈藉著外在的記號給我們印證

也堅固我們堅決信主的決心

第七節：任何人都只能受洗一次。

清教徒 致反對重洗派 重洗派有兩種清教徒一致反對重洗派，重洗派有兩種…
1. 起初洗禮時沒有真正的信，現在才搞清楚、再洗一次，

我們不贊成這個講法— 結婚典禮時，或許糊塗，

後來搞清楚婚姻是非常神聖…
決定一生長相廝守，

難道需要再舉行一次結婚典禮嗎？

不需要，典禮已經舉行過了

洗禮是奉父子聖靈的名，是很神聖的，

以前不慎重、現在搞清楚，以後就好好跟隨主就好

2.有一些極端靈恩派 —有 極端靈恩派

你們只有水洗而已、我們這裡才有聖靈的洗，

那邊受洗不算，要我們這裡洗了才算，那邊受洗不算 要我們這裡洗了才算

當然不對，只要信而受洗，都已經得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