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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2022年七月份半年度训练⸺『列王纪结晶读经』 

作活神的殿的福音；这建造的工作是借

着我们经历并享受钉死并复活的基督作

生命树而完成的。（启二 4 ～ 7，彼前二 

24。）生命的原则是变死亡为生命，（约

二 1 ～ 11，）生命的目的乃是建造召会

作神的家，神的殿。（12 ～ 22 节。）借

着主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是祂物质的身

体被拆毁，祂担当我们的过犯和罪孽，以

救赎并称义我们，并且祂的死乃为医治

我们的疾病。（赛五三 4 ～ 6，罗三 23 

～ 26，彼前二 24。）借着基督的死与复

活，祂物质的身体就得着扩增，成为祂团

体、奥秘的身体，就是神宇宙的殿，也就

是召会作活神的家。（林前三 16 ～ 17，

提前三 15。）我们既是基督那释放生命

的死所产生的许多子粒，也是基督那分

赐生命的复活所产生基督奥秘身体的许

多住处，就必须是爱祂到极点的人，过钉

十字架的生活，好借着那在瓦器里之宝

贝的大能，将复活的生命显明出来。（林

后四 7 ～ 18。） 

 

大卫与所罗门预表基督的两方面，为

着神的建造。大卫预表基督从祂的成为 

 

主在我们里面渴望要从帐幕的召会生活

往前到殿的召会生活，前者是在魂的旷野

里，后者有基督这包罗万有的灵在我们灵

里作美地的实际。 （书三 14 ～ 17，申八 

8，弗二 21 ～ 22，西一 12，二 6 ～ 7。） 

 

王上八章一至十一节表明，帐幕是与殿

合并的；帐幕是可移动的前身，行经旷

野，殿在预表上是神建造的终极完成。殿

是帐幕的扩大，说出召会的加强和稳固；

圣殿里面更新并加大的器具，表征众圣徒

对基督之经历的更新并加大。（六 2，20，

代下四 1 ～ 8。）帐幕预表神在地上的召

会，或在各地的召会，而殿表征召会作基

督身体的实际；众地方召会乃是宝贵的

手续，将我们带进那作神经纶荣耀目标之

身体的实际里。（弗一 22 ～ 23，参启二

一 10 ～ 11。）基督身体之实际的见证乃

是神末了的恢复—神永远经纶的恢复，有

基督作我们的一切，基督身体的一，以及

祂身体上众肢体都尽功用。（弗一 17，三 

2，8 ～ 11，16 ～ 21，四 16。） 

 

约翰福音乃是基督作生命为着建造召会

第六篇 与主一同从帐幕的召会生活往前到殿的召会生活， 

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作活神的殿 



罗万有之基督作复活的大能并作经过过

程之三一神的复活、赐生命之灵（指基督

作为真正且更大的所罗门），我们就能有

分于基督受苦的交通，连同祂作为祷告

之人的神人生活，好模成祂的死（指基督

作为真正且更大的大卫），来为着基督的

身体（真正且更大的殿）。（腓三 10，

罗八 11，林后六 16。） 

 

神建造召会作活神的殿的意念和道

路，高过我们的意念和道路；我们需要

弃绝我们的道路和意念，并归向耶和华

我们的神，在召会这活神的殿中，走享受

祂的路。（赛五五 6 ～ 13。）『住在你

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因

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

为有福』。（诗八四 4 ～ 5。） 

肉体以及祂的神人生活与受苦起，直到祂

的死（从马槽到十字架）。（太十二 3 ～

4，二二 41 ～ 46。）所罗门预表在荣耀里

复活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

（包括祂的登宝座与祂第二次来到地上

治理祂的国），讲说神智慧的话，建造召

会作神的殿。（十二 42，代下一 10，林前

一 24，30。） 

   

大卫自幼就受苦，但借着受苦，他预备材

料，得着建造圣殿的正确立场，并预备建

造者所罗门和所有的帮助者。大卫为着建

造神的殿，预备许多材料，预表基督用祂

追测不尽的丰富为供备，以建造神的召

会。大卫在困难之中、在受试炼中、并在

争战得胜中的预备，预表基督在受试炼

中，并在祂与撒但及其黑暗权势争战之生

活的得胜中，为着建造神的召会所作丰富

的供备。大卫所得圣殿的样式，乃是『他

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代上二八

12 ；） 所罗门所建造的殿乃是按照这样

式。（11 节。）大卫安排以色列人向神供

职的班次，与神的殿有关，（六 31 ～ 48，

二三～二六，）预表在新约里，那灵在召

会事奉上有次序的安排，（林前十二 4 ～ 

27，）也预表身体的头基督设立了祂身体

中的等次，给所有的肢体持守。（18，十

四 40。）当我们在灵里活在复活的灵里，

所罗门照着大卫的样式（带着基督之神人

生活、死与复活的一切元素）建殿的实际，

就成就在我们身上。（腓一 19，弗一 17，

二 22，六 18。） 

 

所罗门这名意为『平安』，意即召会是由

基督这『得享安息的人』，在平安里且不

受响声扰乱，而建造起来的。借着享受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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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 

新北市召会周讯，第 56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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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命造就成全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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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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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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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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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徒 27:27-28:10 28:11-22 28:23-31 罗 1:1-2 1:3-7 1:8-17 1: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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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周。 

2. 本周“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创世记生命读经，第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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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 页。） 
 

4. 本周继续追求“列王纪结晶读经”晨兴圣言：第六周。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 

 “圣经之旅”第九册：第 6 课，书报追求进度：“生命的经历与长大”：第十二篇。

 大专书报追求进度：“包罗万有的基督”：第十五章（开始至经营基督。） 

 
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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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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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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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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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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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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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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1/2022 一会所 13/11/2022 三会所 

06/11 13/11 整洁范围 

6 ─ 3 4 ─ 1   A 三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3 ─ 4 2 ─ 3   A 二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9 ─ 4 1 ─ 3   A 一楼：厕所，走道，大门楼梯及 A 至 B 楼的阶梯。 

1 ─ 2 3 ─ 3   B 底楼： B 底楼厕所，走道，通往 A 楼底下层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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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有效能（二） 

起来。这意思是说，我们必须激动我们的

灵，使我们的灵火热起来。罗马十二章十

一节说，我们应当灵里火热。如果我们的

灵不是爱的灵，我们却把这灵如火挑旺起

来，那就会消极的把整个主的恢复烧毁。

我们必须有一个火热的爱的灵，而不是一

个焚烧的权柄的灵，那会造成损害。凡在

提摩太后书题到的，都是我们面对召会的

堕落时所必备的条件。我们如何能胜过召

会的堕落？我们人的灵必须是火热的爱

的灵。在今日召会的堕落下，我们都需要

有如火挑旺的爱的灵，使我们在灵里是火

热的。这样，爱才是有效能的。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大多数同工的灵都

是‘能力’的灵，而不是爱的灵。我们需

要爱的灵，好征服今日召会的堕落。我们

不该说什么或作什么去威吓人。反之，我

们说话或行事，都该一直凭着已经如火挑

旺起来的爱的灵。这是主的恢复所需要

的。 
 

拾壹 不爱弟兄的，仍住在死中 
 

约壹三章十四节下半说，不爱弟兄的，仍

住在死中。我们可能自以为是活的，却是

死的，因为我们不爱弟兄。我们若不爱弟

兄，我们就住在死中，并且是死的；但我

们若爱弟兄，我们就住在生命中，并且是

活的。 
 

拾贰 要追求爱 
 

林前十三章说到爱，然后十四章一开始

就说到，我们在羡慕属灵的恩赐时，要追

求爱。（1。）我们羡慕恩赐，同时也必须

追求爱。否则，恩赐会使我们自高自大。 

捌 爱是一切属灵美德的总结， 

也是结果子的因素 
 

爱是一切属灵美德的总结，也是结果子的

因素，必要充足的供应我们，使我们丰富的

进入基督的国。（彼后一 5 ～ 11。） 
 

玖 基督的身体在爱里 

把自己建造起来 
 

基督的身体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弗

四 16。）以弗所书一再的使用‘在爱里’这

辞。（一 4，三 17，四 2，15 ～ 16，五 2。）

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爱里预定我们得儿

子的名分；基督的身体在爱里把自己建造

起来。生命的长大是在爱里。在已过这几年

里，我们宝贵主给我们看见神圣启示的高

峰。我所担心的是，我们可能谈论高峰的真

理，但在我们中间却缺少爱。如果这是我们

的情形，我们就是自高自大，而没有建造。

基督的身体乃是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拾 神赐给我们的，乃是爱的灵 
 

神赐给我们的灵，乃是我们那由圣灵重生

并内住之人的灵。这灵乃是爱的灵，因此也

是能力并清明自守的灵。（提后一 7。）我

们可能自以为很有能力，也清明自守，但我

们的灵却不是爱的灵。我们与人谈话的方

式可能满了能力，并且也清明自守，但是我

们的谈话却使人受威吓。 
 

保罗说，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恩赐如火挑旺

起来。（6。）神所赐给我们主要的恩赐，

乃是我们重生的灵，连同祂的灵、祂的生命

和祂的性情。我们必须把这恩赐如火挑旺

交 通 



得着。’（九 12。） 
 

召会既不是逮捕人的警察局，也不是审

判人的法庭，乃是养育信徒的家。作父母

的都知道，他们的孩子越坏，就越需要父

母的养育。如果我们的孩子是天使，就不

需要我们作父母养育他们。召会是爱的

家，为着养育儿女。召会也是医院，为着

医治并恢复有病的人。最后，召会也是学

校，为着教导并造就尚未学习的人，就是

那些没有多少认识的人。召会既是家、医

院和学校，同工和长老就应当与主是一，

在爱里养育、医治、恢复并教导人。 
 

然而，有些召会是逮捕罪人的警察局，也

是审判这些人的法院。保罗的态度不是这

样。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林

后十一 29 上。）当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带着

一个行淫的妇人到主那里时，祂对他们

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先拿

石头打她。’（约八 7。）当众人都离开

后，主问那犯罪的妇人，说，‘妇人，那

些人在那里？没有人定你的罪么？’她

说，‘主阿，没有。’然后耶稣说，‘我

也不定你的罪。’（10 ～ 11。）谁是没有

罪的？谁是完全的？保罗说，‘向软弱的

人，我就成为软弱的，为要得软弱的人。’

（林前九 22。）这就是爱。我们不该以为

别人是软弱的，我们不是软弱的。这不是

爱。爱遮盖人并建造人，所以为着建造基

督的身体，在我们的所是所作上，爱乃是

极超越的路。 

拾叁 与那清心寻求主的人 

一同追求爱 
 

我们要胜过召会的堕落，就必须与那清心

寻求主的人一同追求爱。（提后二 22。）我

们必须与一班寻求主的人一同追求爱。这

就是活力排。 
 

拾肆 我们属于基督的表记 
 

彼此相爱是我们属于基督的表记。（约十

三 34 ～ 35。）我们不需要一块外在的牌子，

表明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在主恢复里的众

圣徒，若都彼此相爱，全世界就会说，这些

人是属于基督的。 
 

拾伍 神的爱使我们得胜有余 
 

神的爱使我们胜过一切的境遇而有余。

（罗八 35 ～ 39。）我们若要得胜有余，就

需要基督的爱和神的爱。 
 

拾陆 爱是极超越的路 
 

林前十二章的末了启示，爱是极超越的

路。（31 下。）一个人如何作长老？爱是极

超越的路。一个人如何作同工？爱是极超

越的路。我们如何牧养人？爱是极超越的

路。爱是我们申言并教导人极超越的路。为

着我们的所是和所作，爱乃是极超越的路。 

 

爱是有效能的。我们应当爱每一个人，甚

至爱我们的仇敌。如果同工和长老不爱那

些不好的人，最终长老和同工就会无事可

作。我们必须藉着一无分别的爱恶人也爱

好人而得以完全，像我们的父是完全的一

样。（太五 48。）我们必须像我们的父一样

完全，因为我们是祂的众子，是祂的种类。

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如何作长老和同

工？乃是在每一方面都凭着爱。我们必须

爱任何一种人。主耶稣说，祂来是作医生，

不是为着强健的人，乃是为着有病的人。主

说，‘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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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活力排，第八 

篇” 】 



 附录：混乱的异端（二） 
造 就 

只有神能不错。但是他们说，教皇是不能

错的。这一句话，你看见是异諯，是面酵。 

 

五 神对马罗教的态度 

 

到底神对罗马教的态度是如何呢？我们

看启示录十七章讲到那一个大淫妇。其实

原文不是淫妇，乃是妓女。结了婚再犯罪

叫作淫妇，没有结婚而犯罪是妓女。圣经

在这里说，罗马教是妓女。 
 

1 罗马是大淫妇 

 

十八节：‘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

辖地上众王的大城。’九节：‘智慧的心

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

座山。’这一个女人是谁？神藉着约翰给

我们看见，这一个女人是辖管地上众王的

大城。这一座城，乃是建造在七座山上。

这是一座城，有一个女人坐在上面。全世

界只有一座城，名字叫作七山，就是罗马。

地上的大城，人常给她另外一个名字。像

广州称穗，上海称沪等等。罗马城有另外

一个名字，叫作七山之城。还不只，罗马

城历代有许多运动竞赛，得了胜的运动

家，他们所得的奖状，或是银牌，或是金

牌，二千年来，后面都是刻着七座山。该

撒所发的钱也是这样，一面是该撒的像，

一面是七座山。你们要记得，七座山是罗

马城另外的一个名字。在启示录十七章里

给我们看见，这一个女人就是坐在七座山

上。她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建造在七

座山上。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一个女

人是罗马。 
 

 

四 教皇是普世的监督 

 

我在这里特意找出有的教皇所说的话。教

皇称自己作普世的监督。本来监督是一个

地方教会里的长老，地方教会里的长老都

叫监督。后来变作是一个监督来管其他的

长老。再后来，变作一个监督管理好几个附

属的教会。再后来变作一个监督管理全世

界的教会。所以教皇称自己作普世监督。教

皇的书里有话说，‘我教皇，乃是万王之

王，我的律法，在一切律法之先。’教皇在

他的书里面，定规教皇权柄的时候，是这样

宣告。这像一个跟从卑微的拿撒勒人耶稣

的门徒么？不像。 

 

1 教皇是不能错误的 
 

一八七○年梵谛冈会议，教皇下的诏书

有：‘罗马教皇的话，他自己是没有法子

更改、进步的。’你们看，罗马教的权柄有

多大！什么东西都能改良，罗马教皇的话

是没有法子改良的。他的话是最高的，是没

有法子进步的。我问你们，这是什么种的灵

来说话？人的权柄夺了神的权柄！任何罗

马教皇的话，都是这样。像这样的话，是相

当的多。 

 

罗马有一个教皇，发表了一篇东西，叫作

‘士基马’（Scheme）。本来罗马教相信教

会是不能错误的，是没有错误的可能的。这

一个士基马告诉我们说，不只教会是不能

错误的，教皇也是不能错误的。教皇凭着他

自己，是不能错误的。‘不能错误’这几个

字，在中文是不怎么重的。但是在希腊文

里，在拉丁文里，在英文里，是非常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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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红色是罗马特别的颜色。他们的主教

叫什么？叫红衣主教。外面穿红的袍子，

里面穿红的衣服，连袜子也是红的。教皇

的车子也是红的。他的卫队，四分之三都

是穿红的衣服。他的地毯也是红的。教皇

出来的时候，是把红的地毯一路铺过去。

你看罗马的颜色，是充满了红色。一面是

穿紫色，另一面没有一个国家像罗马那样

充满了红色。 
 

4 金子珍珠宝石为妆饰 

 

‘用金子宝石珍珠为妆饰。’难得有人有

那么多的金子、宝石、珍珠，像罗马那样。

罗马的礼拜堂，和罗马礼拜堂里的像，罗

马教皇所有的妆饰、冠冕，完全是金子的、

宝石的、珍珠的。比方说，教皇有一粒金

钢钻，值得八十三万三千英镑，叫作客汝

金钢钻（Krugger Diamond）。 

 

ａ 教皇有两个冠冕 

 

教皇在加冕的时候，要戴两个冠冕，一个

是代表他作教会的王，还有一个代表他作

世界的王。代表作教会的王，有一个冠冕

叫作马爱他（Miter）。当教皇加冕作教会

的头的时候，就给他这一个马爱他。当教

皇把马爱他接过来的时候，他承认是管理

教会的。接下去，又给他一个冠冕叫作铁

爱喇（Tiara），这是一个七层的冠冕，用

精金打的。这一个是代表他在全地上作

王。主耶稣在地上的国还没有立，但是在

地上已经有了一千几百年的王。你们没有

看见国，但是已经有了王。这一个铁爱喇

的冠冕，嵌了一百四十六颗宝石，以及五

百四十颗珍珠，都是大的，都是非常贵重

的。 

 

 

2 宗教罗马和政治罗马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不错，这一个女人是

罗马，但是，是政治的罗马呢，还是宗教的

罗马？因为有两个不同的罗马，到底这是

罗马教的罗马呢，还是罗马帝国的罗马？

我们在这里解释一下，就能看见到底是什

么。三至四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

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

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

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

用金子宝石珍珠为妆饰；手拿金杯，杯中

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 
 

在这里，你看见有两个东西摆在我们眼

前：一个是女人，一个是兽。女人骑在兽的

身上，兽有七个头，十个角。这七个头在兽

身上是七个王。这十个角也是十个王。七个

王是大王，十个王是小王。这里的‘王，’

在希腊文里不一样。一个是大王，一个是小

王。我想读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一个兽乃是

帝国的罗马。如果兽是包括七个王，十个王

的帝国罗马，就自然而然，这一个女人是宗

教的罗马了。因为只有两个罗马：一个是

帝国的罗马，一个是宗教的罗马；一个是

政治的罗马，一个是教会的罗马。这一个女

人骑在兽上，就是说教会骑在帝国上。如果

兽是帝国的罗马，自然而然，女人是宗教的

罗马。在这里，神的灵给我们看见，罗马在

已过是如何，今天是如何，将来又是如何。

神的话是够清楚的。 
 

3 紫色和朱红色 

 

四节：‘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

服。’紫色是作王的颜色。教皇从来都是说

他自己是作王的，从来都是承认他自己是

作王的。同时，每一个到过罗马的人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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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的人都喝醉了她的酒，各处都有相

信罗马教的人。她的的确确是巴比伦。巴

比伦就是混乱、淫乱。她的的确确是混乱、

淫乱！我已经说了，她把世界和教会混在

一起，把外教和基督教混在一起，把信的

和不信的混在一起，把恩典和律法混在一

起，把新约和旧约混在一起，把神和偶像

混在一起；没有一样不混，没有一样不是

淫乱。这是罗马教所作的事。 

 

六 喝醉了圣徒的血 

 

六节：‘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

血，和为耶稣作见证之人的血。’她喝醉

了圣徒的血！所有读圣经的人都知道，罗

马帝国的逼迫，到主后三百十三年就停止

了。但是罗马教会的逼迫，到今年（一九

四八年）还没有停止。不要说别的书，只

要读像福克司（Foxe）所著的‘殉道者’

（Martyrs），你就看见说，罗马教杀死了

多少人，罗马帝国杀死了多少人。实在说，

死在罗马教底下的人，超过死在罗马帝国

底下的人。 

 

1 西班牙的逼迫 

 

读历史的人都知道在西班牙的逼迫。他

们说，相信耶稣的人是异端的人；在头十

二个月，就放火烧死一万零二百二十人。

读 历 史 的 人 都 清 楚 ， 在 察 验 院

（Inquisition）里面，死了许多人。一个人

一相信耶稣，他们就要杀死他。在罗马教

底下的人，所有的法官，都遵守教会的命

令。教会自己难得下手。教会看有一个人

该死，就送到法庭去，请他们把他杀死。

教会不能杀人，可是罗马教会叫地方的政

权来执行。 
 

 

ｂ 圣彼得和梵谛冈城 

 

教皇自己常常出现的那一个圣彼得教堂，

是花了九千万镑造的，为的是纪念一个在

加利利海边打鱼的彼得。我自己到过梵谛

冈。梵谛冈这一座城，真不知值多少钱，没

有一样不是贵重的。整个圣彼得教堂的天

花板，都是用十八开的金子刷的。梵谛冈城

的每一个地方，都是金光闪耀。教皇所住的

地方的设备，世界上任何帝王的家，都被它

压倒了！地上没有这样奢华的，可是他们

竟是代表拿撒勒人耶稣在地上。所以，圣经

的话已经是每一字都应验了！ 
 

5 满了可憎之物 

 

‘用金子宝石珍珠为妆饰，手拿金杯，杯

中盛满了可憎之物。’所有读圣经的人都知

道，可憎之物就是偶像。可憎这一个字，在

全部圣经里，都是指着偶像说的。像代下三

十三章二节、以西结二十章七节、但以理九

章二十七节、申命记七章二十六节所说的

可憎之物，都是指偶像。可憎之物，在圣经

里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偶像。 

 

6 淫乱的污秽 

 

‘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

秽。’这意思是说，把所有多教的东西，都

带到基督教里来。这实实在在是一个污秽。 

 

7 罗马教的势力是国际的 

 

二节：‘地上的君王与她行淫；住在地

上的人喝醉了她淫乱的酒。’罗马教的势力

是国际的！ 

 

8 没有一样不是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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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果要保守你的国家能够敬虔，能够宗

教化，你必须在全地上亵渎所有相信异端

的人，把他们除灭净尽。一八九五年七月

十三日，在英国泰晤士（ Times ）报上，

发表一个教皇的话说，你如果暗杀了一个

更正教的人，就能够赎你暗杀一个罗马教

人的罪。这是教皇说的话！还有一个教皇

说一句话，如果奉神甫的命令去杀人，就

不是杀人。这是罗马教的律令。 
 

5 圣徒的血迹 
 

ａ 在马德里 
 

到一八○九年，有人在西班牙的首都马

德里，还看见有许多更正教的人，就是所

谓相信异端的人被弄死。他们看见有刚刚

死的，有只剩下骨头的，有的人还活着，

有的人已经死了。男女都有，年轻的也有，

年老的也有，老到七十岁的也有。有的全

身都裸露了关在监狱里。他们的那些刑

具，只有撒但和人合起来，才能发明出来。

一八○九年在马德里还是这一种情形。 
 

ｂ 在罗马城 
 

等到一八四八年，意大利大革命的时候，

在罗马城的大厦里，找出一堆一堆的骨

头，并且里面有两个火炉子，充满了没有

烧完的骨头。有一个对付更正教信徒的方

法是：‘用滑轮把脚吊起来，用细麻绳捆

在他身上。用螺丝绞紧，叫绳子陷在肉里

面，叫水从天花板上滴下来，刚刚好滴在

受刑人的口上。用布盖住这一个人的口，

叫他没有法子呼吸，叫他没有法子流通。’

自一五四○年，罗马耶稣会（Jesuit）设立

以来，（更正教起首之后，罗马教就设立

耶稣会来抵制，）在罗马一个地方，就杀

死信主的人一百九十万以上。 
 

6 直到今天还在逼迫 
 

一九○一年，教皇黎屋第十三（Leo XIII） 

2 教皇的二十七个咒诅 

 

每一个礼拜四的时候，教皇都得讲二十七

咒诅，来反对所有他们看为是异端的人。并

且分支还不只二十七个。教皇咒诅一切相

信异端的人。咒诅完了以后，就把一个大火

把点着，以后又摔在地上把它弄熄了。这意

思是说，每一个相信异端的人，都要受永远

的灭亡。请你们记得，所有罗马教所说的异

端，就是你和我所有的信仰。 
 

3 起誓逼迫信徒 

 

从路德马丁一直下来，罗马教所有的监

督，在他们的宣誓里都有一条，必须逼迫相

信异端的人。换一句话说，罗马教就是要逼

迫一切像我们这样信仰的人。罗马教有一

个很出名的人，叫圣多玛阿奎纳斯（St. 

Thomas Aquinas），他说，如果有一个人相

信了异端，你第二次劝他之后，就得把他交

给属世的官员来毁灭他。他们自己不下手，

是交给地方官去下手。罗马教公开的承认，

阿奎纳斯的话，乃是直接受圣灵默示的。你

们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一种情形已经了了。

没有，还在这里。所有有眼睛的人都要看

见，罗马教还要回来。 

 

4 杀人的律令和诏书 
 

在罗马王家的律法里这样写着：所有属

世的君王，都得在他那一省里面，把所有异

端的人都灭绝了。不然的话，要把他革除，

或者叫他失去宝座。罗马的教皇夏路纳斯

第三（Holonesis III），益格纳斯第三（Ignas 

III），益格纳斯第四（ Ignas IV），亚历山

大第三（Alexander III），这几个教皇都曾

发诏书说，所有罗马教的人，应当完全消灭

一切异端的人。格利葛来十三（Gregory 

XIII），告诉却尔斯第九（Charles IX）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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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一个女人还在那里。过些日子，这

一个女人要嫁给敌基督。这一个女人，是

骑在兽上。在前半节的时候，是女人骑在

兽上，罗马教要指挥敌基督。过后敌基督

要把女人打毁，十个王要起来，使她冷落

赤身，又要吃她的肉，用火将她烧尽。这

是大灾难起头的时候，她所要有的结局。 
 

八 神对祂子民的命令 
 

1 要从罗马教里出来 
 

请你们记得，在罗马教里还有得救的人。

千万不要以为，罗马教里面没有得救的

人。因为有两件事，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基督替人死，罗马教还一直保守着。神说，

你们是神的子民，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

来，免得有分于他们所受的灾殃。（启十

八 4。） 
 

2 不要好奇 
 

我把这一件事告诉你们，是要你们看见，

在地上要发生什么事情。迟早罗马教的势

力要膨胀，所以要防备！不要好奇，不要

去接触他们。一面我知道，另一面我不去

接触，这是我们该有的两种态度。 
 

神禁止任何祂的儿女，去接触罗马教里

的事。神不说她是淫妇，神说她是妓女。

一个人结了婚再犯罪叫作淫妇。没有结婚

的关系，连淫妇的资格都没有，简直是妓

女。罗马教根本与神没有关系。今天，一

个女人进来教训教会，一个女人把面酵摆

在三斗面里，一个女人骑在敌基督上面，

就是罗马帝国身上。神说，这是大妓女！

所以，一个初信主的人，千万不要弄错，

以为我们也相信主耶稣，他们也相信主耶

稣，没有什么两样。要认清楚，我们和罗

马教根本不能来往。我们的门要关得紧，

不要进去！不要好奇！ 
 

注：本附录为补充‘教会的道路’中推雅

推喇段用。 
 
 

在罗马写一篇文章，他还这样讲说，‘从神

那里，教会有权柄，就是罗马教有权柄，对

于一切相信异端的人，充公他的一切财产，

监禁他的人，把这一个人放在火里烧。’所

以，请你们记得，罗马教是一直在那里逼迫

神的儿女。我从前读了许多关于这一类的

事，特别是‘殉道者，’在美国、德国、西

班牙，都有许多的人，受他们厉害的逼迫。

罗马教就是给信耶稣的人一个名字，叫作

异端。人相信耶稣是异端，都要受死的待

遇。这一节圣经真是不错─‘那女人喝醉

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作见证之人的血。’

这是罗马教的逼迫，直到今天还在。 
 

七 罗马教要布满全世界 
 

十七章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

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

又十五节：‘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

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

圣经指给我们看，这一个妓女，乃是坐在多

民多人多国多方的地位上。这就是说，罗马

教要大大的膨胀。十六节是罗马教受审判。

十五节给我们看见，在她受审判之前，罗马

教要布满全世界。这是主的预言，是没有辨

法的！她要坐在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上。

各处都有，要大大膨胀。 

 

罗马教不只在中国兴旺，在全世界各国都

是这样兴旺。我一直在那里注意这些统计，

在美国有一个更正教的人，就有七个罗马

教的人，要多七倍。自从一九二○年，墨索

里尼和教皇立约，承认梵谛冈是一个独立

国之后，罗马教不知扩张了有多少。一九一

三年在罗马教廷里，有十四个国家派公使

住在那里。教廷派有五个公使住在外国。到

一九二二年，就有二十五个国家派公使到

教廷来，教廷也派二十五个公使到外国去。

到今天一九四八年，有七十个国家派代表

到教廷去，连中国也派了公使去。他们的势

力一直在那里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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