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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 2022 年往前方向˙Directions of the Church in 2022 

 

信 息  2022年七月份半年度训练⸺『列王纪结晶读经』 

『反膏油涂抹』的原则里生活，也就是

『敌挡』   三一神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工

作和浸透。以利亚代表一种原则，就是不

顾自己的性命，为要维持神的见证；他

刚强且勇敢的站在君王、百姓和四百五

十个巴力的申言者面前；当召会荒凉，

大体信徒不冷不热时，神兴起得胜者成

为相反的见证，他们不顾自己的性命，只

顾神的旨意。 

 

雅各书五章十七至十八节说，『以利亚

是与我们性情相同的人，他恳切祷告，求

不要降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降在地

上。他又祷告，天就赐下雨水，地也生出 

土产』。以利亚『恳切』祷告，直译，他

『在祷告里祷告』；这指明有从主来的

祷告赐给了以利亚，他就在这祷告里祷

告。他不是凭自己的感觉、思想、意愿、

情绪，或任何来自环境和情况的刺激，为

着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祷告，乃是在主所

赐给他的祷告里，为了成就主的旨意而

祷告。以利亚在神的山上时，忽然耶和华

经过，祂不在风中、地震中或火中；火

后，神以『微小柔细的声音』对以利亚说 

 

 

 

以利亚是有他那时代之异象的时代执

事；主在每一个时代都有祂特别要作的

事，有祂自己所要恢复、要作的工作；祂

在一个时代所要作那特别的恢复和工作，

就是那个时代的职事；以利亚的职事是

他要作相反的见证，告诉以色列人拜偶像

乃是得罪神的罪。以利亚的名字意思是

『我的神是耶和华』；这说到他的使命和

信息；他是被掳以前最显著且最具代表

性的申言者，他也是得胜者。在以利亚的

时代，以色列人都敬拜巴力，惟有以利亚

说耶和华是神。作为新约信徒，我们要保

守自己，远避偶像。（约壹五 21。）偶像

是指一切顶替基督作为真实、真正、实际

之神的东西或代替品。 

 

『敌基督』这辞，希腊文的字首 anti，安

替，有两个主要的意义—第一是『反对』，

第二是『顶替』或『代替』；敌基督者一

面是反对基督，另一面也是以一些事物代

替基督，顶替基督。我们需要求主拯救我

们，免于在敌基督的原则（即顶替基督的

原则）里生活；基督是受膏者，也是膏油

涂抹；在敌基督的原则里生活，就是在

第二篇 借着紧紧跟随那有时代异象的时代执事， 

而进入时代的职事—四段要紧的路程 



地时，必须击败的第一座城，表征神的仇 

敌撒但。借着经过约但河，时代就转变

了；约但河是新约之浸开始的地方，表

征死；过约但河就是胜过死，为要在复

活里生活并尽职。我们若要得着以利亚

的被提，以及有圣灵大能之加倍的灵，就

必须经过吉甲、伯特利、耶利哥和约但

河；我们要经历从旧约时代转换到新约

时代，就必须对付我们的肉体，舍弃世界

转向神，击败撒但，并且经过死，进入在

复活里的生活。 

 

现今的时代乃是得胜者的时代，并且

借着现今时代执事而有之现今时代的职

事乃是发出主对得胜者的呼召；我们要

在这末后的日子应付神终极的需要，就

必须立志成为得胜者，就是有活力的人。

（士五 15 ～ 16，启二 7，11，17。） 

【摘自：新北市召会周讯，第 562 期】 

 

 

 

 

 

话；这指明神将以利亚引进新约时代；

神在新约时代对祂子民说话不是发声如

雷，乃是微小柔细的。然后神说，『我在

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了七千人，都是未曾

向巴力屈膝，未曾与巴力亲嘴的』；这些

忠信的得胜者乃是祂所 『隐藏的人』， （诗

八三 3 下，）并且我们的神乃是『自隐的

神』。（赛四五 15。） 

 

以利沙跟随以利亚，从吉甲到伯特利，从

伯特利到耶利哥，又从耶利哥到约但河，

这表明我们若要进入新约时代的职事，就

必须内在的照着时代的异象，跟随时代的

执事；我们要这么作，就必须跟随主，经

过四个要紧的地方。以利亚是旧约时代连

同旧约经纶的豫表，以利沙是新约时代连

同新约经纶的豫表。借着经过吉甲，就是

神的百姓受割礼以对付肉体的地方，时代

就转变了；吉甲是审判肉体的地方，是神

给我们亮光审判肉体的地方。借着经过伯

特利，就是舍弃世界，完全转向神，以神

为一切的地方，时代就转变了；伯特利指

胜过世界。借着经过耶利哥，时代就转变

了；耶利哥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进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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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徒 14:6-28 15:1-12 15:13-34 15:35-16:5 16:6-18 16:19-40 17:1-18 

1.   本周“新约恢复本经文及注解”共同读经进度：根据读经进度表 第 43 周。 

2. 本周“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创世记生命读经，第 10~11 篇。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初信造就”：第四十五篇（请参阅周讯第 7~10 页。） 
 

4. 本周继续追求“列王纪结晶读经”晨兴圣言：第二周。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 

 “圣经之旅”第九册：第 2 课，书报追求进度：“生命的经历与长大”：第八篇。  

  大专书报追求进度：“包罗万有的基督”：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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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命造就成全聚会 

 日期： 10/10/2022      

 时间： 7:30PM         

 地点： B 二楼会厅 

 备注：请弟兄姊妹踊跃出席若无法出席请务必向黄夏俊弟兄请假。 

 
2. 2022 年小六生一周成全训练报名通启                                       

 一、 小六生报名—训练日期： 12/12（周一）～ 18/12/2022（主日） 

   训练地点：古晋市召会会所    

    训练费用：每人 RM80 

    训练对象：今年就读小六的兒童，以及未参加过的中一生。 

    报名截止： 24/10/2022（周一） 

   二、 队辅服事报名—服事日期： 10/12（周六）～ 18/12/2022（主日） 

    报名对象：所以就读 Form 2, Form 4, Form 6 的学生以及大专生。 

    报名截止： 17/10/2022（周一） 

 三、 小牧人服事报名—服事日期： 12/12（周一）～ 17/12/2022（周六） 

  報名截止： 24/10/2022（周一） 
  备注：报名表可到会所办公室领取，请將填妥的报名表及费用一同缴交 
      到 会所办公室。联络人：黃夏俊弟兄（016-8744786）。 
 

3.  马来西亚在职圣徒相调、成全及训练 

   日期： 03 - 06/11/2022  地点：梳邦再也之伊甸园 

   费用：入住者–单人房： RM980，双人房： RM570，四人以上套房： RM370 

               不入住– 用餐者： RM230，不用餐者： RM100 

   报名截止： 17/10/2022（周一） 

   备注： 1.  凡不入住伊甸园的需自行安排包括来往机场或酒店的交通。 

    2. 所有的参加者必须在来到训练的前一天（02/11），进行 RTK-Ag 自检 

        并确保结果为阴性。 

     3.  报名表可到办公室领取。费用可汇款进召会的银行户口，汇款收据注 

       “WSB”并区属（例： H1D1）。请将收集好的名单和汇款收据转发给 

         古晋市召会的 WhatsApp（+6082-482258）。 
 

4. 马来西亚大专相调特会 

  日期： 11 - 13/11/2022  地点：梳邦再也之伊甸园 

  费用：入住者– RM180，不入住– RM110 

  报名截止： 17/10/2022（周一） 

  备注： 1.   所有的参加者必须在来到训练的前一天（10/11），进行 RTK-Ag 自检 

        并确保结果为阴性。 

     2.  报名表可到办公室领取。费用可汇款进召会的银行户口，汇款收据注 

       “Campus”并区属（例： H1D1）。请将收集好的名单和汇款收据转发 

        给古晋市召会的 WhatsApp（+6082-48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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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2 年马来语两周成全训练报名通启 
  训练日期： 12 - 25/12/2022 

  训练地点：诗巫市召会大会所 
  训练费用：每人 RM280 报名截止： 31/10/2022（周一） 
  备注： 欲知详情请查阅报名表，报名表可到会所办公室领取。请將填妥的报名表 
    及费用一同缴交到会所办公室。联络人： Wilson 弟兄（019-8488835）。 
 

6.  2022 十二月份半年度训练（实体） 
 
 
 
 
 
 

      训练费用：每人 RM30 

   报名截止： 24/10/2022（周一） 
   备注： 1.   请以区为单位收集名单（中英文姓名，性别，语言，联络号码）和 
    费用。费用可汇款进召会的银行户口，汇款收据注“VT12”并区属 
    （例： H1D1）。请将收集好的名单和汇款收据转发给古晋市召会 
     的 WhatsApp（+6082-482258）。 
    2. 每一堂信息后都有分享时段，请参训者学习积极操练预备两分钟的 
     分享(至少 4 次)，以流露基督的丰富。由于训练要求，参训者不得 
     无故缺席，需向训练协调人(王焕卿弟兄)请假(缺席不得超过两次)。 
    3. 在训练开始前将会有一次的预训，时间是 05/02/2023（主日）晚上  
     8:00PM-9:00PM，请所有报名参加的弟兄姊妹们务必出席。 
 

7. 石隆门和伦乐的召会已经恢复实体的擘饼聚会，圣徒们可前去扶持与当地的圣徒 

 有更多的相调。石隆门召会的擘饼聚会时间是 2:30PM-3:30PM，伦乐召会的擘饼 

 聚会时间是 10:00AM-12:00PM。 
 

8. 主日早上会所巡逻服事 
 
 
 

9.   整洁服事 

16/10/2022 三会所 09/10/2022 一会所 

09/10 整洁范围 16/10 

11 ─ 4   A 三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6 ─ 3 

6 ─ 4   A 二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3 ─ 4 

1 ─ 3   A 一楼：厕所，走道，大门楼梯及 A 至 B 楼的阶梯。 3 ─ 1 

3 ─ 3   B 底楼： B 底楼厕所，走道，通往 A 楼底下层的阶梯。 9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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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08 - 09/02/2023 7:30PM – 9:30PM   

11 - 12/02/2023  3:00PM – 5:00PM 7:30PM – 9:30PM 

15 - 16/02/2023 7:30PM – 9:30PM   

18 - 19/02/2023   3:00PM – 5:00PM 7:30PM – 9:30PM 



 爱中洗涤 交 通 

并要你们结果子，且要你们的果子常存，

使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向父求什么，祂

就赐给你们。我将这些事吩咐你们，是要

叫你们彼此相爱。”从这里我们看见，十

三章的洗脚和十五章的结果子，有相当

的关系。我们若是要结果子，就必须相

爱。 

 

工作的果效在于相爱与合一 

 

十三章说，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就

能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是属主的。

（35，）十七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说，我

们彼此成为一，人就能认出主是神差来

的。这些话都是指明，我们若要在人前有

影响力，能够结出果子，就缺不了要彼此

相爱、合而为一。无论我们的同工是多么

劳苦、多么努力作工，若是我们没有相爱

的心，没有一的见证，我们的果子就会很

少。我们的彼此相爱和合一，乃是强有力

的见证，叫旁边的人看见我们是属乎主

的，是事奉主的。这样才能结果子。所以，

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结果子有能力的

因素，乃是在于事奉的人能相爱，能合

一。我们若是缺了相爱，缺了合一，我们

可以努力工作，但会事倍功半，果效就差

了。到底我们这些事奉主的人，该如何使

工作有果效？我们奉献给主，为主作工，

目的就是要有果效。我们传福音要看见

人得救，带弟兄姊妹要看见有人复兴，有

人长进，有人被主得着，成为合用的器

皿。我们是要有果效，要结果子，否则我

们在这里作什么呢？然而，这一个有果

效、结果子，完全在于相爱与合一。 

 

我们可以看见，凡我们在相爱的灵里，

在合一的空气里所有的劳苦，都是 

 

 

 
 

约翰十三章一节说，“逾越节以前，耶稣

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祂既爱世

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在这之

后，发生了一个爱的故事，就是主为门徒

洗脚。洗脚乃是主爱我们到底的表示。

“到底”这个辞，有的人主张是指时间说

的，是指主爱我们爱到永久。有的人主张

说，是指程度说的，是主爱我们到极点。

照我们的领会，主耶稣在这里所作的事不

重在时间，乃是指着程度。祂既爱世间属

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极点。 

 

在十二至十七节，主耶稣洗完了门徒的

脚，就穿上外衣，对他们说，“你们称呼

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

来就是。我是主，是夫子，尚且洗你们的

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作了榜

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作的去作。…

奴仆并不大过主人，受差遣的也不大过差

遣他的。你们既晓得这事，若是去行就有

福了。”接着在三十四至三十五节，又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诫命，乃是叫你们彼

此相爱，正如我爱你们，为使你们也彼此

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里告诉我们，我

们相爱而彼此洗脚，乃是属主的一个标

记。我们若是有这一个，就给人看出我们

是属于主的人。这乃是一个有力的见证。 

 

十五章九至十二节，主对门徒说到，“我

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住在我

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诫命，就住在我

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住在

祂的爱里。…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

们一样，这就是我的诫命。”十六至十七

节又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

选了你们，并且立了你们，要你们前去，

5 



脱开洗脚，是很难达到真正的相爱。洗

脚乃是一个象征，指明我们彼此靠主的

恩典，除去我们中间的摩擦，就是那些不

该有的东西，不该有的感觉。我们若是缺

了这个，就无法相爱；大家所有的不过

是客卿相安，不过是老练的交通，彼此磨

得比以前更光滑罢了。说得不好听就是

圆滑；外面虽圆，里头却硬得不得了，完

全变作一颗卵石。我们都有这个危险，虽

然不出事，却是滑的。若是一个区域里的

同工们，都是这样圆滑，那是不得了的。

你们不要盼望有一点的祝福。你们必须

有约翰十三章的洗脚，才能有彼此真正

的相爱，而不是像世人那种同事间的友

谊和感情。 

 

这件事要怎么作呢？就是你我都得回

到事奉的所在地，请求一起配搭的同工，

给我们洗脚，让他们靠着主的恩典，对我

们说直话。同工们彼此批评是错的，彼此

定罪也是错的，背后论断更是错到顶点

了。批评、定罪和论断绝对不应该，但是

爱的洗脚是应该的。若是有位弟兄请求

你替他洗脚，你就应该凭着爱心说实话。

这不仅是把脚上的灰尘洗掉，更是把你

对他的问题洗掉。结果不仅他感觉你爱

他，并且你的确是爱他。你不给我洗脚，

就不会真爱我；你肯给我洗脚，才是真

爱我。这不是私人的感情，这完全是灵里

的相爱。 

 

多年来，我们讲配搭，只着重说到“在

灵里”，只给人看见你在灵里，我也在灵

里，大家才能融洽，才能配搭。然而，我

们越过越觉得，仅仅讲这一个还不够，非

要有洗脚不可。以弗所书中有两个小的

辞句，一是“在灵里”，（二 22，三 5，

五 18，六 18，）一是“在爱里”。（一

4，三 17 下，四 2，15，16，五 2。）这 

有果效的。凡工作不是在相爱的空气里，

不是在合一的灵里作的，无论人怎样会作

工，怎样努力，果效仍是寥寥无几。所以，

我们必须看见，在这里有一个定律，并且

这定律是由不得我们的。你符合这定律，

就有结果；不符合，就没有结果。 

 

你若问，作工怎样能有果效？也许有人

会回答说，要得着五旬节的能力。然而请

记得，那不过是一面。五旬节的能力，乃

是显在一班相爱与合一的人身上；五旬

节的能力不是显在一班散漫、彼此分裂、

彼此嫉妒的人身上。使徒行传给我们看

见，在五旬节来到以前，已经有一百二十

多人，被主带到一个地步，他们实实在在

是相爱、合一的。（一 14 ～ 15。）这是一

个基础和根基。乃是这个立定之后，五旬

节的能力才降下来。 

 

二百多年前，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同样是

等到有一天，真正像圣经所说的，有彼此

相爱与合一的光景，圣灵才降下来；他们

就得着空前的圣灵浇灌。这个工作的能力

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彼此相爱并合一。我

们今天在这里劳苦工作，若是我们的爱缺

了，合一差了，我们作工的果效总是寥寥

无几。回想十五、六年前，我们初到台湾，

都是没有多少用处的人，都算不得什么。

然而，那时在我们中间实在是和谐，结果

就带下祝福。所以，我们必须看见，我们

的工作今后要有果效，合一、相爱乃是先

决的条件。 

 

要达到真正的相爱须彼此洗脚 

 

然而，我们要了解，这个相爱并不是世界

里所说的友情，也不是表面上相安的交

通。在一个区域里的同工，必须让主的恩

典作工到一个地步，众人是真正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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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换句话说，人就看出你们是真正事奉

主的人。这个光景一有了，无论你讲什

么，弟兄姊妹都能听，都会接受带领；这

样，你的工作自然有果效。若是没有这个

光景，你即使很会讲，很有干才，并且你

和同工们各显能手，弟兄姊妹看到你们

的光景，里头就先冰冻了。结果你尽管会

撒种，尽管会讲，会作，有干才，有恩赐，

却没有多少果效。若是同工们在一个地

方，好像我不能作什么，你也不能作什

么，我们的恩赐都跟不上人，实在是差；

但感谢主，我们彼此的脚都洗透了，我们

是相爱的。这个彼此相爱，会把弟兄姊妹

里头的冰冻溶解，叫他们里面真是开

了；这比听你讲几十篇道还受影响，还

有果效。【摘自﹕事奉配搭与爱中洗涤，

第二篇】 

 

两个辞在以弗所书里都是一再出现。所

以，仅仅在灵里并不够，还要在爱里。认

真说，你真正在灵里，就是在爱里了。然

而，你若仅仅说在灵里，而不说在爱里，

你就不能得到矫正。这个在爱里，就是在

肉体里的一个矫正，是在自己里的一个矫

正。怎么知道你不在自己里呢？怎么知道

你不在肉体里呢？端看你在不在爱里。 

 

若是我们在一起事奉，你不说，我也不

说，但是里面却有个东西憋在那里，那就

叫肉体与自己。怎能把这东西去掉？只要

一洗脚就去掉了。所以，使徒写以弗所书，

给我们看见召会的建造，一面是在灵里，

一面是在爱里。这个爱不是道理的，乃是

一个实际。同工们若是不能相爱，你们的

工作定规果效不彰。你们若能相爱，就如

主亲口说的，人就看出你们是属于主的门

 第四十五篇 教会的道路（一） 
造 就 

在什么种的教会里，作什么种的人，才能
讨主的喜悦。启示录二、三章是说到教会
的道路，注意的说到教会的事要怎么作才
能讨主喜欢。如果我们不明白启示录二、
三章所记载的事，我们就不能作一个好的
基督徒。 
 

一 第一个教会─以弗所 
 

这里有七个教会。第一个教会是以弗所，
乃是指着第一个世纪末了时候的教会，就
是写启示录时候的教会。约翰写启示录
时，教会的光景就像第一个教会─以弗所
一样。 
 

二 第二个教会─士每拿 
 

第二个教会是士每拿，乃是在约翰去世
之后，从第二世纪起，到第四世纪起头的
时候，教会受到罗马帝国十次大逼迫的情 
 

壹 教会道路的启示 
 

在启示录二至三章里有七个教会。这七个
教会，都是当约翰写启示录时，在小亚细亚
的七个教会。那时在小亚细亚有很多的教
会，但是神从小亚细亚这么多的教会当中，
特别拣选出这七个教会来。神的目的，乃是
要将这七个教会拿来作预言的教会。因为
一章三节告诉我们说，这一本书是预言。所
以神就拣选这七个教会，预言说，教会的道
路在地上到底是怎样的。 
 

我们为什么要特意读启示录二、三章呢？
这有很大、很深的缘故。因为神在这两章里
给我们看见，教会在二千年来到底要经历
什么；也给我们看见，什么种的教会是祂
所定罪的，什么种的教会是祂所喜欢的。所
以，我们非明白启示录二、三章不可。只有
当我们明白启示录二、三章之后，我们才知
道到底教会的道路要如何；才知道我们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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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这就告诉我们说，撒狄的教会，要
继续到主耶稣再来。非拉铁非的教会，也
要继续到主耶稣再来。因为三章十一节
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
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老底嘉的教会是末
了的一个教会，是教会在地上的末了一
个。三章二十一节：‘得胜的，我要赐他
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
我父的宝座上与祂同坐一般。’你看见说，
这一个教会自然是末了的一个教会，继续
到主耶稣再来。头三个教会没有主再来的
应许，后四个教会有主再来的应许，定规
是继续到主耶稣再来。 
 

3 从后四个里拣选教会 
 

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要好好的把这
四个教会看一下。这样我们才能知道说，
我们作神儿女的路，到底如何？如果今天
有四种不同的教会在地上，都一直继续到
主耶稣再来，那么一个神的儿女，他对于
教会的关系到底该如何？你该从这四个
教会很小心的拣选才可以。不然的话，你
在一个教会里，而那一个教会是主所不喜
悦的，是主所定罪的，那么你在主面前就
有很大的亏损。所以，我们要来看后面的
四个教会。 
 

四 第四个教会─推雅推喇 
 

第四个教会是推雅推喇。当罗马的该撒
接受基督教作国教的时候，他就高举基督
教，用政治的力量来扶持基督教。从前罗
马帝国是用政治的力量压迫基督教，现在
是用政治的力量扶持基督教，作基督教的
后盾。结果基督教不只与世界结婚，并且
在世界上被高举。推雅推喇这一个字，有
一个意思是高楼，或者高塔。她现在变作
在世界上被人看见、被人敬仰、被人崇拜
的一个高楼了。 
 

1 推雅推喇是罗马教 
 

所有读圣经的人都公认说，推雅推喇教
会，就是罗马教（天主教）。罗马教，就
是教会与世界联合，结果使教会在世 

形。士每拿，是教会受逼迫的情形，从使徒
以后一直到康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为止。在
那一段时间，我们看见教会大大受逼迫。士
每拿教会是预言那一段教会的历史。 
 

三 第三个教会─别迦摩 
 

第三个教会就是别迦摩教会。在第四世纪
起头，就是主后三百十三年，康士坦丁起首
接受基督教作国教那一段时候的教会，叫
作别迦摩。别迦摩（Pergamos）这一个字，
gamos 是结婚的意思。比方说，polygamy 意
思是两个以上的多妻的结婚制。英文的这
一个字，就是根据于希腊文的 gamos。‘迦
摩’就是结婚。‘别迦摩’的意思，就是‘注
意阿！现在结婚了。’ 
 

1 头三个教会已经过去了 
 

这七个教会，头三个都已经过去了，从第
四个起，是一直在那里产生。第四个已经产
生了，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也已经产
生了！所不同的在这里：第一个过去就是
第二个。第二个过去就是第三个。第三个过
去就是第四个。第四个不过去而有第五个，
第四个和第五个接在一起。从第四个产生
第五个，可是第四个还存在。从第五个产生
第六个，而第四个、第五个还是存在。第六
个产生第七个，而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
还是存在。 
 

2 末了的四个教会要存在到主再来 
 

启示录二、三章的七个教会，头三个和末
了四个分作两组。头三个已经过去了；末
了四个，今天都存在，一直等到主耶稣再
来。 
 

所以，对于推雅推喇有这样的预言说，
‘直等到我来。’二章二十五节：‘但你们
已经有的，总要持守，直等到我来。’所以
推雅推喇的教会要继续到主来。撒狄的教
会也要继续到主来。三章三节：‘所以要
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
守，并要悔改。若不儆醒，我必临到你那里
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决不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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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日，乃是一年当中最短的一日，就是
冬至。过了三天之后，就起首日长夜短。
所以拜太阳的人，就把十二月二十五日当
作太阳生日。这是他们一个大的节期。许
多人相信主之后，看见那些不信主的朋友
很热闹的过节，而基督徒冷冷清清的没有
事情作，就出了一个花样，说主耶稣是真
的太阳，所以十二月二十五日是主的生
日，这一日就变作圣诞节。以名字来说，
圣诞节是基督教的，以事实来说，这一个
日子是太阳教的。请你们记得，这一个在
神面前是行奸淫，是混乱。他们把太阳教
里的东西，拖到基督教里来了。 
 

d 外邦的庙变作神的殿 
 

教会是神的殿。在旧约的时候，神的殿是
用木头，特别是石头造的。到了新约之后，
你看见神自己把那一个殿拆毁了，一块石
头也不留在石头上。今天这一个殿呢？乃
是一切相信主的人。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
的殿。但是，今天罗马教又去盖高大的房
子。希腊人对于艺术的建筑，是有特长的。
罗马人继续在希腊人之后，对于建筑也非
常有研究，很会造艺术的建筑物。他们觉
得，所有的神都有他的庙，只有基督徒没
有殿，没有可以给人参观的，所以就离开
了使徒的教训，去造高大的房子。全世界
没有第二种建筑物能比得上基督教的礼
拜堂。他们把礼拜堂称作神的殿。不管是
米兰的礼拜堂也好，不管是罗马的圣保罗
堂也好，不管是巴黎的大礼拜堂诺所单
（Nortre Dame）也好，都是大的建筑，而
说是神的殿。请记得：这一个思想是从外
教来的，从外教的庙转过来变作基督教的
殿。话是用基督教的说法，事实上是外教
人的东西。基督教跟着外教人起头行淫
乱。 

 

e 犹太教的祭司变作神甫 
 

在新约里，所有神的儿女都是祭司，是儿
女就是祭司。凡一切相信主耶稣的人，都
在神面前作祭司，事奉神。但是罗马教看
见犹太教里有祭司作居间的阶级，他们就 

界里得着地位，得着相当高的地位。这里面
的难处在那里呢？就是出了一个女先知。
这一个女人叫作耶洗别，她在那里教导神
的仆人，教会受她的辖管，教会受她的支
配。所以罗马教的难处，就像马太十三章第
四个比喻所说的，一个女人把面酵藏在三
斗面里。圣经是把这一个女人拿来代表罗
马教。 
 

a 两个基本的大罪─行奸淫与 
吃祭偶像之物 

 

这一个女人怎样作呢？二章二十节说，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
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
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耶
洗别有两个基本的大罪：一个是行奸淫，
一个是吃祭偶像之物。这两个都是该革除
的罪。耶洗别的教训，是主所责备的！ 
 

二十一节至二十三节：‘我曾给她悔改
的机会，她却不肯悔改她的淫行。看哪！我
要叫她病卧在床，那些与她行淫的人，若不
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
又要杀死她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
察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
应你们各人。’推雅推喇教会，跟耶洗别的
教训，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行奸淫，一个是
拜偶像。奸淫，在圣经里的意思，就是混乱。
人混乱就犯奸淫。在这里你看见说，罗马教
和世界混乱。 
 

b 马利亚代替希腊女神 
 

全世界所有的宗教，都有他们特别的女
神。佛教有观音，希腊人拜金星（Venus）。
罗马人继续于希腊之后，也相信女神。他们
在基督教里找不到女神，所以就把童贞女
马利亚，当作基督教的女神。名字是马利亚
的名字，其实是希腊的女神。这就是行奸
淫、混乱。 

 

c 太阳节变作圣诞节 
 

罗马人有许多是拜太阳的，他们每年十二
月二十五日替太阳作生日。因为十二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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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罗马教的信徒分作两等，把旧约圣经里
犹太教祭司的制度带到新约的教会里来。
有一等人就穿上祭司的衣服，戴上祭司的
帽子，凡圣经里祭司所有的一切，都挂在神
甫身上。旧约的祭司怎样打扮，他们也照样
打扮。不只如此，他们还加进去许多例外的
东西。他们不只效法犹太教，并且把希腊
教、罗马教庙里许多的东西，也带到基督教
里来了。他们把神所规定的改了。这是犯奸
淫。奸淫，在圣经里的意思就是混乱。 
 

f 加上外教迷信的东西 
 

不只这样，还有香烛、灯台、香炉等，都
是旧约的东西，他们都拿来。就是外教的东
西，他们也拿来。这没有别的，这就是犯奸
淫。他们把外教的东西、拜偶像的东西、迷
信的东西、罗马人所说奥秘的东西都拿来，
加上一个名字，叫作基督教的东西。这不是
基督教，这是大混乱！ 
 

g 充满了偶像 
 

他们不只是混乱，神还指责他们拜偶像。
你觉得希奇么？神指责教会拜偶像！的的
确确，教会是在那里拜偶像。旧约的时候，
人拜铜蛇。在罗马教里，人拜主耶稣的十字
架，他们告诉人说，那个十字架被找着了。
他们用那一个十字架的木头，作了好多小
的十字架，给人来拜。主耶稣是神，神是没
有形像的，但是他们作出神的形像来拜。他
们作出马利亚的形像来，作出彼得的形像
来，作出马可的形像来，全地上充满了形
像！当然偶像有作得好看的，有作得不好
看的，这是由于文化高低的关系。文化高
的，偶像作得好看；文化低的，偶像作得不
好看。但偶像总是偶像。在他们的礼拜堂中
充满了偶像！天主教的人祷告的时候，不
是祷告给天上的神听，乃是在偶像面前点
蜡烛之后画十字架。父，有他们所作的偶
像；主耶稣，有他们所作的偶像；马利亚，
有他们所作的偶像；保罗，有他们所作的
偶像；彼得，有他们所作的偶像。历世历代
以来受苦的信徒、殉道的信徒，都有他们的
偶像。历世历代以来，一直到今天，教会里

如果有特出的人死了，他们就封他作圣
徒，也有偶像。这些偶像，是他们所作所
拜的。 
 

h 跪拜殉道者的骸骨 
 

还不只，许多殉道者的骸骨，也是他们敬
拜的对象。有一个殉道者的一只脚，有一
个殉道者的一根骨头埋在那里，他们就来
跪拜它们。你们如果不认识罗马教，你们
就不知道罗马教的偶像有多少。你们如果
认识罗马教，你们就知道在罗马教里，完
全充满了偶像。 
 

推雅推喇的教会就是代表罗马教。推雅
推喇的教会，有两个基本的罪，一个是犯
奸淫，就是把许多外邦人的东西带到教会
里来。还有一个是拜偶像，就是在教会里
造出许多的偶像。 
 

2 推雅推喇是被神定罪的教会 
 

所以这一个教会乃是神所定罪的教会。
所以主就对罗马教里的人说，‘我的民
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她一同有
罪，受她所受的灾殃。’（启十八 4。）神
不悦纳人在罗马教里。 
 

按启示录二、三章来说，推雅推喇是第四
个教会。这一个教会乃是继续在别迦摩之
后。以弗所过去了，士每拿也过去了，别
迦摩也过去了。推雅推喇来了，但没有过
去，一直要继续到主耶稣再来。她是第四
个教会，但是她要继续到主耶稣再来，她
不停止。我们相信神的人，作神儿女的人，
要尽力量不去摸罗马教的东西。千万不要
摸这些不洁净的东西。你摸它，你要受它
的影响。我记得潘汤先生（D. M. Panton）
说一句话：‘因为他们的书里面的错误
是这么多的缘故，所以你读的时候，就不
觉得是错的。’因为这么多都是错的，一
件一件都是错的，所以你没有法子来分
别，你的头脑弄糊涂了！所以我们不能跟
从罗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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