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召会周讯 

THE CHURCH OF GOD IN KUCHING 

 

地址：古晋肯雅兰张君光路，洛一○八三三号      

             Lot 10833, Jalan Chong Kiun Kong, Kenyalang Park 93300,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电邮： churchinkuching@gmail.com              网址： https://thechurchinkuching.org 

30/10/2022 

电话： 6082-482258/335484   

传真： 6082-335445  

628 

Serving Faithfully            Following Closely            Coordinating with the Same Heart             Foste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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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败，也会破坏召会，扼杀召会生活光辉

的一面；甚至在最小的事上也是如此。

我们应当凡事照着灵而行，与祂同活，一

直倚靠祂，并与祂是一。最后，所罗门的

崩逝是在沮丧失望之中；他的荣美像草

上的花凋谢，他荣华的一生成了『虚空的

虚空』，正如他所传讲的。（传一 2。） 

 

我们需要在属灵生命的光下来看所罗

门的失败。他是智慧人而不是属灵人，是

有才干的人，却不是生命的人。因着他属

灵生命的成熟度量很小，放纵情欲不受

约束，就从神经纶之美地的享受截断。所

罗门的智慧完全是在物质的范围里，没

有一点属灵的成分；他的智慧是那要来

之真智慧的影儿，与保罗的智慧截然不

同。保罗的智慧是属灵的智慧，论到基督

安家在我们心里，（弗三 17，）我们照

着灵行事为人，（罗八 4，）以及二灵—

神的灵和人的灵—调和成为一灵。（16，

林前六 17。）神经纶的奥秘主要是宣示

与保罗；今天我们若要认识宇宙中最高

的智慧，就必须进入保罗书信中真理的 

所罗门成了智慧的人，也成了明辨的

人；然而，因为他娶了许多异教女子，敬

拜她们的偶像，并为百姓建造敬拜偶像的

地方，他就失去神所赐的智慧和明辨，以

致变得非常愚昧，损毁了他的国。所罗门

的父亲大卫，一个合乎神心的人，同样因

放纵情欲的罪而失败；所罗门在这属撒

但的试诱下失败，更甚于他父亲。他放纵

情欲，宠爱许多外邦女子，（王上十一 1 

～ 3，）离弃曾两次向他显现的神，敬拜外

邦偶像。他有妃七百，嫔三百，为满足她

们的欲望，他建立了邱坛；他的妃嫔『使

他的心偏离，去随从别神』。（4 节。） 

所罗门在位时建造圣殿的时代是以色列

历史的黄金时代。（八 10 ～ 11。）令人惊

讶的是，所罗门，照着神的渴望建造圣殿

者，竟然带头再次建筑邱坛。这使他的子

孙丧失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度，导致神选

民中间的分裂与混乱；至终，他们失去神

所赐之地，在外邦拜偶像之地成为俘虏。

因着所罗门的失败，以色列国现今仍在受

苦；这对我们该是何等的警戒和警示！

我们必须谨慎；在放纵情欲上甚至一点

第五篇 为着召会作基督生机身体的建造，天然的才能与 

生命成熟之复活的才能相对 



以色列和犹大的四十一个王都在最高

的地位上，但他们在享受美地上不谨

慎；甚至大卫也没有完全享受美地；我

们该将他们的例子应用到自己身上。那

些恶王邪恶的根，乃是他们离弃神这活

水的泉源，并转向偶像作他们破裂不能

存水的池子；这两件恶事把他们淹没在

拜偶像和放纵情欲的死水中。（耶二 

13。）今天我们乃是君王；（罗五 10，

17 ；）我们该竭力跟随保罗的榜样，也

能宣告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并且现

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

活着；（加二 20 ；）并且借着领受耶稣

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活基督以显大基

督。（腓一 19 ～ 21 上。） 

 

基督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作三

一神的终极完成；（林前十五 45 下，）

进入我们灵里，与我们重生的灵调和；

这二灵现今调和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

（六 17，罗八 16。）今天，那是灵的神

乃是包罗万有的灵、复合的灵、施膏的

灵、启示的灵、以及终极完成的灵，作经

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在主今天

的恢复里，我们应该完全留意调和的灵，

并且该照着这调和的灵生活行动并行事

为人，使我们能真正的在生命中作王。 

结晶；真正的智慧乃是神，祂具体化身在

基督里，基督又成了我们的智慧，在我们

里面，使我们与神是一，并使我们在生命

和性情上成为神，只是无分于神格；我们

因而成为三一神的杰作，也是祂的诗章，

彰显祂无穷的智慧和神圣的设计。 

 

所罗门是有天然才能的人，却不是生命

的人；他的智慧是恩赐，而不是生命的度

量；他一生的成就，乃是证明他不是显出

神圣生命成熟的才能。首先，我们需要看

见天然的才能与经过死而复活的才能之

间的不同；在神的事上我们天然的人和

才能是无能、不够资格的。第二，在神的

事上，必须学习拒绝我们天然的人，而在

一切事上操练灵，好为着基督身体生机的

建造。第三，在主的恢复里，天然的人没

有地位。第四，在召会的建造中，天然的

人需要破碎，才能被建造。第五，天然的

才能所产生的自夸与复活的才能所产生

的谦卑相对。第六，天然的才能是自私自

利与复活的才能是为着神的旨意相对。第

七，天然的才能叫我们信靠自己，复活的

才能却倚靠神。第八，天然的才能搀杂着

肉体；复活的才能有神圣的成分。第九，

天然的才能是短暂的，经不起试验；复活

的才能颂扬父，承认父的美意。第十，凡

凭着天然的才能事奉的，都盼望有报酬或

别人的感激；凡凭复活的才能事奉的，渴

望赢得基督，要讨主的喜悦。第十一，天

然的才能喜欢显扬；复活的才能喜欢在

隐密中行事。第十二，天然的才能毒害神

的子民；而生命乃像鸽子，以生命供应神

的子民。第十三，天然的才能带进召会，

召会的实际就失去了；只有经过死而复

活的，才能带进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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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新北市召会周讯，第 56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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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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造就成全聚会预告 

 日期： 07/1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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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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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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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徒 23:16-30 23:31-24:21 24:22-25:5 25:6-27 26:1-13 26:14-32 2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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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周。 

2. 本周“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创世记生命读经，第 16~17 篇。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初信造就”：附录：混乱的异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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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 

 “圣经之旅”第九册：第 5 课，书报追求进度：“生命的经历与长大”：第十一篇。

 大专书报追求进度：“包罗万有的基督”：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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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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际感恩节特会 
 日期： 25-28/11/2022 

 费用：免费 
 报名截止： 14/11/2022（周一） 
 备注： 1.  请以区为单位收集名单（姓名，语言），并将收集好的名单转发给古晋 
  市召会的 WhatsApp（+6082-482258）。 
 2. 特会信息流播网站为 https://www.conf.lsmwebca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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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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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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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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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25/11（周五）    第一堂： 7:30PM  

  26/11（周六）    第二堂： 10:00AM   第三堂： 7:30PM 

  27/11（主日）    第四堂： 10:00AM   第五堂： 7:30PM 

  28/11（周一）     第六堂： 7: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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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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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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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婚通启 

   Wilson Anak Ayub弟兄与Misonis Duinong Sibisin姊妹将于 30/10/2022（主日） 

   订婚，谨此告知众弟兄姊妹。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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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主日早上会所巡逻服事 
 
 
 

13.  整洁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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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0 整洁范围 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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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5   A 一楼：厕所，走道，大门楼梯及 A 至 B 楼的阶梯。 9 ─ 4 

1 ─ 1   B 底楼： B 底楼厕所，走道，通往 A 楼底下层的阶梯。 1 ─ 2 

06/11/2022 一会所 30/10/2022 六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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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有效能（一） 交 通 

神预定我们得神圣的儿子名分，乃是受

神圣之爱的推动。以弗所一章四至五节

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

我们，‘使我们在爱里，在祂面前，成为

圣别、没有瑕疵；…预定了我们，…得儿

子的名分。’我们可以把‘在爱里’和‘预

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连在一起。神乃是

在爱里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约翰三章

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祂是在创立世界以

前，就爱了我们。 
 

叁 神将祂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乃是 

受神圣之爱的推动 
 

神将祂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使我们在法

理一面借着祂的死得救，不至灭亡，并在

生机一面在祂的复活中得着永远的生命，

乃是受神圣之爱的推动。（约三 16，约壹

四 9 ～ 10。）约翰三章十六节得着约壹四

章九节和十节这两节经文的加强。约壹四

章十节说，神差祂的儿子到我们这里来，

为我们的罪作了平息的祭物。这是在法理

上借着祂的死完成的。九节说，神差祂的

儿子到我们这里来，使我们借着祂得生并

活着。这是在生机上在祂的复活中完成

的。约翰三章十六节应该与约壹四章九至

十节同读。 
 

肆 神的爱是源头 
 

神的爱是基督之恩的源头，这恩借着灵

的交通，分赐给我们。（林后十三 14。）

这是为使我们享受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

的三一神。 
 

伍 神的爱激励我们爱我们的仇敌 
 

神的爱激励我们这些祂的儿女爱我们的

仇敌，使我们能完全，像祂一样；祂爱那

成了祂仇敌的堕落人类，叫祂的日头 

在前两篇信息里，我们看见牧养和教导是

活力排的义务。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

看，爱是有效能的。无论我们给人多少的牧

养和教导，若没有爱，一切就都是徒然的。

林前十三章论到一件特别的事，就是爱。这

一章告诉我们，即使我们以极高的方式申

言，并且将一切所有的分给人，若没有爱，

这一切就算不得什么。（2 ～ 3。）牧养和

教导都需要爱，但不是我们天然的爱，乃是

主神圣的爱。 
 

壹 神是爱 
 

我们是神的种类，因为我们已经从神而

生，有祂的生命和性情。（约一 12 ～ 13。）

我们已经重生，成为神的种类，就是神类，

而神乃是爱。我们既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了

神，就应当也有爱。这意思是说，我们不仅

仅爱别人，我们就是爱的本身。我们既是神

的种类，就应当是爱，因为祂就是爱。无论

谁是爱，他就是神的种类。 
 

神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

壹四 8，19。）神不要我们用我们天然的爱

来爱人，乃要我们以祂作我们的爱。神照着

祂的形像造人，（创一 26，）意思是说，祂

乃是照着祂的所是造人。神的形像就是神

的所是，神的属性乃是神的所是。照圣经中

的启示来看，神的第一个属性是爱。神照着

祂的属性造人，而祂的第一个属性乃是爱。

虽然受造的人没有爱的实际，但在这受造

的人里面，有一个东西，叫他愿意去爱人。

甚至堕落的人里面，也有爱的愿望。但那只

是人的美德，是神爱的属性的彰显。当我们

重生时，神就把祂自己这爱灌注到我们里

面。我们爱祂，因为祂先爱我们；是祂引进

了这爱。 
 

贰 神预定我们得神圣的儿子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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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爱是最大的 
 

爱是不嫉妒，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

恶，凡事包容，凡事忍耐，永不败落，也

是最大的。（林前十三 4 ～ 8，13。）嫉

妒是在我们的天性里就有的。一个家中有

了新生的孩子，另外的孩子可能会嫉妒。

在召会生活中也会有嫉妒。一位姊妹祷告

或申言时得着很多的‘阿们’，另一位姊

妹可能会嫉妒。有些弟兄看到另一位弟兄

被设立为长老，可能会嫉妒。我在召会生

活中六十多年了，我能够见证说，最难的

一件事就是设立长老。我们晓得，如果我

们设立一位弟兄，另一位我们不觉得应该

设立的弟兄，可能会因着嫉妒而被绊跌。

一位姊妹若被指定在姊妹之家带领，其他

的姊妹可能会嫉妒；但爱是不嫉妒的。 
 

此外，爱也是不轻易发怒。因着缺少爱，

人很容易发怒。我们若充满了神圣的爱，

无论我们多么受到斥责，我们也不会发

怒。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常计算别人的恶。有些妻子有一本记

录，一本账簿，记下她们丈夫的失败和缺

点。这个记录不一定是写下来的，却是在

她们的头脑里。她们一直在计算她们丈夫

的恶。 
 

作长老的必须知道，他们在牧养时，必须

遮盖别人的罪，不可计算别人的恶。爱是

凡事包容，意即遮盖一切，不仅遮盖好事，

也遮盖坏事。凡揭露召会中肢体的缺点、

短处和罪恶的，就没有资格作长老。我们

若揭露在我们长老职分下，在我们牧养之

下的肢体，这就废除了我们的资格。爱也

是凡事忍耐，永不败落。林前十三章总结

的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望、爱这三

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表征基督）上升，一无分别的照恶人，也

照好人，并且同样的降雨（表征那灵）给义

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作天

父的儿子，从税吏和外邦人中被圣别出来。

（太五 43 ～ 48。）整个人类成了神的仇敌，

但神仍然爱人类。神差基督到我们这里，若

对人有所分别，我们就不会有资格得着祂

的救恩。祂叫祂的日头上升，一无分别的先

照恶人，也照好人。 
 

我们在爱别人的事上，应当像神一样。税

吏只爱那爱他们的人。主说，‘你们若爱那

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税吏不也是这

样行么？’（46。）我们若只爱那爱我们的

人，我们就是和税吏属于同一种类。但我们

是属于超越、神圣的种类，所以我们爱恶

人，就是我们的仇敌，也爱好人。这给我们

看见，神这爱是何等的有效能。 
 

活力排必须是有效能的排。我们的活力排

是否有效能，可由我们一无分别的爱人得

着证实。有些基督的同工可能觉得，我们应

当让某些人受永远的沉沦。他们可能说，他

们不爱某些人，就如抢银行的人。但是当基

督钉在十字架上时，有两个强盗与祂同钉。

（太二七 38。）其中有一个强盗说，‘耶稣

阿，你来进入你国的时候，求你记念我。’

（路二三 42。）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

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43。）

基督借着钉十字架而拯救的第一个人，不

是一个上流人，乃是一个犯人，一个判处死

刑的强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陆 爱建造人 
 

林前八章一节下半说，‘知识是叫人自高

自大，惟有爱建造人。’没有爱的教训会使

我们自高自大。我们可能听了职事的信息，

只得了一些知识，就自高自大；这并不建

造人。惟有爱建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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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混乱的异端（一） 
造 就 

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这

一个叫作‘天国好像。’三十三节：‘天

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

直等全团都发起来。’这一个叫作‘天国

好像。’换一句话说，‘天国好像，’不

是好像第一句话，乃是好像整个比喻。 

 

二 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 
 

1 神的话种在世界里 

 

祂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这一粒

芥菜种是祂的道，像前头的种子是祂的道

一样。这一粒芥菜种，完全是出乎神的。

这一粒芥菜种里的生命、一切，都是出乎

神的。‘有人拿去种在田里。’上面的圣

经已经告诉我们，田乃是世界。上面也给

我们看见，这一个人就是祂自己。这就是

说，主要把神的道种在世界里。 

 

2 盼望生长像菜蔬 

 

按着神所定规的，‘这原是百种里最小

的。’芥菜种非常小，比其他的种子都小。

神的目的是将祂自己的话种在世界里。等

到长出来的时候，芥菜乃是菜蔬，要各从

其类的长出菜蔬来，这是神从创世以来所

定规的律。一切的东西都要各从其类。很

小的芥菜种如果长出芥菜来，就没有错。

这是神本来的目的。神差祂自己的儿子到

世界来，把祂自己的道种在世界里，然后

在这世界上就会生出教会来。神是盼望

说，这一个教会在地上充满了生命，可以

作粮食，有结果。但是要像菜蔬一样，不

是永远的，也不是伟大的；不是受人注意

的，也不是可以荫庇别人的。 

 
 

今天要题起的一个题目，可称它作混乱的

异端。每一个读预言的人，都知道罗马教要

一天比一天兴旺，更正教要一天比一天衰

败。启示录十七章说，那预表罗马教的大淫

妇，先是骑在兽上面，后来要被兽杀死。所

以，所有神真实的儿女，在末了的时代，要

完全预备好，来应付这一个危机。今天我们

不知道，或者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也

许我们还在这里，或者我们已经走了，那时

罗马教的问题要发生。所以我们自己要清

楚，也必须给弟兄姊妹认识这一个异端。若

是等到难处来了再去应付，那就太迟了。所

以在这一件事没有发生之先，我们作教会

守望的人，要早注意、早对付。 

 

壹 芥菜种长成大树 
 

一 七个天国比喻 

 

在马太十三章，主耶稣说了七个比喻。这

七个比喻乃是给我们看见，天国在这地上

的历史。就是当祂来撒种之后，天国在地上

所要经过的各种情形，一直等到祂再来为

止。在这七个比喻里，从祂第一次来，就是

人子来到地上撒种起，一直到祂第二次来

审判，把麦子收到仓里为止；你看见说，有

各方面的情形，在这两个来的当中发生。主

在这里用七个比喻来解释，预言那各种的

情形。 

 

其中有两个比喻告诉我们，天国在地上走

了样子。这两个比喻，第一个是说，天国好

像一粒芥菜种。我们要特别注意，这里所说

的‘天国好像’，是指着整个比喻说的，并

不是指着第一句话说的。马太十三章三十

一至三十二节：‘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

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

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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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受反对的。但是有一天教会往地里扎

根，教会长大了。掌管世界的罗马该撒，

变作我们的同道；掌管列国生死之权的

罗马该撒，变作我们的弟兄。基督教变作

皇帝所相信的宗教，基督教也变成大臣和

将军所相信的宗教。自然而然菜变作了

树。自然而然，在世界的人的眼前，有了

地位。自然而然，教会在人的面前就大起

来，这一个就是罗马教的起头。 

 

一 有了联合的教会 

 

在新约圣经里，教会是地方的，散布在各

地，没有联合，没有组织。虽然工作有中

心，但是教会从来没有变作联合会。自从

使徒们都去世了之后，教会逐渐在地上起

首联合。大城市的教会，就起道与周围小

城的教会联合。结果，自然而然，大城市

的教会就在那里领头。 

 

二 有了监督的制度 
 

本来监督就是长老。教会里的长老，或者

说监督，都是多数的。后来，改作长老是

多数的，而在其中设立一个监督。又过些

日子，这一个监督不只管一个地方的教

会，并且管好些地方的教会，而长老只管

一个地方的教会；长老和监督分开了！

本来监督就是长老，长老就是监督。但是，

后来在长老之中，拣了一个长老来作监

督。一个长老有监督的名称，其余的不过

是长老，而不称作监督。或者这一个监督，

可以称作长老长，来管理其他的长老，也

管理那一个地方的教会。过些日子，这一

个监督的权柄大起来，管到其他的地方

去。这时候，教会的情形就自然而然改变，

到一个地步，省城的监督能够管理一省的

教会，首都的监督能够管理一国的教会。

因此，自然而然，罗马的监督能够管理整

个罗马帝国的教会。你看见教会长大了！ 
 

 
 
 
 
 

神的目的是这一次种下去，这一次长出

来，这一次收回去。下一次再种下去，下一

次再长起来，下一次再收回去。像麦子一

样，是一直下种一直收成。一长成菜蔬就要

挪去，留出地位，下次再种。留出地位，给

别人再来信；留出地位，给别人再来生；

留出地位，给别人再来长；留出地位，给别

人再来收回去。给别人再信，再生长，再收

到神面前去。教会在地上，一面是继续下去

的；另一面神的目的是要一批一批的，把

教会里的人收到祂面前去。教会可以作人

的粮食，可以喂养别人，但是一批一批的要

过去，像菜蔬那样。 

 

菜蔬不是为着好看，不是为着伟大，乃是

为着粮食。在创世记里，当人犯罪之后，神

给人作粮食的，第一样就是菜蔬。神是将菜

蔬给人作粮食。这不是花，所以不是为着好

看；这也不是树，所以也不是为着伟大。这

乃是菜蔬，在人面前是软弱的，是没有力量

的，是不刚强的。 
 

3 却长成一棵树 

 

但是有一件意外的事发生。虽然是意外的

事，可是是在主的预言里。当主把芥菜种种

在田里的时候，它本来是百种里最小的，但

是‘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

了树。’主没有意思让教会在地上成功作一

棵树，很深的扎根在地里面。但是现在不是

一批一批的生长，一批一批的收成，而变作

一个长久的，继续生活的、高大、广阔、能

吸引人注意、给人尊重、给人看见、并且能

荫庇别人的。 

 

贰 罗马教的起头 

 

神对教会所定规的道路，只是让她跟从拿

撒勒人耶稣，是隐藏的、孤单的，也是卑微

的。教会是跟从一位卑微谦卑在地上行走

过的主。教会在地上的时候，本来是受逼 

 

9 



四 基督的身体变大了 

 

这一棵树包括了真实的教会，但是也包

括了不该有的。那一粒种子还是种子，那

一粒种子还是芥菜。它的错处，乃是长得

过大。那一个过大，是人加进去的。可是，

它总是包括主当初撒的种子。所以一面你

看见，那一个时候的教会是错了，另一面

你还得承认，那一个时候的教会还是包括

主的教会，不过多出东西来就是了。他们

不只是主的教会，乃是变得比主的教会还

要大。世界大大的进去了，教会大起来了，

芥菜种变作大树了。 

 

五 女人起首用权柄 

 

这一个撒种的人乃是主自己。女人是代

表教会。圣经从来是用女性来代表教会。

因为教会在圣经里的地位乃是基督的妻

子。丈夫怎样爱妻子，乃像基督怎样爱教

会。神怎样用亚当的肋骨造出夏娃，也就

像基督怎样借着祂的生命造出教会来一

样。圣经里总是把女人拿来代表教会。所

以教会到了将来的时候，变作羔羊的妻

子。一个人可以撒种，但女人不可以撒种。

换一句话说，基督可以撒种，教会不可以

撒种。教会不能自己定规什么事，教会没

有任何权柄。 

 

但是等到有一天，教会在地上像树一样，

根又深，枝子又广。教会又属世，又有势

力，连各种罪恶的势力都躲到教会里面

来，要得着教会的荫庇。因为教会里面有

该撒，结果这一个女人就大起来了，结果

这一个女人就有权柄起来了。 

 

六 女人起头教训 

 

马太十三章三十三节：‘天国好像面

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这一

个女人，就是罗马教。这一个女人，就是 

本来教会是芥菜，是很小的，今天却变成

一棵大树。今天在地上，有了人所组织的联

合教会了。神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地上教

会的联合，乃是身体的联合；地上教会的

交通，乃是身体的交通。但是今天呢？人忘

记了这一个属灵的交通，人忘记了这一个

属灵的联合。因为身体的交通乃是属灵的，

身体的联合也是属灵的。人今天拿组织的

联合来代替属灵的联合，教会就逐渐的退

化。在第二世纪里，逐渐退化到有联合的教

会了。 

 

所以，当有一天康士坦丁接受基督教的时

候，他马上碰到一个教会，那一个教会已经

成功作罗马教，是受人欢迎的。那一个教

会，已经长好了，是一棵树了。不是单独的

地方教会，那是联合的一棵树。所以当罗马

帝国接受基督教的时候，马上有许多的鸟，

都到这一棵树的枝上来了！ 

 

三 撒但把污秽带进教会 

 

鸟是指着空中的权柄说的。在第一个比方

里，主耶稣已经给我们看见，种子被鸟吃尽

了，意思是说，那恶者来把所撒的种子夺了

去。在本章里，这一个鸟乃是那一个恶者。

所以这自然而然是说，撒但带着许多污秽

的东西，进到教会里面来。 

 

这时候的教会已经变成一个伟大的团体

了，但是是一个错误的伟大，是一个走了样

子的伟大。本来教会是被人藐视的，今天教

会反而变作一班野心家政治的资本。最少，

教会有这么多的人。在政治上，人多就是资

本。就这样，各种污秽的东西就带到教会里

面来了。所以天上的飞鸟就来宿在她的枝

上。这里面的情形就像上篇所题起别迦摩

的情形一样─教会与世界联合，教会与世

界结婚。今天教会变作一个很大的机关，世

界上的机关，所以各种人都到教会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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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作粮食的，这一个是不可以把酵摆进去

的。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要求说，

应当吃无酵饼。换一句话说，把酵放在细

面里，乃是把主耶稣破坏了！本来是细

面，现在把酵放在里面。 

 

酵放在细面里，到底有什么种作用？如

果一块饼没有用酵，就非常结实、难吃。

又硬、又重，不容易吃。如果用酵发一发，

就很松，容易吃。所以，酵是叫面可口而

容易吃。许多人对于接受主，接受真理，

觉得说硬得很，吃不下。读旧约预表的人，

都清楚细面是特别指着主的生命说的。有

的人觉得说，这一个太重、太硬、太实，

受不了。这一个女人来，把许多异端带到

教会里面来，把细面发一发，叫许多人接

受主便当多了！把世界带到教会里面来，

把各种的异端，各种的道理带到教会里面

来，今天接受主耶稣就容易多了！今天相

信道理就容易多了！这就是罗马教所作

的。 

 

二 混乱的异端 

 

在教会的真理里，以上这些情形乃是大

混乱。混乱到一个地步，世界和教会混合

在一起，恩典和律法混合在一起，信的和

不信的也混合在一起。还不只，连公义和

怜恤都混合在一起，外教和基督教都混合

在一起。还不只，宗教和政治也混合在一

起。你没有看见一个混乱、一个奸淫，像

罗马教一样！把基督教和犹太教也混合

在一起，把希腊的美术和神的敬拜也混合

在一起。什么世界的东西都拉进来！天上

的飞鸟进来了。面酵放在面里，把面发得

很轻很松，叫谁都可以接受。人只要受洗

就可以进来了。有罪，可以买赎罪券。今

生的罪可以解决；来生的炼狱，也可以解

决。 

 
 

堕落的教会。这一个女人，就起首运用自己

的权柄。许多的姊妹不明白，为什么缘故圣

经不许女人教训。这是因为圣经不许教会

教训。在预表上，教会没有权柄教训。所以

不许女人教训的原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

教会没有教训的权柄。在这里，女人起首把

面酵放在面里面，就是说女人起首用她的

权柄。换一句话说，教会起首教训。 

 

罗马教给我们看见说，圣经是神的话，但

是教会也能说话。这是罗马教的那一个教

会。罗马教的那一个教会，现在变作有权

柄，所以他们就将许多的东西带到教会里

面来。你说，圣经没有这样说；他们说，教

会这样定规。你说，圣经里没有像；他们

说，我们的教皇说可以有。你说，圣经里没

有拜马利亚的事；他们说，教会觉得应该

拜马利亚。女人起头教训了。 

 

我们从推雅推喇看见，罗马教在神面前是

耶洗别，是女先知。是女人把淫乱带到教会

里来，是女人把偶像带到教会里来。用女人

作代表，意思是说是教会出主张，不是主出

主张。是耶洗别来教训，是女先知来教训，

不是主来教训。但是，教会自己有权柄教训

的时候，还远不如从元首领受的时候。教会

可以讲道，反而不如从元首领受。教会自己

可以有权柄的时候，结果就将各种的异端

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主说，天国好像一个

女人，把面酵拿来放在三斗面里。 

 

叁 面酵放在三斗面里 
 

一 面酵是错误的道理，叫人容易接受 

 

面酵乃是指错误的道理说的。因为主耶稣

说过，法利赛人的酵，撒都该人的酵。马可

八章十五节，还有希律的酵。所以，面酵在

圣经里，乃是指着错误的道理说的。细面在

利未记二章十一节里是够清楚的，是说神

子民的粮食，特别是指着主耶稣说的。神的

话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细面，是神给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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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罗马教今天已经发得相当厉害，因为

发到今天已经一千几百年了！但是今天

还不能说全发起来了。主说，有一天全团

要发起来。罗马教的势力要一直加增，没

有停止的加增，一直到火来把她来烧尽为

止。主说的话相当重，是全团都发起来。

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罗马教的势力还要

膨胀。 

 

在这里，你们能够看见他们是多大！你

们也能够看见他们各种样的异端有多

少！那一个面酵越过越进来了。主的晚餐

变作望弥撒，饼变作基督的肉。他们相信

变质的道理。他们说，你的手去作那一个

饼的时候，那一个饼就的的确确又变作基

督的肉。他们相信那么多的香，那么多的

十字架，那么多的仪式。他们相信那么多

的组织，那么多的名称。罗马教的组织是

最严密的，我想地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组

织法像他们那样严密。他们有各种各样的

组织，你花几年的功夫去研究，都没有法

子明白。他们一面是把基督的道理弄乱

了，一面是树长大了。 

 

 

 

 
 

各种的异端都进来！结果叫细面发起来，

叫人容易接受。罗马教不是叫人吃面酵，罗

马教是叫人吃发起来的细面。罗马教不单

给我们异端，也给我们真理。罗马教还相信

基督是神的儿子，还相信主耶稣死在十字

架上是为着赎罪，这两个基本的信仰都在。

不过细面是用酵发过的。 

 

1 三斗是便当的单位 

 

为什么这里说三斗呢？三斗，在圣经里是

常用的数字。亚伯拉罕看见天使来，就拿出

三斗面来作饼，好像一拿就是三斗。这是普

通的数字，这是普通的单位。好像我们说面

是一袋一袋，米是一包一包。那一个时候，

他们顶便当的单位是三斗。 

 

2 混乱了神的真道 

 

问题是说，在这里有一位妇人，将神子民

的粮食弄乱了！将神子民的粮食毁坏了！

将各种各样的异端带到教会里来。罗马教

把异端带到教会里来时候，没有别的，乃是

将神的真道弄混乱了。 

 

罗马教这样作的结果，就是将世界带到教

会里来。这一个女人是大大的掌权。他们管

属灵的事，也管属世的事。他们不只在地上

设立一个大的教会，并且这一个教会还管

理了地上的列国。换一句话说，他们得着了

宗教的势力，也得着了政治的势力。他们实

实在在是一棵大树，同时他们也实实在在

将面酵放在细面里。 

 

三 直到全团都发起来 

 

主在这里所说的话相当重，就是三十三节

下半节：‘直等全团都发起来。’所以请记

得，到了今天，这团面还没有发得够。所有

正宗读预言的人都承认说，罗马教的势力

还没有消下去。主是说，直等到全团都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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