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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圣经的总结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 

启示录一章一至二节, 四节，十一至十三节, 二章七节, 九节, 十三至十五节，三章一

节，九节上，十三至十六节, 二十至二十二节, 十二节, 四章五节下, 五章五至六节，

二十一章十节, 撒迦利亚书三章九节，四章二节，五至六节, 十节, 启示录二章十七节，

二十节, 二十四节。 

 

圣经的总结-启示录 

圣经有六十六卷，假使没有启示录这卷书，圣经就没有结束，可以说是有头无尾。启示

录乃是圣经的总结。好像你捆东西的时候，你可以捆了好多捆，然而末了如果不打个结，

所捆的就不够结实。我们都要看见，圣经的这一个结乃在启示录。你从创世记一至二章

能看得非常清楚，神创造宇宙是为着得着一班人，有祂的形像来彰显祂。这一班人，需

要把神当作生命的食物吃到里头，让神与人调和在一起，人才能有神圣的生命，来彰显

神的形像。 

 

在创世记头二章，这些事是清楚又清楚。但到中途因为撒但进来了，有一条蛇进来了，

就带进来许多弯曲的故事。从创世记二章一直下来，圣经六十六卷书，里头的情节太多

了，高的、低的、喜、怒、哀、乐，各种的情节都进来了，就使读经的人读到末了常是

莫知所从。在圣经六十六卷书里头，有历史，有教训，有格言，也有一般伦常道德的道

理。若是你里头的异象不够清楚，你就抓不住那个中心。读到末了，若没有启示录，也

可以说就不知道读到那儿去了。所以到末了就需要有启示录，启示录乃是一个总结。 

 

 

我们需要看见神的异象，尤其需要看见神今天的异象，这个时代的异象。我愿意和弟兄

姊妹说，神今天的异象就在启示录里，时代的异象就在启示录里。你若要看见主的心愿，

若要知道主在这个时代的行动，你非要看透启示录不可。不只如此，我们人彼此谈话，

也许谈得很长，但是到最后那几句末了的话，才是最重要的话。最末了的话才是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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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六十六卷书都是神对人说话。神一直的说，多次的说，多方的说，到了启示录，

神就把祂那末了的话，最重要的话，说出来了。你若要知道神的心意，你必须听神最终

的话。 

 

启示录中动物的一条线 

有一件事直到今天我仍不太明了，为什么神在祂的说话里，常常不是那么直接的说？六

十六卷书不是直接的说，就是在启示录这一卷末了的书里头，也不是直接的说。神说来

说去，说出许多故事来。讐如画图画的人，要画一幅狮子的画，我想最容易给人领会的

是在这幅图画里什么别的都不画，就画一只大狮子在那里，那就看清楚了。但是在启示

录里不是这样，好像在这主题之外，穿插进来许多别样的东西，叫人看不清楚到底是画

什么。我告诉你，在启示录里的确是把主耶穌画成一只大狮子。新约有二十七卷，前面

的二十六卷，都没有说主耶穌是狮子。在约翰福音，说主耶穌是羔羊。在其他卷书里头，

说主耶穌是这个，主耶穌是那个。 

 

只有在启示录里，说主耶穌是狮子。启示录很清楚描写主耶穌是狮子。但是很希奇，你

在启示录里还看到好多别样的东西。比方在六章有四四马出来了：有白马、红马、黒马、

灰马，都在那里跑。到了九章，有蝗虫出来了。到了十三章，有两个兽也出来了。到了

十六章，青蛙也出来了。你看，在这卷书里头，不光有狮子，还有马、蝗虫、蝎子、兽、

青蛙出来了。不仅如此，到了十二章，还有一条蛇出来了，并且这条蛇是一条大龙。在

启示录这卷书里的确有这些动物，因此就把读经的人弄得糊里糊涂，读了半天，也不知

道这画的是狮子呢？还是四四马呢？还是蝗虫呢？并且读经的人最容易受这些东西的影

响，因为每个人都有好奇心，所以读经的人读到这里，总想去了解这些东西。可是一要

去了解，那就不得了了，不知了解到那里去了。我说这些话是要给你们一点帮助。我们

这一次也不看四四马，也不看蝗虫、蝎子、青蛙、野兽、大龙，我们这一次只来看狮子。

神为什么这样写法呢？在你我觉得，这有些打岔。但是你把这几种都画在那里，你没有

法子不承认，狮子在这一切动物中的确是王。狮子是超过马的，当然更超过蝗虫、蝎子、

青蛙，也超过那一条蛇，那一条大龙，更超过那两个兽。因此我请你们不要去作别的，

只注意这一只狮子。 

启示录中关于召会的一条线 

除了这一面之外，还有一面我们也不能忘记。启示录除了写那些动物之外，又给我们看

见，在一章、二章和三章有七个金灯台。然后到了十二章，它说到一个属天的妇人，一



个宇宙的妇人。她身上披着日头，脚下踏着月亮，头上有十二星的冠冕。曰头、月亮、

星宿把她完全包起来了，她就在曰头、月亮、星宿之间，这真是一个属天的光景。到了

十四章，又给我们看见初熟的果子，还给我们看见在地面上一片的田地。神在这一片田

地上作耕种的工作，先出产了初熟的果子，被提到天上神的宝座那里；然后又有庄稼成

熟、收割。 

 

然后在十五章，又给我们看见召会里蒙恩的人，大家都站在玻璃海上。这个玻璃海既然

是海，里头就应该是水，但是里头却有火搀杂。换句话说，在这个水海里搀杂着火。水

是灾害，火也是灾害。在圣经里，神对人的审判，先水后火，这些都是灾害。但那些人

站在玻璃海上，唱摩西的歌，也唱羔羊的歌。这就是说，这些蒙救赎的人，有的是旧约

蒙救赎的，是唱摩西的歌所代表的；有的是新约蒙救赎的，是唱羔羊的歌所代表的。新

旧两约所有蒙救赎的人，都免去了神的刑罚，他们都超脱了，站在玻璃海上唱赞美的诗。

还有，到了启示录十九章，新妇出来了。新妇就是羔羊的配偶。新妇预备好了，得穿明

亮洁净的细麻衣。那时候，羔羊，就是基督，婚娶的日子就到了。末了一幕，新耶路撒

冷城来了。第一幕是灯台，末了一幕是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一套是关乎召会的。关乎基

督的是动物的一套，生物的一套。在这一切动物之间，基督乃是狮子。关乎召会的一套，

乃是金灯台，属天的妇人产生得胜的男孩子，还有初熟的果子，加上收割；还有玻璃海

上胜过一切灾害，赞美神的一班人。此外还有那个新妇预备妥了，迎接新郎。最后，圣

城新耶路撒冷在永世里彰显神的形像。这就是启示录。启示录就讲这两条线，一条是关

乎基督的，一条是关乎召会的。 

 

耶稣基督的启示与耶稣基督的见证 

启示录一章头一节有一句话说，耶穌基督的启示。到第二节又有一句话说，耶穌基督的

见证。这两句话，请你们注意。耶穌基督的启示，就是把基督启示出来，就是把基督摆

出来。什么叫作启示呢？启示就是开幕。譬如我站在大家跟前，我这里有个幕幔遮蔽，

你们看不见幕幔后面是什么。现在我把这个幕幔揭开了，把这个幕幔拉开了，这个拉开

就是启示。启示录乃是把幕幔拉开了，给我们看见基督。那耶穌基督的见证是什么呢？

耶穌基督的启示是关乎基督自己，而耶穌基督的见证就是召会。启示是关乎基督自己， 

见证乃是召会。召会乃是基督的见证。金灯台是基督的见证。那个属天的妇人，产生男

孩子，是基督的见证。那些初熟的果子，加上收割的庄稼，是基督的见证。那些胜过神

的烈怒，站在玻璃海上赞美神的人，是基督的见证。那个新妇，得穿明亮洁净的细麻衣，

也是基督的见证。到末了，新耶路撒冷更是基督的见证。所以这卷书，一面是耶穌基督



的启示，另一面是耶穌基督的见证。启示录一面是耶穌基督的启示，另一面是耶穌基督

的见证。它一面给我们看见基督，另一面给我们看见基督的反映，就是召会。召会乃是

基督的反映，基督的见证。 

 

在本篇信息，我们要来看耶穌基督的见证，就是召会。 

 

金灯台的见证, 发光在夜间 

关于耶穌基督的见证，第一幕是灯台，这很有意义。我们都能想到，第一，灯台是为着

发光，而发光乃是为着夜间。召会所在的这个时代，乃是夜间；我们今天并不在白昼，

乃在黒夜。在夜间，需要召会的光。 

 

凭神的性情发光 

这个灯台乃是金灯台。不是泥土灯台，不是大理石灯台，不是铝造的灯台，也不是银造

的灯台，乃是金灯台。在圣经的象征里头，金是代表神的神圣性情。神的性情乃是纯金。

所以金灯台是说，召会在这黒暗的时代发光，乃是凭着神的性情。每一个地方召会，她

的素质，她的性情应该就像纯金一样，就是神的性情，神的素质。我们本来是泥土。我

们天然的干才、天然的本能、天然的性情，这些都是泥土。但是神把纯金作到我们里面

来，把我们的泥土变成纯金。我们大家来在一起，不是泥土堆在一起，出来一个泥土台。

不！我们大家来在一起，乃是纯金锤在一起，成了纯金的灯台。 

 

 

 

 

 

 

 



脱尽所有的搀杂 

但是请听，启示录不光给我们看见纯金的灯台；也给我们看见，在金灯台的时代里有多

少混杂、混乱、搀杂。有许多不是金的东西混杂在金灯台里头。在启示录二至三章里头

有七封书信，乃是主耶穌写给当时的七个召会的。所有读经的人都承认，当时的七个召

会，恰恰能代表历代召会的光景，直到主耶穌再来。所以这七个召会里面一切混杂的情

形，就是描述给我们看，历代召会里头混杂的情形。 

 

搀杂之一:世界 

第一，召会有可能完全落到世界里头去。召会本来是神从世界里分别出来的，召会在世

界却不属世界。但是召会有很大的可能性又回到世界里头去。在这七个召会当中，有一

个别迦摩，她就是回到世界中去。所以主责备她说，别迦摩啊，你现在是和撒但在一个

地方。撒但在世界里，你也在世界里。撒但的住处成了你的居所。并且在你的居所那里，

有撒但的座位。别迦摩召会就是代表一个与世界联婚，与世界联合，属世界的召会。换

句话说，别迦摩就是召会进到世界里头，世界也进到召会里来了。比方一只轮船在海里，

它可以在海水里面，但海水却不可以进到它里面来。海水进到轮船里来，轮船就非沉不

可。今天有的召会就像一只船在海里，海水进到船里面来了，所以这一只船非沉不可。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每一个地方召会若是要作纯金的灯台，非脱尽世界不可。

召会是召会，世界是世界。 

 

召会不是社会。社会是和世界相调的，但召会是与世界分开的，召会是从世界里出来的。

召会像一只轮船在海水中行走，却不与海水相调，不与海水联结。什么时候海水进来了，

那就是召会下沉的曰子。但是，你举目观看，整个罗马天主教是与世界联合的，几乎整

个基督教也都给海水浸沉了。今天各地的地方召会怎样呢？每一个地方召会都不应该让

一点世界进来，都不应该有一点社会味道。 

 

 

 

 

 



搀杂之二:犹太教 

第二，主在第二封书信里头对士每拿说，在第六封书信里对非拉铁非说，在这个时代里

头，犹太人敬拜神的会堂成了撒但的会堂。表面上他们读旧约圣经，敬拜神，但在神的

眼光看来，他们和撒但成了一会。犹太教乃是撒但会。我在台北这里说这个还不会怎样，

但在美国说这个就要引起反对。因为在美国各地召会有上百位犹太人得救了。不要说没

有得救的犹太人，就是在召会中得救了的犹太人，初听这话都觉得吃不消。有的人就要

反抗，但是他们里头有个得救的灵，这灵就指给他们看：你看哪！犹太人在会堂里作什

么事呢？都是给撒但作出口，还不是撒但的会堂？犹太人今天在那里教圣经，但是主不

在里头；所以外面挂着圣经的牌子，披着圣经的外衣，里头却被撒但浸透了。 

 

 

搀杂之三:罗马天主教 

第三，主在第四封书信里说，推雅推喇，在你那里有一个耶洗别。我们读旧约圣经都知

道，耶洗别是天下第一号坏女人。从人类有史以来，在神眼光看来最邪恶、最亵渎神的

一个坏女人，她的名字叫作耶洗别。她不光是个淫妇，她还是个交鬼的，她教人拜偶像。

弟兄姊妹，你们千万要在这里用神给你们的领会力来听这些话。今天在中国也有天主教，

天主教在表面上是教人认识神，但实际说来就是耶洗别。马太十三章说，有一个妇人拿

着面酵藏在细面里头，那个妇人也是罗马天主教。启示录二章里头的那个耶洗别，就是

罗马天主教。到了十七章，有一个妓女大巴比伦，也是罗马天主教。新耶路撒冷是用宝

石、纯金、珍珠建造而成的一座城，但是大巴比伦是用金子包的，是包金的，或者说是

镀金的；里面是泥巴、土块，外面包上金。今天的罗马天主教，外面也有属神的形像，

但是里面却是假东西。并且那个妓女大巴比伦手里拿着一个杯是金的，是完全属神的，

但是这个杯子里头都是淫乱的污秽，全是可憎之物。这就是今天罗马天主教的光景。 

 

我今天在这里，要说实在的话。你到罗马天主教的教堂里去看，大部分都有一些像在那

里。有圣母马利亚的像，有圣德蕾沙的像，有圣法兰西斯的像，有许多的像在那里。人

去作礼拜时，在教堂外面有卖蜡烛的，他要买一枝蜡烛，进去选一个像，烧上蜡烛，在

像跟前拜，并且还要向那个像祷告。他们说，你若得罪了什么人，就到像跟前去祷告，

一天祷告多少遍，并且祷告多少天，那么你这个罪就蒙赦免了。 

 



还有的说，你的父亲是天主教徒，死了，他的罪没有洗干净，他到炼狱里去；你必须到

那个像跟前去，天天为他祷告，祷告多久，你就减去你父亲在炼狱里的时间。突似这样

迷信的事，在神眼中真是极其可憎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有的所请的召会已

经属世界了。你还要知道，在这个时代里头，还有犹太教。千万不要以为，犹太教是教

人旧约圣经的，是敬拜真神的。你要知道，从神眼光看来，那是撒但的会堂。除了犹太

教以外，还有罗马教。千万不要以为说，罗马教不是传基督么？表面是，但是从神的眼

光看来，那是一个耶洗别，是一个大巴比伦，是一个大妓女。 

 

搀杂之四:更正基督教 

那么更正教如何呢？在这七封书信里头，主也说到更正基督教。这是撒狄和老底嘉所代

表的。撒狄的光景，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名活实死，就这四个字。老底嘉是不冷

不热，被主从口中吐出来，也被主抛弃，主已经站到一边去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今日

堕落的更正教。堕落的更正基督教在神眼中看来是名活实死，不冷不热，是主所吐弃的，

主站在门外。你或者要问说，今天的更正教不是传福音么？不是讲基督耶穌么？今天的

更正教比犹太教好一点儿，不光讲旧约圣经，还讲新约圣经。是的，这些都有。但是请

听主耶穌的说话，你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 

 

在神面前，死比罪更污秽。一个人犯了罪，在神面前污秽了，还不那样严重。他若是摸

着了死尸，摸着了死的东西，在旧约的预表里，至少有七天不洁净。今天整个基督教是

死的。你礼拜天到任何一个教堂里去，会看见会众一个一个死死的坐在椅子上。只有他

们花钱所雇的牧师，花钱所聘请的传道在那里讲道，那些会友个个都是死的。在有的地

方，我的确发现，你请他祷告，他都不会祷告。你请他祷告，如同请死人作學一样。我

说这话，不是说给他们听，我也没有意思去责备他们。我说这话，是说给我们大家听，

到底我们今天是活的呢，还是死的？若是我们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们在神的眼

中看来，也是死的更正教。我们在地位上，离更正教是很近的，只有一线之分，那一条

分界就是死与活。你死就是更正教，你活就不是。 

 

 

 

 



老底嘉不冷不热，主把她吐出来。她不在主里头，主也不站在她的门内，乃是站在她的

门外。这就是今曰的更正教。美国在这一个世纪的初期，有一个宣信(A.B.Simpson)博士，

是个相当属灵的人。在我们的诗歌本里有几首很好的诗是他写的。他曾和一班同工成立

了宣道会，在美国就叫作基督徒差会联合会。他们中间在七、八年前，有一个有名的牧

师，叫陶恕(A.W.Tozer)博士，在他临死之前曾写一篇文章，形容基督已经不在今天的更

正教里头。他说，假设有几个更正教的传教士在一起开会，讨论如何传扬基督，如何到

海外布道叫人得救；如果这个时候耶穌基督走进来，他们还要问祂说，你是谁啊？他说，

耶穌基督的名字还留在更正教里头，但是耶穌基督这个人和祂的权柄、地位，完全不在

里头了。 

 

弟兄姊妹，世界、犹太教、罗马天主教、更正基督教，这四个东西加在一起，就是今天

的世代。圣经称呼今天这个世代作弯曲悖谬的世代。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里就包括世界，

包括撒但会堂的犹太教，包括大妓女耶洗别的罗马天主教，包括名活实死，不冷不热，

被主所吐弃的更正教。这些东西在纯金的灯台里都没有地位。你们各地地方召会若是要

作神的纯金灯台，放光照耀，你们里头不能有世界的成分，不能有犹太教的成分，不能

有罗马天主教大妓女的成分，也不能有不冷不热，实死名活，更正教的成分。 

 

胜过宗教的路:吃基督 

你们要问说，那怎么办呢？让我告诉你，在这七封书信里，主把祂的路指给我们看了。

主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又说，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

的吗哪赐给他。所以怎么办呢？要吃生命树的果子，要吃隐藏的吗哪。生命树的果子就

是基督，隐藏的吗哪也是基督。我们要胜过各种宗教，就要吃基督。你要吃基督，你要

把基督接受到里面。 

 

 

 

 

 

 



启示录的灵:七灵 

有的人也要问，说要吃基督，基督在哪里呢？我怎样吃法呢？我们总得承认，在宇宙间

有一个属灵的事实，有一个属灵的实际，神就是灵。基督今天就是一个灵的故事。在启

示录这里，称神的灵作七灵。又说，主耶穌这个羔羊有七眼，而这七眼就是神的七灵。

神的灵是七灵，神这七灵就是基督的七眼。人与人之间交通，光说话还不够，最好眼睛

对看。你的眼睛看着我，我的眼睛看着你，我们两个就相通了。这就是所谓的用眼睛传

神。我的眼睛把他一看，我就传神了，我就把自己传到他里头了。 

 

同样，主耶穌要进到你里头来，也是用这七个眼睛来看着你。主耶穌今天在这里，不光

对你说话，祂的七个眼睛还看着你，你和祂，祂和你，眼睛传起神来了。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主耶穌进入了。不光在新约启示录里说主耶穌有七个眼睛，在旧约的预言里也说

到这件事。撒迦利亚三章说，主在大祭司约书亚面前所安置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

眼。那块石头是谁？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的主耶穌！所以三章又说，神要亲自雕

刻这石头，就是把主耶穌钉十字架，并要在一曰之间除掉那地的罪孽。而且四章清楚告

诉我们，那七眼就是神的灵，奉差遣遍察全地，和启示录五章所说的一样。五章是说，

羔羊的七眼也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全地去。申言者撒迦利亚看见了一个异象，天使问

他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一个灯台，上面带着七个灯盏。天使说，这是什么意

思呢？撒迦利亚说：我不知道啊！请你告诉我。天使就告诉他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

巴伯的，你要完成神的建造，这不在你的权勢，不在你的能力，乃在耶和华的灵。耶和

华的灵就是那一个灯台带着七盏灯，那就是七灵。 

 

因为耶和华的灵是一个灯台，所以产生出来的召会也是灯台。神的七灵不是七个灵，乃

像一个灯台，上面带着七个灯盏。这是神的一位灵，有七倍加强的光。就如今天有些人

家里，挂着一个挂灯，上面带着六个灯盏。当你不需要强光的时候，你开两个灯盏；当

你需要强光的时候，就开六个灯盏。这并非六个灯，乃是一个灯加强六倍的光。神的灵

到了这个启示录的时代，仍旧是一灵，但加强到七倍，祂是七倍加强的灵。这个七倍加

强的灵，在神面前就是一个灯台，而祂所产生出来的召会，处处都是灯台。圣灵是灯台，

圣灵所产生出来的召会也是灯台。 

 

 

 



在灵里 

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时代里头，不在乎世界，不在乎宗教，不在乎犹太教，不在乎天

主教，不在乎更正教，乃在乎神的七灵。神的七灵照在我们身上，盯着我们，还传神给

我们，就是把祂自己传到我们里头。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学习在灵里，在灵里，

在灵里。启示录讲到神的灵，是七灵；讲到我们呢？是在我们的灵里。使徒约翰在灵里

看见了金灯台的异象，他在灵里看见了世界的定命，他在灵里看到了大巴比伦的结局，

他在灵里看到了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异象。他在灵里，在灵里，在灵里。所以这些日子我

们才说，大家必须操练在灵里。今天不是宗教，不是犹太教，不是罗马教，不是基督教，

乃是七灵盯着你，照着你，传神给你，而你就要在灵里向祂敞开。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说，你们要看见，世界让它去，宗教的三方面：天主教，罗马教，

更正教，也让它去。要脱离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乃是世界加上宗

教而组成的。世界是撒但座位之处，世界是撒但的居所; 撒但的住处。犹太教是撒但的

会堂，罗马教是大妓女耶洗别，更正教是不冷不热，不死不活，被主所唾弃的。那今天

我们该在哪里呢？今天我们该在灵里接受七灵的照耀。各地的召会都要拒绝世界，拒绝

犹太教的成分，罗马教的成分，基督教的成分。要拒绝一切宗教的成分，只要那带着七

灵的主耶穌来照躍你，传神给你。你要在灵里接受这位传神绐你的主。世界过去了，宗

教了了，今天乃是七灵在这里说话。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不

是听世界，不是听宗教，乃是听那灵。 

 

 

 

 

 

 

 

 

 



第二章 启示录中的召会 

                                      上一篇    回目錄       

读经： 

启示录二章七节，十七节, 三章十二节，十二章一至五节, 十至十一节, 十四章一节，

四节，六节, 十四至十六节, 十五章二至三节, 十九章七至八节, 二十一章二至三节，

十至十一节, 二十二章一至二节，十四节，十七节。 

 

全本圣经结束于基督与召会 

启示录这一卷书，一面是耶穌基督的启示，另一面也是耶穌基督的见证。耶穌基督的启

示是关乎基督自己的，是把基督自己启示在我们跟前。耶穌基督的见证是关乎召会的，

是把召会摆在我们的跟前。我们这两篇信息中，只能来看耶穌基督的见证，就是召会。

启示录这卷书讲基督相当高，讲召会相当透。若是你只读圣经头六十五卷，而对这末一

卷没有认识，可以说，你对圣经就不一定能得着一个结论。你对基督没有结论，你对召

会也没有结论。 

 

全本圣经是结论在基督身上，更是结论在召会身上。不过，这一卷书讲基督与召会，并

不是把基督和召会分开来讲，乃是把基督讲到召会中，也把召会讲到基督身上。基督今

天就在召会里，召会也就在基督身上。你没有办法把基督和召会分开，你更没有办法把

召会从基督拖开，二者就是一个。全部的圣经六十六卷，是结束于基督和召会。启示录

讲召会是从六大方面来讲，我愿意在这里再给大家一点深刻的印象。我们不只要听，要

懂，还要得着一个印象。这关乎召会的六大方面，需要主的灵把它印刻在我们里头，即

使我们要忘也忘不掉。 

 

纯金的灯台 

这六大方面，第一方面是纯金的灯台。启示录一至三章专讲每一个地方召会都是一个明

亮、发光的金灯台。在这方面该非常注意的就是神的七灵。我们都知道，神的灵就是圣

灵。圣灵是唯一的，独一的，圣灵只有一个。但为什么圣经说到末了，说到启示录头五

章的时候，讲神的灵是七灵呢？这并不是说，这一位神的灵分作七个灵了。 

http://www.rucoc.com/Selbooks/WitnessLeeCollection/1976/21/2.mp3


不。我们要懂得这件事，就非得回到旧约圣经不可。你们要懂启示录，就得懂全本旧约。

在启示录里头几乎没有新的东西，因为启示录是打结，是把旧有的东西打一个结。好像

你用绳子捆东西，捆来捆去在末了打一个结，这个结不是用新材料，乃是用原有的材料

来结束一下。启示录里的东西，都在旧约的里头。七灵就是神的灵。但神的灵怎样会成

了七灵？这不是说，一位灵分成七个灵，不是这样。撒迦利亚三章说，基督乃是一块石

头，为着神的建造。（9。）祂不光是房屋的基石，不光是房角的首石，祂还是房顶的顶

石。（赛二八 16，徒四 11，亚四 7。）基督是一块石头，而在这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你

读撒迦利亚三章的时候，不太容易懂得这七眼是什么。但到四章就告诉我们说，那七眼

就是一个灯台上的七灯。（2。）而这七眼七灯就是耶和华的七个眼睛，这七个眼睛是奉

差遣遍察全地的。要记得，在撒迦利亚三至四章，有七眼，有七灯，还有神的七个眼睛。

神的七个眼睛就是基督那块石头上的七个眼睛，这七个眼睛就是那一个灯台上的七灯。

你把这个记得了，你回到启示录四至五章，就看见七灯也吧，七眼也吧，就是神的七灵。 

 

启示录四章说，七灯就是神的七灵。五章说，七眼就是神的七灵。所以这就告诉我们，

撒迦利亚书里的七灯、七眼就是神的七灵。神的七灵乃是神那一位灵七倍的加强。换句

话说，七灵就等于一灵。神的七灵是一，这一位灵加强，就成了七倍加强的灵。所以七

灵就是神的灵。你再回到撒迦利亚四章去看，那七灯乃是在一个灯台上。那七灯既是神

的七灵，就等于神的一灵，所以那一个灯台就是神的一灵。清楚么？从一个灯台上分出

来七个灯盏。假使一个灯台只有一个灯盏，那个灯光不会很强烈。若是再加六个灯盏，

一共七个灯盏，在一个灯台上同时发光照亮，那个光辉就非常强烈了。所以我们要知道，

七个灯盏就等于那一个灯台，神的七灵就等于神的一灵。 

 

根据这一个，我们才断定，撒迦利亚四章的灯台就是神的灵。这和天使告诉撒迦利亚的

话一样。撒迦利亚看见一个灯台，上面有七灯；天使问他说，撒迦利亚，这是什么意思？

撒迦利亚说，我不懂得！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天使马上告诉他说，这就是神指示

所罗巴伯的，要成功神的建造，不是倚靠权勢，不是倚靠能力，乃是倚靠耶和华的灵。

（6。）所以在那里也能找出证明来，撒迦利亚所看见的一个灯台，带着七灯，就是神的

灵来完成神的建造。弟兄姊妹，你把撒迦利亚三至四章和启示录头几章合起来看，你就

看见，今曰的召会完全是神那七倍加强之灵的产品。因为在启示录头一章把召会称作灯

台，在撒迦利亚头三章也把圣灵称作灯台。圣灵一神的灵一就是神的灯台，为着来完成

神的建造，而这一位七灵所完成的建造就是金灯台。 

 



这给我们看见，每一个地方召会该绝对是圣灵的产品，绝对是圣灵的彰显。圣灵如何是

神的灯台，召会也同样是神的灯台。神的灯台就是圣灵，神的灯台也就是召会。召会就

是圣灵，圣灵就是召会，圣灵和召会乃是一致的。所以到启示录末了二十二章说，那灵

和新妇说，来！到这个时候，那灵和召会就成为一了。召会乃是神灵的彰显，召会乃是

神灵的化身。耶穌如何是基督的化身，召会也同样是圣灵的化身，召会里只有圣灵，召

会里全是圣灵，召会里纯粹是圣灵，凡圣灵以外的东西全不是召会。 

 

那现在要请你们告诉我，在今日所谓的召会里，除了圣灵之外，还有什么？照启示录二

至三章所描写给我们看见的，第一还有世界，就是撒但座位之处，撒但的居所。第二有

犹太教，是撒但的会堂。他们虽然讲旧约圣经，敬拜真神，但是到末了，竟把主耶穌定

了死罪。等到使徒们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到处反对得最厉害的，就是犹太教。你看扫罗

还没有蒙恩以先，他得着大祭司的文书，到处捉拿呼求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他是不是

与撒但为伍呢？是不是和撒但合作呢？是不是撒但会堂的人呢？第三，还有罗马天主教。

主在写给推雅推喇的书信中，说到他们有耶洗别的教训。耶洗别是有史以来最邪恶、最

邪淫的一个女人，她就是那个大妓女巴比伦。所以在正统的召会中，不可有罗马天主教

的东西。第四，还有更正教。更正教的光景：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他们传扬一位

活的耶穌，但他们的光景完全是死的。他们也是不冷不热的。今天主站在门外，主已经

不在更正教里面了。 

 

我们要看见，凡在召会中的一切，若不是出于七灵的，那就是世界加上各种的宗教。除

了圣灵之外，在各召会中所有的，若不是世界，就是宗教：有的是在那里讲圣经，然而

还反对神。有的是在那里拜神，然而还拜偶像。有的在那里传活的耶穌，但过的生活乃

是死的，是不冷不热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负担就是要给大家看见，在这末后的

时代，到底召会正确的光景该如何。召会正确的光景应该没有世界，也没有宗教的东西。

不只没有天主教的，没有犹太教的，连所谓更正教的东西也没有。同时，正确的光景该

有七灵，该有神的灵。唯有神的灵加强到七倍，才能产生出真的金灯台来。真的灯台不

是你造就出来的，不是我栽培出来的，乃是那一位是灯台的灵产生出来的。因此我实在

从深处仰望主，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得伏下来说，’主，怜悯我，叫我不只没有世界

的东西，也没有宗教的东西！’什么叫宗教呢？只要是叫人事奉神，叫人为神作什么，

而里头没有灵的就是宗教。唱诗里头没有灵，是宗教；弹琴里头没有灵，是宗教；祷告

里头没有灵，是宗教；读经里头没有灵，是宗教；传福音里头没有灵，是宗教；你所讲

的道尽可以字字照着圣经，若没有灵，还是宗教。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求主开我们的眼睛，

叫我们看见，只有灵才是召会，只有金灯台才是金灯台！金灯台就是灵，金灯台就是七

灵，只有七灵才能产生召会，凡不是灵的都不是召会。 



弟兄们，原谅我再说，你发福音单张，若是里头没有灵，宗教！你对人讲福音，若是里

头没有灵，宗教！你不是传活的耶穌，你是传死的宗教。你在那里祷告，若没有灵，宗

教！你们在那里交通，口口声声，字字都讲主耶穌，若是没有灵，那是宗教！宗教！连

你爱别人，若没有灵在里头，你的爱是宗教！我盼望我们大家都能起来定罪宗教。宗教

是什么？宗教就是教人敬拜神，教人事奉神，教人为神作工，教人传福音，教人读经、

祷告，而不在灵里。里头没有灵就是宗教。宗教虽然不是邪恶，宗教好像也不是世界，

但宗教不是召会。召会乃是七灵的产品，召会乃是七灵的彰显，召会乃是七灵的化身。

只有七灵才是召会，只有七灵才是金灯台，只有七灵才是今天神所要的耶穌基督的见证。 

 

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们，我作工四十多年了，我们中间的历史也有五十三年了，直到最

近主才给我们看见，召会是圣灵的化身。今天正确的召会就是圣灵自己。怎么知道呢？

因为撒迦利亚四章的那个灯台，带着七灯，乃是神加强的灵，在这个末世为着神完成祂

的建造。圣灵是灯台。到了启示录二章，召会就是那个灯台。灯台是圣灵，而灯台也是

召会，所以召会就是圣灵的产品，圣灵的化身，圣灵的彰显；凡不是圣灵的，凡不是出

于圣灵的，就不是召会，就是宗教。恨人是罪恶，爱人而不在圣灵里是宗教；看电影、

赴夜总会，是世界；跑会所，作礼拜，若不在灵里，若是没有灵，是宗教。我们今天不

只是不跑夜总会，不只是跑会所，我们今天是要跑圣灵，我们要跑在灵里。我们不是作

礼拜，我们是作圣灵，我们的礼拜是在圣灵里。骂人是罪恶，祷告没有灵是宗教。和丈

夫吵架是罪恶，顺服丈夫没有灵是宗教。我信大家看见了什么是罪恶，也看见了什么是

宗教。那么，大家应当看见什么是召会。召会是圣灵在一切属灵的活动中。读经里头有

圣灵，祷告里头有圣灵，聚会里头有圣灵，分享里头有圣灵，讲话里头有圣灵，爱人里

头有圣灵，一切事奉神的事里头都有圣灵，这一个就是召会。阿利路亚！这是灯台。灯

台就是圣灵。 

 

属天的妇人 

我们现在来看第二方面，召会是一个属天的妇人。在启示录十二章有一个属天的妇人，

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在这个宇宙间的发光体就是这三项：日头、月亮、

星宿。在宇宙间，若是把这三项拿掉了，就没有光了。弟兄姊妹，这就是召会。召会不

光是属天的，召会也是光明的。灯台不过是发光，还不是完全光明的。这一个妇人是完

全光明的，在她毫无黒暗。她就包围在光明的里头，太阳包围她，月亮托着她，众星盖

着她，她完全在光明中。 

 



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地方召会就应该这样。召会无论在哪里，应该满了日、月、星的

光。这些光都是创世记一章里第四天的光。这第四天的光，不是人工的光，不是微弱的

光，乃是太阳光、月亮光、星宿光。宇宙间一切的光都集中在这一个妇人身上。这是召

会。我确实知道，我也能作见证，当一个地方召会是在灵里的时候，当一个地方召会是

圣灵的时候，你走到他们的聚会里头，你就觉得是在日、月、星辰的光照之下，满有亮

光。你若走到一个所谓召会的聚会里头，在那里坐了一小时、两小时，你进去的时候怎

样暗洞洞，你出来的时候还是暗洞洞，那一个所谓的召会就大有问题。乃是一个完全属

天的，在光明中的召会，才能产生一个男孩子，就是得胜者，来对付神的仇敌，对付那

条古蛇，大龙。撒但一点不恨今日的基督教，撒但一点不恨今日的罗马教，撒但也不恨

今日的犹太教。撒但今天所恨的乃是这样一个属天，在光明中的召会。 

 

启示录十二章这里给我们一幅图画，当这一个宇宙的妇人显出来的时候，那一条古蛇，

大龙也显在她身边，与她为敌。在创世记三章十五节，神对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

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

跟。’这件事到了启示录十二章才完全的应验。召会一属地，就不能抵挡撒但。召会一

在黑暗中，就不能抵挡撒但。当召会属天，在光明中的时候，这才是撒但的对手。这样

的一个召会，才能产生出得胜者，来对付仇敌撒但，叫撒但从天上摔到地上来。 

 

神的庄稼与禾田 

第三方面，召会也是神的庄稼。或者说，召会也是神的禾田。召会是神的庄稼、田地。

在这个禾田之内，所长的是众圣徒；在众圣徒里面，所长的是基督。你是一株作物，你

里头有基督的生命，基督在你里面长大；我里头也有基督在长大。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

一株作物，里头有基督在长大。有的人长得快，有的人长得慢。原谅我说，有的人今天

根本就不长。所以启示录十四章给我们看见，有的人是初熟的果子，领先成熟了。初熟

的果子不是收割到谷仓里，乃是收割到神的殿里，就是第三层天，归给神。其他的庄稼

慢慢地成熟。但无论怎样慢，有一天神总要叫我们成熟。有一天，地上的庄稼都熟透了；

那收割的时候就到了。弟兄姊妹，这一方面告诉我们，召会乃是神的庄稼，该在这里长。

你要长，我要长，大家都要长。长什么？不是长学问，不是长道德，不是长知识，不是

长本能，乃是长基督。一天过一天，我们里面的基督都应该长大。感谢主！我这一次回

来，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基督在他们里面是生长的。 

 

 



但是也有好多弟兄姊妹，基督在他们里面不长了。他们在生长上告了长假了，退休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你和我还没有成熟，还必须要长。要长基督，就要吃基

督。把基督吃进去，基督就长出来了。基督若不吃到里头，基督就长不出来。基督不加

多，就不会増长。要基督増长，非得基督加多，非得吃祂不可。我们在这里不是宗教，

我们在这里乃是神的禾田，是神的禾稼。我们在这里要长，让基督一直长到祂完满的身

量。我们要成熟！我们是灯台，满有灵，发光照耀。我们是属天的妇人，在光明中产生

得胜者。我们也是神的禾田，庄稼，我们在这里要长出基督，我们要成熟。没有一个农

夫，把青苗割到谷仓里去。你若不长，你若不成熟，主到有一天非逼着你长，逼着你成

熟不可。我们都得长，但是聪明的早长，聪明的快长。长得早，长得快，就变成初熟的

果子了，就不需要经历大灾难。我们的主快来了，大灾难就在眼前！我告诉你，你我都

得快快生长，快快成熟，好成为初熟的果子！玻璃海上唱诗的人第四方面，启示录十五

章给我们看见，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其中有火搀杂。这在解经上相当

费力气，少有人知道到底这个玻璃海是指着什么说的。我先要说，这是一幅图画，这是

一个寓意，这是一个象征。你看，有一个字宙，宇宙间有神的宝座，在神的宝座前有一

个玻璃海，而蒙救赎的人都在玻璃海上，这个玻璃海里头搀杂着火。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先要告诉你，这个玻璃海就是神所不要的一切东西。神所不要的一切东西都被神审判，

审判之后都归到玻璃海里去。神的审判，你从创世记一章看，先是用水。当亚当还没有

造出来之先，那头一个世界就是给神用水审判了。第二个世界到挪亚的时候，又给神用

水审判了。审判之后神告诉挪亚说，从此以后，不再用水审判了；神要用火来审判。先

是水，后是火，水和火都是神的审判。我们大家都知道，到有一天，连旧天旧地都要被

焚烧，从这个焚烧里头产生新天新地出来。 

 

一切的旧造，一切与神相顶撞的，一切消极的东西，一切神所不要的，神都用水、用火

来审判。换句话说，神是用水、用火来冲刷整个的宇宙，把一切的污秽、渣滓都冲刷到

这一个玻璃海里面来。结果这个玻璃海就是火湖的入口。启示录十五章的玻璃海，就是

二十章火湖的入口。一切消极的，一切顶撞神的，一切神所定罪的，都被神用火焚烧，

结果这些都到了玻璃海里头，而后玻璃海就通到火湖。 

 

挪亚一家八口的人都经过水，他们借着水脱去那个败坏的旧时代。（彼前三 20，）以色

列人过红海，经过海水，脱幵了埃及的军兵，法老王的军兵都淹没在海水里头。（出十

四 21~31。）后来以色列人经过约但河，约但河底下埋的是老旧的以色列人。（书三 11~

四 9。）等到了新约的幵头，施浸者约翰出来了，给人施浸，要人悔改。（太三 2*6。）

人一悔改，约翰就说，好了，现在我要把你埋在水里。这是受浸的意义。 



那么，说到我们身上，今天每一个得救的人，头一件事就是受浸。受浸的意义就是把你

身上神所定罪的，神所不要的，神所拒绝的，全数冲刷到受浸的水里去。不仅如此，在

旧约的会幕前面有一个洗濯盆，所有到神面前去的祭司，都要在洗濯盆里洗去手脚的污

秽。（出三十 17~21。）等到圣殿盖造完成的时候，洗濯盆就用铜海来代替，并且在铜海

的周围有十个洗濯盆。（王上七 23,38〜39。）换句话说，帐幕里的洗濯盆扩大了。最后

在天上的至圣所前头，乃是一个玻璃海，代朁洗濯盆，代朁铜海。这一切加起来就是说，

在整个字宙中，凡神所定罪的，凡神所不要的，凡神之外的东西，迟迟早早都要给水冲

刷，也给火焚烧，一概都归到玻璃海里头去，而玻璃海是通往火湖的一个门。我们得救

赎的人，有一天都要超过这一切，在神所定罪，所冲刷的这一切之上。我们在玻璃海上

赞美神，好像以色列人一过红海，从红海一出来，就在海岸上赞美神一样；也好像我们

受浸，从浸池的水里一出来，在浸池的边上赞美神一样。 

 

这一方面就告诉我们说，召会乃是神从宇宙的垃圾箱里，从万物的渣滓当中，拖出来的

一班蒙救赎的人。我们身上所被神定罪的，我们身上所被神拒绝的一切旧造、败坏、污

点、渣滓，都到玻璃海里头去了。我们召会的人是超脱的，是胜过这些的。我们乃在基

督里，乃在天上，唱着摩西和羔羊的歌。阿利路亚！弟兄们，你们过了红海没有？’过

了。’你们过了约但河没有？’过了。’你们埋葬了没有？’埋葬了。’有人反对我们

中间的埋葬，说，’照着圣经来说，受浸只有一次，那里有多次呢？’这是辩论空洞的

道理。你讲道理，我讲经历。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却没有进迦南，他们在

旷野越搞越老旧，四十年之久，老旧的不得了。所以神说，’现在你们要进迦南，必须

再过一次水。从前你们过了红海，现在我要你们过约但河。’我不鼓励你们多去受浸，

却鼓励你们去埋。因为你们太旧了，旧了就臭了，臭了就要埋。无论如何，召会不能留

下一点肮脏东西，凡神所定罪，神所弃绝的一切消极东西，都得送到玻璃海里去。 

 

新妇 

第五方面，赞美主，新妇出来了。（层二一 2。）阿利路亚！我们都当欢喜快乐，新妇预

备好了，得穿明亮洁净的细麻衣。（十九 7〜8。）这就是我们所活出来的基督。这在预

表方面可以看到一点。在旧约的会幕周围有一个外院，外院有一道院帷，是用白细麻布

挂在柱子上围成的。（出二七 9~10。）你若从远处观看帐幕，就看见一道白的细麻布把

帐幕分别出来。今天的召会就像预备好的新妇，身上穿着明亮洁净的细麻衣，也就像帐

幕的院帷一样，这就是我们所彰显出来的基督。 



今天有人愿意多表现一点爱心，有人也操练一点谦卑忍耐，但是我怕你所有的爱心、忍

耐、谦卑，乃是修行出来的，涵养出来的。那个在神的眼光看来，不是明亮洁净的细麻

衣，因为不是基督从你里面活出来。召会的光景乃是你和我都拒绝自己的修养，拒绝自

己的修行，把基督从我们里头活出来。基督是明亮的，基督是洁净的。在召会身上所彰

显的就是明亮洁净，活出来的基督。 

 

圣城新耶路撒冷 

第六方面是召会最终的出现。召会终极的表现乃是新耶路撒冷。（启二二。）新耶路撒

冷里面满了神的光，外面透出神的荣耀。从新耶路撒冷所显出的乃是神自己。新妇穿的

是明亮洁净的细麻衣，新耶路撒冷的城墙乃是碧玉、宝石，是经过变化而成的。你我今

天不只要活出基督的义来，你我最终个个还都得变化。变化是如何成功的呢？乃是因着

生命的素质进到你里面，叫你起了新陈代谢的作用，就把你这个人在生机上变化了。我

信在永世里，我们大家都变化了，我们所显出来的就不光是一点点活出来的基督，乃是

在生命里头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从吃基督而来的。启示录二章七节说，得胜的得吃生命

树的果子。十七节说，得胜的可吃隐藏的吗哪，并且给他一块白石，上面写着新名。你

若吃基督、享受基督，基督在你里头就起了新陈代谢的作用，把你这人变化了，结果你

就成为一块白石。照着圣经的原则来看，石头不是为着打人的，石头乃是为着神的建造。

你记得当彼得得救的时候，主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作彼得，彼得翻出来就是一块石头。

（约一 42。）所以彼前二章说，主乃是活石，而我们来到祂跟前，也都成了活石。（4〜

5。）我们都要从泥土变成石头。 

 

到了启示录三章十二节就说，得胜的，我要把他建造在我神的殿中作柱子。先是吃，后

是变化，末了是建造在殿里。这个殿就是今天的召会，也就是将来的新耶路撒冷。弟兄

姊妹，你我在召会中都得享受基督，吃基督，接受基督到里头来，叫我们起了变化，成

为石头，而后我们就建造在神的殿中，也就是召会里，最终就是新耶路撒冷。阿利路亚，

我们都在这里吃，我们都在这里变化，我们也都在这里同被建造，结果新耶路撒冷城就

出来了，所彰显的就是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形像。启示录末了一章给我们看见，在新耶

路撒冷城里有一道生命水的河，在河两边有生命树，结出生命果供应人。这幅图画表征，

生命树和生命河乃是这座城的维持者，这座城就维持在生命河和生命树上。这生命河是

从神的宝座流出来的。 

 

 



换句话说，是从神自己流出来的。生命树长在河边，表征生命的供应是出自从神流出的

生命。生命树与生命河来维持我们，变化我们，就叫我们永远与神合一，永远彰显神的

形像。这是召会，这是耶穌基督的见证。所以我们得一个结论，召会就是圣灵的化身。

召会是属灵的，在光明中产生得胜者；召会是神的禾稼，在这里生长基督，以至于成熟；

召会是一班得胜者，超越一切神所定罪的，在玻璃海上唱着赞美诗；召会是新妇，是活

出基督的一班人，得穿基督作他们明亮洁净的细麻衣；召会是新耶路撒冷，吃主、喝主，

靠主长大而变化，成为宝石，同被建造，彰显神的形像。这就是召会。到了这里，创世

记一章所记神创造人的目的就完全达到了，神的形像在人身上得到了完全彰显。但愿我

们众人都看见，今日的召会就该如此。整本启示录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应许，加上一个

呼召。应许是说，那些洗净自己袍子的，到生命树那里去吃。呼召是说，那灵和新妇说，

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整本圣经就结束在这个应许和这个呼召上。你靠

着羔羊的血洗净了袍子，就得享基督作你的生命树，吃祂得饱；同时你还能来喝生命的

活水。这就是吃基督，喝基督，丰满的得着基督，我们就能长大、变化，而同被建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