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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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到诸天之上，如今在那里作王掌权，由

所罗门所预表。（林前十五 25，启十七 

14。）在诗篇七十二篇，作王的基督由作

王的所罗门在亨通昌盛时所预表， （王

上九～十，） 如这诗篇的标题和第一节

经文所指明的。其内容则启示基督作全

地的王，诸王都要叩拜祂，万国都要事奉

祂。这是一幅荣耀的图画，说出主恢复、

据有并治理全地的情形；并且揭示由所

罗门所预表的基督，将在复兴时代的千

年国里作王。               （启二十4、   6，太十九 28。）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国，

祂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十一 

15。）基督的国是千年国，也是神的国。

这国是基督的国，也是神的国，就着这一

面说， 基督与神一同掌权；也可以说，

基督作为神掌权。基督回来执行对列国

的审判之后，世上的国就成了基督的国。

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主要作王，直到

永永远远，指主要在千年国和新天新地

作王，直到永远。所有的得胜者要与基督

一同作王一千年，所有得救的人将要在

永世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二二 5。） 

 

 

 

列王纪上九至十章描绘所罗门在列国中

荣耀的巅峰；所罗门辉煌的国，连同他在

神丰厚祝福下的兴盛，预表千年国时期基

督的国。所罗门在以色列国中，因他这国

的辉煌而得荣；这是在千年国里基督的

预表。（十 1 ～ 24。）基督第二次来时，

要据有那已赐给祂作产业的地，并要在全

地建立神的国，因而恢复神对地的权利。

诗篇二十四篇七至十节揭示得胜的基督

在神永远的国里作要来的王；本篇诗启

示耶和华就是耶稣，耶稣就是成为肉体、

钉十字架、并复活的三一神，祂是刚强争

战且得胜的一位。（启五 5。）祂要在复

活里同祂的得胜者回来据有全地作祂的

国。 （但二 34 ～ 35，七 13 ～ 14，珥三 11，

启十一 15，十九 13 ～ 14。） 

 

诗篇七十二篇论到作王的基督，由作王

的所罗门所预表。七十二篇实际上是论到

所罗门王的诗篇；他预表基督是作王的

一位。基督作为大卫的子孙（儿子），继

承大卫的王位与国度。 （太一 1，撒下七 

12 ～ 3，路一 32 ～ 33。）基督在地上经过

由大卫的苦难所预表受苦的生活之后，就

第四篇 所罗门辉煌的国预表千年国时期基督的国 



                                      【摘自：新

北市召会周讯，第 565 期】 

在一起的有摩西和以利亚，代表旧约的

得胜者，还有彼得、雅各和约翰，代表新

约的得胜者。（太十七 1 ～ 3。）彼得、

雅各、约翰在山上与主耶稣一同预尝要

来国度的实现。第一，主耶稣变化形像，

意思就是祂的人性被祂的神性所浸透、

饱和；这个变化形像就是祂的得荣耀。

（2 节。）第二，主耶稣的变化形像，照

耀，就是祂在祂的国里来临；祂的变化

形像在那里，国度的来临也在那里。（可

九 1 ～ 4，路九 27 ～ 31。）第三，主耶

稣的变化形像乃是祂所是的实化。第四，

国度乃是主耶稣之实际的照耀；在祂的

照耀之下就是在国度里。（启二二 4 ～ 

5。）最终，在千年国里，得胜的信徒要

与基督一同在国度光明的荣耀里：『那

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光如同太

阳』。（太十三 43 上。）      

主耶稣对付信徒、犹太人和列国（万民）

以后，将要带进千年国—基督和神的国，

在地上一千年。千年国指基督再来作王治

理世界之后，新天新地之前的时间。在千

年国期间，列国都要归向基督。（亚十四 

16。）千年国时代仍要被神用来作预备的

时代；在这时代，神要成全那些在召会时

代未得成全的圣徒，使他们能有资格进入

新耶路撒冷，作神永远的国。在千年国时，

神也要炼净复兴的列国，在新地上作百

姓。在神的儿子基督里的信徒已经重生进

入神的国，今天是在召会生活中，活在神

的国里；但并不是所有的信徒，乃是只有

得胜者，将有分于千年国。（约三 5，15 ～ 

16，罗十四 17，启十二 10 ～ 11，二 26 ～ 

27，三 21。） 

 

马太十六章二十八节至十七章五节所描

述的，乃是在千年国里诸天之国实现的小

影。这小影的中心乃是得荣的耶稣，同祂

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徒 21:1-14 21:15-26 21:27-40 22:1-21 22:22-29 22:30-23:11 23: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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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周。 

2. 本周“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创世记生命读经，第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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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 页。） 
 

4. 本周继续追求“列王纪结晶读经”晨兴圣言：第四周。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 

 “圣经之旅”第九册：第 4 课，书报追求进度：“生命的经历与长大”：第十篇。  

  大专书报追求进度：“包罗万有的基督”：第十三章（凡火）至第十四章 

 （借着应用基督的死）。 

 

 

 
进 度 

请圣徒们积极参加周一晚上各会所的核心事奉交通聚会，一同进入召会生活的

负担。实行神命定之路的召会生活，教导神圣的真理，照着神牧养，使召会达

到繁殖与扩增。 

 分会所事奉交通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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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召会青少年福音聚会 

  日期/时间： 05/11/2022（周六）晚上 6:00PM 

  地点： A107 会厅 

  备注：会前有爱筵，请青少年们积极邀约福音朋友参加。请一、九会所的圣徒们 

    扶持 60 人份的爱筵。 
 

2. 两周大专成全训练报名通启 

  训练日期： 18/11 ～ 02/12/2022 

  训练地点：美里市召会会所 

  训练对象：在籍 A-Level/大马高等教育文凭（包括高三）/独中统考文凭/大学预科 

    班学生或者以上者以及在籍大专生（学院或大学）。 

  训练费用：每人 RM350 

  报名表链接： https://bit.ly/2022TWCPT 

  报名截止： 07/11/2022（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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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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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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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马来语特会 
 日期： 23 - 25/12/2022 

 地点：在根地咬召会的聚会所 
 费用：入住者:RM100，不入住–用餐者:RM60，不用餐者:RM30 

 报名截止： 07/11/2022（周一） 
 备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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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M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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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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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沙巴的福音行动 
 日期： 26/12/2022-05/01/2023 

 费用：每天 RM50 （包括膳食、住宿和在当地的交通） 
 报名截止： 07/11/2022（周一） 
 备注：欲知详情请查阅报名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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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spel Mo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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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儿童品格园地报名通启（实体） 

一、 儿童报名 

  日期/时间： 07-09/03/2023（早上 8:00AM 至下午 5:00PM） 

  地点：古晋市召会会所 

  报名对象：小学一年级至五年级儿童（须有参加儿童排），名额： 120 位。  

  费用：每人 RM65 

    报名截止： 14/11/2022（周一） 

  二、 服事者报名 

    1. 队辅 - 中学生及大专生（队辅预训： 28/02-02/03/2023） 

    2.  小牧人 – 大专生及在职圣徒 

    报名截止： 14/11/2022（周一） 

    备注：请到办公室索取报名表，或者联络各会所的儿童小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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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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段 会所 范围和职责 

五 
范围： A 三楼(羽球场)，三楼外面走廊及厕所。 
职责：扫，抹走廊，清理厕所，清理鸟粪。 

30/10 
（主日）   

三 
范围： A 楼五个楼梯，电梯走廊，地下室停车场。 
职责：扫，抹地，地下层扫后用水清洗。 

二 
范围： B 一、二楼(包括大厅，内饭厅，厕所，四围走廊) 
职责：扫，抹地板和走道，桌椅(长板凳)，蜘蛛网 

四 
范围： A 二楼大厅，四围厕所(包括半层)，两边外围走廊 
职责：扫，抹会厅和走廊，排椅子，清理厕所。 

一 
范围： C 底楼走廊，四楼天台，C 楼前，后园艺 
职责：扫，抹地板和长板凳，修剪花圃，割草等。 

六 
范围： A 一楼走道，前门楼梯，旁边楼梯 
职责：扫，抹走廊，排椅子，清理厕所。 

报

告

事

项 

 
 
 
 
 
 
 
 
 
 
 
 
 
 
 
 
 
 
 
 
 

9. 会所公共区域整洁轮值表： 

 

 

 

 

 

 

 

 

 

 

 

 

 
  备注：请各会所照着时段，划分范围安排圣徒前来，若有调整，务必通知 

     许信源弟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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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主日早上会所巡逻服事 
 
 
 

12.  整洁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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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 整洁范围 30/10 

4 ─ 1   A 三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11 ─ 4 

2 ─ 3   A 二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6 ─ 4 

3 ─ 2   A 一楼：厕所，走道，大门楼梯及 A 至 B 楼的阶梯。 6 ─ 5 

9 ─ 5   B 底楼： B 底楼厕所，走道，通往 A 楼底下层的阶梯。 1 ─ 1 

30/10/2022 六会所 23/10/2022 四会所 



 今日在主恢复中需要建立接触人的习惯 交 通 

不要太快的同意人，也不要同意他们所

说的一切。不然他们会以为你是“好好

先生”。你必须给人看见你的谨慎。当你

不随便，当你谨慎时，这会加重你说话的

分量。不然，对方就会认为你的话是轻

的，没有分量的。 

 

你所找的人可能急着要作一件事，你知

道了，就不该坐下来占据他的时间。只要

利用机会说几句简短的话，并给他一张

单张。然后你可以说，“这会帮助你认识

救主耶稣基督，愿你平安，再见。”这就

够了。 他会感激你，因为他急着要走。

如果你这时想要坐下来，你会难为他，甚

至得罪他。在另一个时候，你可能看出某

人想要与你交谈。这时你该坐下来，慢慢

的、渐进的与 他谈十五分钟，或半小时。 

 

在接触人时若先有约定，总是有帮助

的。但这不是说我们只可在约定后接触

人。我们应当在任何时候与人谈话。主自

己是我们出去接触人的因素、原因、和目

的。他会尊重我们所作的，并且他今天是

在我们里面的那灵。当我们出去接触人

时，我们必须信主是与我们同去的。我们

的说话就是他的说话，我们乃是将他说

到人里面。我们绝不可忘记将基督供应

给人。我们绝不可忘记将神，就是活的

神，传给人。即使我们只对人讲一分钟的

话，我们仍然该供应基督，并将神传给 

他。 
 

我们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学习，就是在

恰当的时候带人与我们一同祷告。 

关于接触人的一些实行上的指示 

 

首先，我们必须拿起负担，坚决定意去接

触人。我们必须建立接触人的新习惯。在

银行、超级市场、街上，在任何地方，我

们都必须操练接触人，直到这成为我们的

习惯。我们有些人可能已经发现，我们不

惯于接触人。当我们看见人在街上向我们

走来时，我们可能转身避开。但我们应当

抓住机会与人谈话。我们口袋里应当一直

带着福音单张，好分送给我们所接触的

人。 

 

我们去看望人时，必须学习适当的行事

为人。在我们出去接触人以前，我们要确

定自己的穿着仪容是否合式。我们在谈话

和姿态上需要受主改正，使我们能摸着

人。我们不可以在任何事上随便。正确的

接触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你要一直等候，直到你所接触的人向你

敞开。听他讲总是有帮助的。最后，你可

以让他知道，你是基督徒，不是传道人，

并且让他知道你爱主耶稣。总要等着看他

怎样反应。你可能发现，你可以与他一同

读“人生的奥秘”小册子上的几段话；或

许你觉得给他一张题目为“神”的单张，

更为合式。你自己应当熟悉这些福音单张

的内容，使你可以把这些内容分赐到新人

里面。我们必须有够多的学习，使我们能

有效的照顾人。 

 

你也该学习，绝不要与人争执、辩论。争

执和辩论不能成就什么事。另一面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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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定旨。虽然我们会错，主仍然会祝福

我们。然而，我们仍须学习实际。当我们

与人说话时，我们该感觉他是那一种人，

他需要什么。这样我们就能回应他，并给

他一些东西满足他特别的需要。当我们

接触人时，我们该保持一个目标，就是要

继续不断的接触他们。 

 

你也必须学习不要徒然浪费你的时间。

当你接触人时，你该一直辨别，是否该使

这人成为你经常接触的对象。请人吃饭

是好的，但不要太快或太早这么作。你接

触一个人好几次之后，可能觉得时机已

经成熟，可以邀请这人到你家，或者接受 

他的邀请。你每一次接触人，都不该轻率

随便的去作。 

 

不仅如此，你应当一直为你所接触的人

祷告。不要说你没有时间。即使你真的很

忙，你仍然可以在要出门的时候祷告说，

“主阿，帮助我今天遇见合式的人。”在

你开车上班的路上，你可以继续祷告。这

是真实的祷告，不是例行公事的祷告。定

时的祷告当然很好，但是在你出门或开

车的时候祷告，可能更有效。无论你在那

里，你都可以祷告。要在主面前记念所有

你接触的人，并为他们祷告。 

这好比烹饪，你必须知道在什么时候停止

烹煮，不然，你所烹煮的会太生或过熟。

所有好的厨子都知道什么时候停止烹煮。

在一次福音大会之后，慕迪接触一个不信

的人。在那人刚要祷告的关键时候，另一

个人走进来。屋外正在下雨，这人带了雨

伞进来。雨伞的声音打岔了要祷告的人。

在那个打岔之后，那人就不肯祷告接受

主。这给我们看见，在适当的时候与人一

同祷告，是多么重要。 

 

摸着主可以比作电力的安装。一间屋子

可能有了线路，但是线路若没有正确的连

接，就不会有电。接触人就像接电线，使

电能进来。我们都必须学习，在与福音对

象谈话时，不要说得太少，也不要说得过

多。当我们操练接触人的时候，必须有心

学习这一切事。我们这些日子所需要的，

不是更多的道理，乃是更多的实行。我们

必须学习接触人，不是笼统的，而是实际

的。 

 

摸着主可以比作电力的安装。一间屋子

可能有了线路，但是线路若没有正确的连

接，就不会有电。接触人就像接电线，使

电能进来。我们都必须学习，在与福音对

象谈话时，不要说得太少，也不要说得过

多。当我们操练接触人的时候，必须有心

学习这一切事。我们这些日子所需要的，

不是更多的道理，乃是更多的实行。我们

必须学习接触人，不是笼统的，而是实际

的。 

 

我们接触人时或许会犯错，但我们必须

看见，有时候甚至我们的错也成就主的定

旨。我们如果什么也不作，就绝不能成就

7 

                                            【摘自：

活力排的训练与实行 ，第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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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五篇 教会的道路（三） 
造 就 

2 遵守主的道 

 

非拉铁非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他们

遵守主的命令，一个就是他们不弃绝主

的名。这里有一班的人，被神带到一个地

步，学习遵守主的话，遵守主的道。神在

他们中间把话解开，叫人能明白神的话。

在他们中间没有信条，只有话语。在他们

中间没有道理，只有话语。在他们中间没

有遗传，只有话语。自有教会以来，除了

使徒的教训以外，这是第一个主所称许

的教会。因为到了非拉铁非的时候，你才

看见有一班人完全回到主的话语里去，

任何的权柄都没有用，任何的道理都没

有用，任何的信条都没有用。 

 

请你们记得，人能够传道理，人也能够

明白道理，但是人不能明白圣经。人能够

念信条，人也能够接受信条，但是人不能

明白圣经。这是希奇的事！教会如果需

要有信条，主老早就给了我们。人今天把

圣经分析了，人今天把圣经综合了，叫它

变成一个信条。信条是专一的，但是，圣

经是无限的。信条是简单的，但是，圣经

是复杂的。信条是愚昧的人一读就知道

的，但是圣经不是愚昧的人一读就知道

的。圣经的话，只有某一种的人才能够知

道；需要某一种的情形，才能够明白神

的话。信条是把门开得大大的，谁都可以

进去；神的话只开得这么大，只有有生

命的人才能进去。信条的门是开得大大

的，只要头脑好的人，一读就明白；但

是，读神的话，就没有这么容易。如果不

是有生命的，如果不是在主面前，眼睛是

专一的，就看不见，就没有法子明白。 

 

 

 
 

六 第六个教会─非拉铁非 

 

在这里有第六个教会，名字叫作非拉铁

非。‘非拉’的意思是爱，‘铁非’的意

思是弟兄，‘非拉铁非’的意思是弟兄相

爱。 
 

1 回到弟兄相爱 

 

在七个教会里，只有这一个教会，主没有

责备；罗马教受责备，更正教受责备，非

拉铁非没有受责备。在非拉铁非里只有称

赞，没有责备。 

 

非拉铁非的特点到底在那里？三章八

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

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

非拉铁非的特点，就是这一个。推雅推喇

的特点，是女人的教训。撒狄的特点，是

教会与世界合在一起，要一直的脱离；是

死亡和生命，要一直的挣扎。但是，非拉

铁非乃是弟兄相爱。在这里乃是回到弟兄

相爱的地步。在这里没有世界，因为是弟

兄。在这里根本不是要挣扎，不是要脱离

死亡，乃是回到当初弟兄的地位去。在这

里乃是弟兄相爱。 

 

撒狄如何是从推雅推喇出来的，非拉铁

非也照样是从撒狄出来的。更正教是从天

主教出来的，非拉铁非是从更正教出来

的。不过，这相当明显的是圣灵一个新的

运动。这个新的运动，乃是把人从死亡的

撒狄里拉出来，让人站在一个地位上，就

是弟兄彼此相爱。换一句话说，就是站在

身体的地位上。不承认有其他的关系，只

承认有弟兄的关系；不承认有其他的交

通，只承认有爱的交通。这乃是非拉铁非。 



ａ 主的名字已经够了 

 

主觉得说，祂的名字，在祂的儿女身上

已经够了。只有到非拉铁非来的时候，人

才以为主的名字已经够了。用不着那么

许多分开的名字，有祂的名字已经够

了！请你们记得，主在这里注意这一件

事，你‘没有弃绝我的名’。这是祂所注

意的事。 

 

没有一个时候，在教会里那样弃绝别

的名字，像非拉铁非一样。只有回到非拉

铁非来的时候，所有其他的名字才都被

弃绝了！非拉铁非把所有的名字都去

掉，只把基督的名字高举起来。请你们记

得，主注意这一件事。主把这一件事，当

作称赞的根基，这是叫祂悦纳的。所以，

不要轻看这件事，不要以为这是随便的。

主看见他们承认祂的名字，不弃绝祂的

名字，祂注意这件事，祂称赞这件事！ 

 

ｂ 得胜的问题 

 

有一个问题，好些弟兄问过我，就是：

‘非拉铁非的得胜者，到底得胜了什么

东西？’你们看见这里的难处么？以弗

所的得胜者，自然是胜过离弃当初的爱

心。士每拿的得胜者，自然是胜过外面死

亡的恐吓。别迦摩的得胜者，自然是胜过

世界的捆绑和引诱。推雅推喇的得胜者，

自然是胜过那女人的教训。撒狄的得胜

者，是胜过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属

灵的死亡。老底嘉的得胜者，是胜过不冷

不热的光景，和虚谎的骄傲。但是非拉铁

非的这些得胜者，是胜过什么东西？主

在全封的书信里，给我们看见，他们所作

的一切都是主所悦纳的。在这七封书信

里，只有这一封书信是完全蒙悦纳的。主

如果完全悦纳了，还要得胜什么呢？都

悦纳了，是最好的了。非拉铁非是合乎主 

人因为看见神的话的范围太窄，就想弄

得宽一点，好把人带进去。但是非拉铁非 

的人，拒绝了任何的信条和道理，他们只

回到主的话里去。主说，‘你遵守了我的

话。’在教会的历史里，没有一个时代明

白神的话，像非拉铁非那样。在教会的历

史里，只有在非拉铁非里面，神的话得着

了当得的地位。在其他的时代里，你只看

见人接受信条，接受遗传。但是非拉铁非

除了神的话之外，什么都没有，只回到神

的话里面去走路。在教会的历史里，没有

一个时候有这么多的话语职事，像非拉铁

非一样。 

 

3 不弃绝主的名 

 

主说，‘你…没有弃绝我的名。’这也是

非拉铁非的特点。历世历代以来，教会历

史这么长，主耶稣的名字反而变作是最末

了的名字。人所注重的是许多信徒的名

字；彼得的名字，使徒的名字，人都在那

里注意。人也特别注重自己所挑选的名

字，道理的名字，国家的名字。许多人很

骄傲的说，我是一个路德人（Lutheran）。

许多人很骄傲的说，我是一个卫斯理人

（Wesleyan）。哦！人的名字！许多人很

骄傲的说，我是柯柏铁的人（Coptic），这

是一个地方的名字。许多人很骄傲的说，

我是一个安立甘的人（Anglican），意思就

是英国的人。这是国家的名字。许多名字，

把神的儿女完全分开了！好像基督的名

字，不够把我们从世界里分别出来。 

 

有的人如果问你说，‘你是谁？’你答应

说，‘我是基督徒。’他定规不满意，一

定要再问说，‘你是什么种的基督徒？’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外国的时候，有一个

人问我：‘你到底是什么？’我说，‘我

是一个基督徒。’他说，‘这是毫无意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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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推雅推喇出来的，非拉铁非是从撒狄

出来的，就老底嘉是从非拉铁非出来的。

你看见么？一个生一个。 

 

1 老底嘉是非拉铁非堕落而成的 

 

所以，今天的问题在这里，非拉铁非如

果失败的话，非拉铁非就变作老底嘉。千

万不要弄错了，以为说更正教是老底嘉。

没有这件事。更正教是撒狄，不是老底

嘉。请记得，今天的更正教只会作撒狄，

不会作老底嘉。读圣经的人，不能糊涂的

在那里说，他们是老底嘉。不，他们是撒

狄。乃是非拉铁非堕落了才变成老底嘉。

撒狄是从推雅推喇出来的，是进步的；

非拉铁非是从撒狄出来的，也是进步

的；老底嘉是从非拉铁非出来的，但是

退步的。四个教会都要一直继续到主耶

稣再来。 

 

老底嘉是变相的非拉铁非，是走了样

的非拉铁非。有一天弟兄相爱失去的时

候，就马上变作众人的意见。这就是老底

嘉的意思。老底嘉是一个城的名字，是罗

马的一个王子，恩帝荷格斯（Entiochus）

所起的名字。他有一个妻子，名字叫作老

底奥斯（Laodios），他就采取他妻子的

这个名字，把‘奥斯’拿掉，加上‘细

亚’，或者‘嘉’，变成老底细亚

（Laodicea），或作老底嘉。‘老’这一

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众人，‘细

亚’或者‘嘉’的意思，就是意见。 

 

当非拉铁非堕落的时候，弟兄就变作

众人，弟兄相爱就变作众人的意见。爱心

变作意见。弟兄相爱，那是活的东西；众

人的意见，那是死的东西。什么时候弟兄

相爱一没有，身体的关系一取消，生命上

的来往一失去，所剩下的，就是大家的意

见。没有主的意见；大多数通过、投票、 

 

 
 

 

心意的教会。但是，在非拉铁非的教会里，

主也有得胜者的应许，但是要胜过什么

呢？我说，没有什么事要特别得胜的，因

为那一个教会没有任何的难处。 

 

ｃ 要持守所有的 

 

但是，主在这里也有警告。十一节：‘我

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

你的冠冕！’全封书信，只有这一个地方，

是一个警告。这里是叫非拉铁非的人注

意，要持守他们所有的。换一句话说，你

所有的都行，可是不要丢掉。不要到一个

时候，以为作惯了，就把它改一改。不要

到一个时候，以为作了这么多年了，就把

它换一换。要持守你所有的，不要丢掉！

这是非拉铁非惟一的警告。主对非拉铁非

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持守你所有的。你

所作的没有错，可是还要再作。你所作的

有神的祝福，你还要再作。 

 

非拉铁非若不持守所已经有的，神要兴

起别人夺去她的冠冕。本来冠冕是赐给你

的，若你放弃你的地位，别人就要来夺去

你的冠冕。这一个是非拉铁非惟一的警

告。非拉铁非的得胜，乃是在不失去所已

经得着的。这和其余的六个教会都不一

样。所以，我们要注意主的话。只有一个

教会，就是非拉铁非，是合乎主心意的，

特点是遵守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名。我们

在这两件事情上千万不要放松。 

 

七 第七个教会─老底嘉 

 

在七个教会里，有五个教会受责备，一个

教会没有受责备，一个教会完全被称赞。

完全被称赞的乃是非拉铁非。罗马教、更

正教、非拉铁非，都要继续到主耶稣再来。

那最末了的一个教会，就是第七个─老底

嘉，也要继续到主耶稣再来。如果撒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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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学习在神面前谦卑 

 

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你们如果要继

续在非拉铁非的道路上，你们就得学习

在神面前谦卑。有的时候，我听见有的弟

兄说，‘神的祝福在我们中间。’我承认

这话，但是说这话的时候，特别要小心。

一不小心，你就觉得说，那一个是老底嘉

的味道。我们是富足，我们已经发了财，

我们一样都不缺。我告诉你们，如果有一

天你站在那一个地位上，你是很近老底

嘉了！ 

 

要记得，我们没有一样不是领受来的。

四围的人可以充满了死亡，但是这并不

需要你知道你自己是充满了生命。四围

的人都可以贫穷，但是用不着你知道你

是财主。活在主面前的人，不觉得自己是

富足的。愿神怜悯我们，叫我们学习活在

主的面前，可以富足，但是又不知道自己

是富足的。摩西脸上发光，自己却不知

道，这是更好的事！一知道，就变作老底

嘉。一知道，结果就是也不冷，也不热。

老底嘉，就是说起来样样都知道，事实上

没有一样是热切的。说起来，样样都有，

但是没有一样是能够把命拼上的。记得

已往时候的光荣，却忘记了今天在神面

前的光景。已过是非拉铁非，但是今天是

老底嘉。 

 

贰 要为自己挑选教会的道路 

 

我今天把这四个教会，摆在你们面前。

自从罗马教之后，有四种的教会产生，这

四种的教会要一直继续到主耶稣再来。

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得挑选自己教

会的道路。我是要作罗马教的人呢？我

是要作更正教的人呢？我是要跟从罗马

教的合一呢？我是要跟从更正教那么多 

举手而已。非拉铁非堕落的时候，就变作

老底嘉。 

 

2 不冷不热而有属灵的骄傲 

 

三章十五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

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这

就是老底嘉的特点。十七节：‘你说，我

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

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

身的。’这就是老底嘉的特点。老底嘉的

特点，就是不冷不热，而在主面前有属灵

的骄傲。‘我是富足’，说一句就够了；

但他又说，‘我已经发了财。’说了两句

应该够了，但他又说，‘我是一样都不

缺。’‘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

赤身的。’这是主的看法。这些属灵的骄

傲是从那里来的呢？是从已往的历史来

的。曾有一次他们是富足的，他们就以为

今天仍然是富足的。曾有一次主怜悯他

们，他们记得那一个历史，而今天却失去

了那一个实际。 

 

ａ 已往的生命今天没有了 

 

今天在更正教里，难得有一个人夸口自

己属灵的富足。我在外国曾遇见多少更正

教的首领，连在中国的更正教牧师也是这

样，他们都说，‘我们不行！我们不行！’

你不能在撒狄里面遇见骄傲的人。只有一

班的人，从前是非拉铁非，神的话是遵守

的，神的名是没有弃绝的，可是已往的生

命，今天没有了。已往的故事今天还记得，

但是已往的生命没有了！已往的历史今

天还记得，记得我是富足，发了财，一样

都不缺，但现在是贫穷、瞎眼的！我告诉

你们，只有一班的人，能夸口他们的富足，

就是堕落的非拉铁非，就是失去了能力和

生命的非拉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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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罗马教整个问题过去了，二十一个公

会也过去了。照样，更正教整个问题都解

决了，所有一千五百个宗派都过去了。 

 

主的道路只有一个，就是非拉铁非。要

走在这一条道路上！但是要小心，不要

骄傲。一走非拉铁非的路，最大的试探是

骄傲。‘我比你好，我的真理比你清楚，

比你懂得多！我们只有主的名字，和你

们不一样！’一骄傲，马上就落到老底嘉

去。跟从主的人，没有骄傲。骄傲的人，

就被主吐出去。求主怜悯！我警告你们，

要不说骄傲的话！人要不说骄傲的话，

只有一直活在神面前。也只有一直活在

神面前的，才不会看见自己富足，才能不

骄傲！ 

 

 

 

 
 

的宗派呢？或者我是要行走非拉铁非的

路？或者我曾有一阵是非拉铁非，而今天

活在已往的历史里，来夸口我已往的荣

耀，作一个老底嘉的人？请你们记得，当

人在神面前起首骄傲，离开生命，不重实

际，只记得已往的历史，看见自己的富足，

在这一种人的里头就是大众的意见，只能

大家商量事情。这好像是民主，但是不能

有身体的关系。你如果不认识身体的捆

绑，不认识身体的权柄，不认识身体的生

命，就也不能认识弟兄相爱。 

 

这四种不同的教会，要一直继续；所以，

我们要忠心的继续在非拉铁非的里面。不

要好奇去问看，罗马教是怎么一回事。好

奇的人，常常要受亏。不要去摸更正教的

各宗派，这不是神的路。圣经清楚的给我

们看见，整个更正教的运动有神的祝福，

但是有许多被定罪的，有许多受责备的，

用不着我们去查考、去问。 

 

我们要学习站在非拉铁非的地位上，总

是遵守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名。站在弟兄

的地位上，千万不要骄傲！不要在罗马教

面前骄傲，不要在更正教面前骄傲，不要

在各宗派面前骄傲。你一骄傲，你就是老

底嘉，不是非拉铁非！什么时候，你在他

们面前骄傲，你就不是非拉铁非，你是老

底嘉。你们要在那一条路上走？求神赐福

给祂的儿女，给弟兄们在教会的事情上，

能走一条正直的路。 

 

主所定规教会的道路，是非拉铁非。我虽

不能有千万的凭据来说，我能够有百千的

凭据来说，许多神最好的儿女，都讲这一

个话，都走这一条路。更正教整个问题解

决了，就不要去找那些细的。罗马教整个

问题解决了，也就不要去找那些细的。罗

马教有二十一个公会在中国，不要加入罗

马教，也就不必问到底要加入那一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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