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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为着耶稣的见证争战 

             回目錄  下一篇    

我们在主恢复里的争战，主要不是对抗堕落的基督教。与宗教争战是低的目标和低的标

准。这不是主托付我们打的仗。我们的争战不是消极的，乃是积极的一我们是为着耶稣

的见证争战。新约启示，神的心意是要使祂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祂活的身体一召会一

得着高举并彰显。神要荣耀基督，作祂肢体的主、元首、生命和一切，使祂借着祂的身

体得着完满的彰显和见证。这清楚且完满的启示在圣经里，并且已过五十年来，主在这

条线上，给了我们多而又多的看见。对此我们已得着托付、负担和嘱咐。我们的负担主

要不是为着抵挡任何消极的事而争战，乃是为着积极的事一基督与召会一而争战。 

 

时间久了，基督教失去了基督要借着召会得着彰显这个异象，成了一个道理和外在形式

的宗教。神的心意不是要得着这样一个宗教，乃是要得着一个活的见证，这见证唯有借

着基督活的身体才能达成。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不必担心宗教化的基督教，也

不必谈论某些基督教组织和协会。反之，我们需要定睛于复活的基督和祂活的身体。为

了避免误解，我们说到取得这地时，需要让人清楚，我们的意思是说到在全地各城市兴

起地方召会，在这黑暗的世代作耶稣活的见证；这会让祂有路回来。我们唯一的目标，

就是作祂活的见证。 

 

我们必须将我们的眼目从其他的一切，转向复活里活的基督和祂活的见证一召会。我们

不用谈论任何消极的事，只该积极往前。有争战正在猛烈进行，但我们必须领悟，我们

不是与血肉之人争战，也不是靠肉体争战。（弗六 12，加三 3。）我们是与诸天界里邪

恶的属灵势力争战，我们也是为着耶稣的见证争战。所以，我们对外人说话需要谨慎，

不要叫人误解主在我们当中的见证。虽然我们需要为着真实地方召会的扩展祷告，但我

们只该对别人说到我们在召会生活中每曰对基督的享受和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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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对人说到主的恢复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以正常的方式对人说话 

我们在神的宝座前祷告对付仇敌时需要放胆，但在接触人时必须学习正常。已往，我们

当中有些人在某些大学校园内呼喊主名，行为反常。结果，在那几所校园的福音工作受

到破坏，有几年之久。要为基督与召会得人，正确的路乃是要正常。 

 

认识主的恢复紧要的点 

我们要能正常，就必须注意几件事。因为有些人以意见、谣言、和批评来反对主的恢复，

所以我们都需要学习主恢复中基本、紧要的点。因为我们的负担是主的见证，所以我们

乃是相反的见证，向人见证堕落的基督教偏离了神经纶的路线。这样相反的见证必然会

激起反对。所以，我们需要学习主恢复中两个基本、紧要的点，这两点是关乎经历并享

受包罗万有的基督，以及召会生活。 

 

真实、活泼并丰富的经历基督作一切，乃是基督教已全然失去的一个紧要的点。我们多

年在基督教里的人能见证，从未有人教导、鼓励或帮助我们以生命的方式经历基督。反

之，人只教导我们关于这位客观救主的教训。大多数基督徒缺少对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享

受。神为祂的子民预备了这样一位基督，但组织化的基督教偏离了目标。主已给我们看

见，经历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一切，乃是神经纶的中心。对基督的经历和丰富的享受，带

进召会生活。我们充分享受基督，就渴望有祂身体的交通，有团体的基督徒生活，使我

们借着在黑暗的世代彰显神而满足神。我们见证经历基督与召会的事，会暴露今曰基督

教的短缺与错谬，这将激起反对。为这缘故，我们需要学会与经历包罗万有之基督和召

会生活有关的一切事。这需要时间。读我们出版的书报，特别是那些关于神圣的三一，

以及基督成为赐生命之炅的书报，是有助益的。神经纶的中心是三一神将祂自己分赐到

我们这人里面。大多数基督徒将神圣的三一视为一件完全在道理上的事，并且从头一世

纪到现今，一直有许多关于三一的争辩。很多人因着想要领会并说明神圣的三-，受了困

扰，甚至陷入网罗。似乎他们越努力，就越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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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历史上好几位基督教领头的作家曾说，我们不该想要明白或领略神圣的三一。路

德马丁（Martin Luther）说，’理智若是在此搅扰你，出现了...问题：那么，有两位

神么？答案是：只有一位神，但仍有父与子。这怎么可能昵？要谦卑的回答说，我不知

道。’这是正确的态度一我们该肯定神是三一的这合乎圣经的启示，但不该试着解释或

分析。我们要学习与主恢复中紧要的点有关的真理，直到我们能以简单、清楚、并使人

信服的方式向人述说。这需要时间。我们该学习真理，使我们能帮助人。 

 

向人陈明真理需要爱与恩典 

除了认识紧要的真理，我们还要祷告：’主，赐给我爱，好能向各式各样的人，甚至向

反对我们的人，陈明关于你恢复的真理。’我们也要天天祷告求主赐下我们需要的恩典，

好能用人可以接受的方式，向所有的人陈明关于主恢复的真理。向着撒但，我们能宣

告：’耶稣是主！’然而，我们就近人时，行为必须像人。主来到地上时，是作为人子

而来。（太八 20，九 6。）鬼称祂为神的儿子，主就嘱咐它们安静，因为祂是作为人子

来眷临人类。（可三 11~12,路四 41。）四福音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子举止行动正常如人。

我们必须以正常的方式接触人。 

 

不被反对的人得罪 

我们必须学习耐心对待反对的人。当有人到我们这里来，对主的恢复说消极话时，我们

也许会被得罪，不愿与那人有进一步的接触。然而，即使别人责备、定罪我们，并用不

实的话说到我们，我们只要倾听并听出他们的意思就好。我们必须仰望主赐恩典，尽所

能的不被得罪。 

 

相信每个人都能信服 

我们也需要运用我们的信心，相信任何人，甚至领头反对的人，都可能信服并转向主恢

复的路。他们会不会信服是在于主，但我们必须信这是可能的。大数的扫罗就是个领头

反对者。当他在路上，要去破坏召会时，主转变了他。（徒九 1~5。）我们必须有盼望，

带着活的信心，相信人人都能回转。我们去传福音，不该想凭外表断定谁能得救。我们

必须爱每个人，并且信每个人都会接受我们所说的话。 

 



若不这样，我们早在开始说话以前就已经失败了。事实上，我们若花许多时间思考福音

朋友是否有希望，我们就可能受拦阻，一句话也讲不出来。我们需要看穿仇敌这项狡诈

的策略。我们若爱每个人，并且信每个人都能信服，我们就会喜乐并得释放。然后我们

就能释放人。我们接触人时必须有信心，相信甚至最强的反对者也能被得着。然而，我

们不该期望很快的说服反对者。这件事可能需要许多时间。 

 

不要争辩, 乃要一同研读真理 

我们必须尽所能的不与反对者辩论或争执，乃要与他们一同研读真理。我们的态度该表

明我们渴望学习并认识真理。与人一同研读，不是想要教导他们，乃是一同学习。这种

态度将会开启我们的交通。即使我们确定我们的观点正确，也不该争辩。反之，我们必

须表达渴望向人学习，并愿意受调整。这会开出一条路，让我们与人一同交通、交谈并

研读。 

 

不尝试从其他团体得着基督徒 

最终，我们不该尝试从其他团体得着基督徒。接近人，存心说服他们，说他们的团体是

错的，因此他们该同我们聚会，这是不对的。反之，我们的态度该是爰人，渴望向他们

陈明真理，并向他们学习真理，好使神的儿女都认识圣经中的真理。人该感觉得到，我

们让他们自己选择要跟那班人一同聚会。说到要把人’掳掠’过来，是错误且幼稚的。

不要因为有人说，’我要去你们的召会，’就表现得很兴奋。关心主的见证，并不需要

我们说服许多其他人转向这条路。只要我们发光，作见证，并向人陈明主所给我们看见

的，使他们蒙光照，这就足够了。他们是否转向这条路，是在于主和他们。对不信者，

我们必须尽所能的引导他们相信并进入召会生活，但对其他的基督徒，关于他们在那里

聚会，我们必须有非常宽大的态度。他们该觉得，我们只想与他们一同学习真理。 

 

 

 

 

 



结语 

我相信这是主当前渴望在我们当中看见的。我们要祷告，花时间对主恢复中真理紧要的

点，有真实的认识，并学习清楚的陈明这些要点。不然，我们就会失败。为了不失败，

我们也必须有爱、恩典、忍耐、谦卑，并且乐意受教。我们需要清楚，使我们目标确定，

立场稳固，并且态度正常。我们是在主的恢复中作祂活的兕证。我们不是在产生基督教

里的另一个分裂，而是在召会堕落的这时候担负主的见证。有多少人同我们聚集，不像

我们的觅证刚强与否这么重要。别人会因我们的所是蒙光照；他们会在金灯台的照跃之

下。无论是否有许多人走这条路，照耀的见证都会叫仇敌蒙羞，并且对主意义非凡。 

 

我们接触人，例如接触大学校园的学生时，必须正常。我们该花时间交通到主的恢复紧

要的点-使我们够资格并装备好将其向人陈明。以正常的方式纣人说话，也许看起来像是

懔工，其实并不慢。倘若我们能用一年的时间，使一个反对者清楚主的恢复，就会是个

很大的成就。若我们众人都担负这责任，在许多基督徒当中对主的恢复消根的态度，就

会完全被清理。即使别人不走这条踣，他们也必须承认，我们的见证光照了他们。我们

的兕证该包括我们与反对者正常的交通，在交通中我们尽所能的使他们清楚主恢复的真

理。我们不该定罪或责备他们，乃要有耐心，和他们一同研读。即使他们拒绝我们，我

们仍该爱他们，并且一再回头与他们交通。我信每个人都会被这样的爱摸着。不久之后，

反对者的心思和全人都可能敞开，借着进一步的接触，真理对他会变得清楚。我们若担

负这样的觅证，主就会得着胜利。我信这是推展主的恢复正确的路° 

 

 

 

 

 

 

 

 

 



第三章  人的灵与三一神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 

约翰福音三章六节，四章二十四节，罗马书八章十六节，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林前十五

章四十五节, 林后三章十七节。 

 

神圣的灵与人的灵 

许多基督徒不明白我们有人的灵。然而，新约中有三节圣经清楚提起神圣的灵与人的灵。

约翰三章六节说，’从那灵生的，就是灵。’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灵；敬拜祂的，

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这两节都是主耶稣说的，不是以道理的方式教导二灵的事，

乃是为着我们的经历启示这二灵的关系。人的灵由神圣的灵所生，这不是一项道理，乃

是再生一重生一的经历。同样，在我们的灵里敬拜是灵的神也不是一项道理，乃是我们

借着敬拜，经历与神的关系。 

 

提到二灵的第三处经节是罗马八章十六节，说，’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

儿女。’许多世纪以来，钦定英文译本在本节用非人称的代名词（itself）说到那炅，

而没有用人称代名词（Himself），因为译者不懂圣灵是个人位。反之，他们以为那灵只

是神作事的能力、工具或凭借。一八 OO 年代，弟兄会开始教导，神的灵不只是神作事的

能力、工具或凭借，更是个人位。十六节也清楚启示人的灵。那灵同我们的灵见证，不

是道理上的教训，乃是经历。十四年前我移居美国，访问全国许多基督徒团体。无论我

去那里，都发现几乎没有基督徒知道自己有灵。许多人以为圣经中魂与灵是同义辞，指

同一件事。然而，帖前五章二十三节说，’愿和平的神，亲自全然圣别你们，又愿你们

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得以完全。’保罗在本节两次用连接词’与’，分开

灵、魂与身子，这指明它们不是同义辞。对于神的话里这么直截了当的启示，虽然没有

人能反驳，但有些人拒绝接受我们的灵与我们的魂不同这事，因为他们在意传统的道理

过于主的话。无论我们信不信，我们都有灵。这是主的话里清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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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神的分赐 

许多基督徒也忽视主话中的明言，而偏执于他们论到三一神的传统。为要支持传统的教

训，有些人不惜扭曲主的话。一九六二年，我移居美国尽职，开始看见神被启示为三一

的，是要使祂能将自己分赐到人里面。那灵在这分职事里有新的说话时，人的心思常常

怀疑。然而，自从我开始看见三一神是为着神圣分赐，十四年来我一直得着更多的印证。

现今，论到三一神的分赐我有许多可说的。神的心意是要将祂自己作到人里面。祂丰富

到无法测量，要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这就是为什么神造人有灵。正如祂给我们造

了个胄，来接受、消化并吸收食物，照样，祂也为我们造了灵作器官，来接触、接受并

盛装祂，使祂能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敬拜就是接触是灵的神。因此，真实的敬拜

就是在我们人的炅里接触神。（约四 24。）圣经启示三一神，不是为给人道理上、头脑

的领略，乃全然是为着我们的经历。虽然我直接在主话里看见这点，但最近我得知从第

二世纪至今，许多伟大的教师都证实这点，我就很喜乐。路德马丁说，’理智若是在此

搅扰你，出现了像突厥人那样的问题：那么，有两位神么？答案是：只有一位神，但仍

有父与子。这怎么可能昵？要谦卑的回答说，我不知道。’我说到以赛亚九章六节和林

后三章十七节时，人有时会问我：’子如何能是父又是灵，而父、子、灵却仍是三者？’

我常常回答：’我不知道，但圣经这样告诉我。’形态论的异端有些人曾指控我是形态

论者，因为我说，照着主的话，子就是父，并且基督就是那灵。形态论否认神格三者同

时并存。我不是形态论者，因为我信父、子、灵有别，且同时存在，正如圣经所启示的。

在马太三章十六至十七节，子基督受浸时，那炅降在祂身上，并且父从诸天说话一三者

都在。在启示录一章四至五节，也同时看见三者是'那今是昔是以后永是的’（父）、’

七灵’（灵）、和’那忠信的见证人、死人中的首生者、为地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

（子）。林后十三章十四节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

人同在。’在以弗所三章十六至十七节，保罗祷告，求父借着祂的灵加强我们，使基督

安家在我们心里。在这些经文里，父、子、灵也都在。 

 

子称为永远的父 

我们拒绝形态论，它教导子基督来了之后，父就不再存在，而基督升天之后，唯有那灵

存在。虽然我们不信这种胡言和异端，但有些人指控我们是形态论者，因为我们说子就

是父，并且基督就是那灵。然而，我们这样说，是因为圣经这样说。以赛亚九章六节

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祂的肩头上；祂的名称为奇

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远的父、和平的君。'在本节里，为我们而生的婴孩称为全能的

神，赐给我们的子称为永远的父。所有基要派的基督徒都相信，生在马槽里的婴孩就是

全能的神，但许多人忽视或曲解本节里子就是父这个清楚的启示。 



我们应当相信圣经所说的，并且简单的接受。已过十年，我听过许多人试图曲解以赛亚

九章六节。首先是一位从前的同工，他告诉我，虽然子称为父，但祂不是父。用不符合

某人所是的名称来称呼某人，是很荒谬的。照样，倘若一本书不是圣经，我们不会称它

为圣经。子称为永远的父，清楚指明祂就是父。其他说法都不合逻辑。试图曲解以赛亚

九章六节的第二种讲法，是有人说，’永远的父’该译为'永世之父’，并且不是指神格

的父，仅仅指基督作为诸世代的起源者或源头。这种曲解含示有两位圣父；这是一个大

异端。除了神格的父，没有另一位圣父。试图曲解以赛亚九章六节的第三种讲法，是有

人说，照着希伯来原文，永远的父指创造的父，不是神格的父。这也含示有两位圣父，

这乃是异端。试图曲解以赛亚九章六节的第四种讲法，是基于七十士译本（旧约早期的

希腊文译本）里有一个注解说到，永远的父是’来世的父’。有些人说，这是指基督这

带进新时代的一位，正如爱迪生称为电学之父，因为他带进电学时代。然而，本节里’

永远的’，按希伯来原文不是指某个时代，乃是指永远。 

 

无论本节如何翻译，没有人能取去’父’这神圣的名称。说这位父不是神格的父，乃是

不合逻辑的。除了神格的父，不可能有另一位父。我们不该接受任何与圣经明言（即子

称为永远的父）抵触的说明或解释。许多人没有完全接受圣经所说的，反而曲解圣经的

话以符合他们的领会。这是严肃的，因为无论谁借着加添或删去什么而更改圣言，都会

受咒诅。（启二二 18-19，申四 2，十二 32|箴三十 6。）我们不在意解释，只在意圣经

所说的。无论我们是否能完全领会，我们都相信圣经所说的。圣经说子称为永远的父，

我们就说阿们。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首

先的人亚当成了活的魂；"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作为末后的亚当，基督成了赐

人生命的灵。有些人曲解本节，正如曲解以赛亚九章六节，以符合他们传统的领会。第

一种曲解是有些人说，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里赐生命的炅不是圣灵，乃是基督的炅。赐

生命的灵是基督的灵，但基督的灵不是在圣灵以外的另一位炅。认为基督的灵是在圣灵

以外的另一位灵，乃是不合逻辑或短视的。圣灵不只是神的灵，也是基督的灵、耶稣的

灵、和耶稣基督的灵。（罗八 9, 徒十六 7，腓一 19。）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在

他所着’基督的灵’一书中说，’神的灵，当祂在五旬节被浇灌下来，也实在是一个新

的东西。...当祂在五旬节被浇灌下来，祂是来作那得着荣耀之耶稣的灵，作那成为肉身，

被钉十字架，且被高举之基督的灵。’在旧约里那灵只是神的炅，但基督复活并升天之

后，那灵不但来作神的灵，也作那人基督的灵。在基督死而复活之前，这样的灵还没有。

因此，约翰七章三十九节说，’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今天那灵

既是神的灵也是基督的灵，那灵又是赐生命的炅。基督借着复活并在祂复活之后，成了

这赐生命的灵。毫无疑问，这灵就是圣灵。 

 



保罗写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时很谨慎。照着平行的结构，似乎在他说完首先的亚当成了

活的魂之后，就该说末后的亚当成了活的炅。但保罗却用了’赐生命的’这个修饰语。

因此，关于这灵是谁，没有争辩的余地。除了圣灵，没有另一位神圣的炅能赐人神圣的

生命。第二种对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的曲解是说，本节里的灵是基督人性的炅。不错，

作为人，基督有灵。然而，基督没有必要成为人性的灵，因为祂已经有灵。福音书里有

好几次提起基督人性的炅。（可二 8|八 12，约十一 33，十三 21。）这种曲解也显出暗

昧的心思。第三种曲解是说，正如亚当整体而言成了一个魂，照样，基督整体而言成了

一个灵，而这灵不是圣灵。我赞同亚当成了一个魂，因为圣经这样说。我也赞同基督成

了一个灵，但我无法相信这个灵是在圣灵以外的另一位灵。在圣灵以外，没有另一位赐

人生命的炅。我们该拒绝不合逻辑的曲解，并接受圣经的明言。我们要单纯，并对圣经

所说的说阿们。 

 

主就是那灵 

林后三章十七节说，'主就是那灵。’本节里的那灵指六节里的灵，该节说，’那字句杀

死人，那灵却叫人活。’虽然在这简单的明言里没有什么可曲解，但有些人还要曲解它，

说本节的意思只是那灵代表主。这比曲解更甚一这是篡改圣经。 

 

形态论、三神论、或圣经关于三一神纯正的启示 

基督教变得老旧，充斥着意见、传统和观念。主恢复的目的是要将我们带回主纯正的话，

就是圣经。我们不在意基督教的观念或传统，或任何人的教训，只在意圣经纯正的话。

我们是以纯正的方式，不是以曲解的方式，相信圣经所说的。定罪我们的人也宣称相信

圣经，但他们是以曲解的方式来相信。我们相信圣经纯正的启示。以赛亚九章六节说，

子称为永远的父，我们说阿们。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说，’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

灵，’我们说阿们。林后三章十七节说，’主就是那灵，’我们也说阿们。别人曲解这

些经文，是因为他们放不下传统的教训。一九六五年，一位指控我为异端的弟兄来造访，

他至终承认，他的确相信有三位神。我告诉他，我们不该这样说；他争辩说，诗篇八十

二篇说到诸神。我指出这篇诗是指天使。全本圣经里没有一节说，我们有一位以上的神。

反之，圣经总是说到一位神，唯独祂是神。我们没有一位以上的神。 

 

 



形态论是由撒伯流(Sabellius)所倡导，并且在第一次奈西亚大会制定正统信经的时候就

已被打败。形态论宣称：子来了，父就不再存在；在五旬节那灵来临之后不久，就不再

有子。奈西亚信经驳斥形态论，也定罪亚流(Arius)的异端；亚流教导基督不永远是神，

而仅仅是受造者，成了神的儿子。亚流派导致三神论一相信父、子、圣灵是三位分开的

神。许多批评我们的人潜意识里都相信有三位神。已往我们也许曾暗中或不知不觉的抱

持这种信仰。大多数异端都有一些圣经根据，不过走到极端去。 

 

例如，形态论者会宣称有以赛亚九章六节、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和林后三章十七节的

支持。不但如此，约翰十四章启示，子就是父，并且那灵就是子。在九至十节主说，’

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么？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

说，将父显给我们看？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么？’在十六至十八节主说，’

我要求父，祂必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叫祂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实际的灵，...祂与

你们同住，且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正往你们这里来。’十七节里是

实际之灵的’祂’，成了十八节里那是主自己的’我’，这指明子就是那灵。虽然形态

论者有某些圣经根据，但在支持神的一这方面，他们太过了，因为否定了神的三一。形

态论者忽视神格三者永远同时共存；但我们相信。 

 

人走向异端的极端，就如形态论者，乃是忽视圣经中真理的两面这个保护措施。圣经中

每项真理都有两面。我们要受保护，就必须被平衡，两面都接受。照着神的规律、原则

和律，宇宙中没有一样事物能存在而不是有两面的。甚至一张纸也是这样。为着某件事

的一面争论的人，是对的也是错的，因为他们不平衡，忽视了另一面。形态论者固守这

一面，否认另一面，因此失去保护和平衡。三神论者紧守三的那一面，宣称父、子、灵

既是三个分开的身位，就必定是三位神。因此，三神论者没有接受圣经一再启示只有一

位神这项保护或平衡。形态论走向一个极端，三神论走向另一个极端。然而，我们在中

间。我们相信以赛亚九章六节、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和林后三章十七节所说，子称为

永远的父，基督这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以及主就是那灵。然而，因为我们受主

的话语平衡并保护，我们也相信马太三章十六至十七节、林后十三章十四节、和以弗所

三章十四至十七节所启示的：神格三者同时共存。有些人也许问，神如何能是三，同时

又是一。我的答案是：我不知道。路德马丁说，’凡忽视圣经，自信凭智力足以探讨这

类问题的人，就是神的教师，不是祂的学生了。’神圣三一这事远过于我们头脑所能领

略。我们不该以为我们足能领会这项真理。'三一’这辞是人发明的，圣经中没有出现过。

当圣经启示三一神，总是说到祂与人的关系，以及人对祂的经历。 

 



例如，头一处指明神有复数一面的经节是创世记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按着我

们的形象...造人。’本节不是一则教训，乃是神与人之关系的一个启示。同样，头一处

清楚提起父、子、灵的经节，也不是讲说道理，乃是说到经历。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

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将他们浸入父、子、圣炅的名里。’虽然圣

经中没有直白的道理说到三一，却启示三一神是为着让我们接受祂，并让祂进入我们里

面。既然圣经没有在道理上说到任何与神圣三一有笑的事，我们就不该以为我们能完全

领会祂。我们拒绝形态论和三神论这种异端。我们相信神永远是-，但也永远是父、子、

炅。有些优秀的教师教导三一正统信仰的其中一面，就被指控为形态论者或三神论者。

要防止误会，最好避免人造的神学用辞，如身位'实质和本质，只要引用圣经就好。其他

任何用辞都可被误会或误解。 

 

三一神是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 好让我们经历祂 

我们的目标不是提倡任何道理。然而，因为主在我们当中恢复了这事，我们就无法避免

告诉别人，三一神是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好让我们经历祂。我们的经历印证这项真理。

有些反对我们的人害怕谈到经历，但我们的负担是要帮助人经历三一神这奇妙的灵。有

人反对这教训，是因为许多基督徒坚守他们的传统, 不愿完全回到神纯正的话。结果，

有些人指控我们是异端。所以，我们都要清楚情况，并知道如何照顾新接触的人，向他

们陈明完全的真理。我们的目标不是道理，乃是耶稣的觅证，就是活基督作我们的生命

一凭着祂、在祂罜面、同着祂而活，且让祂从我们活出。我们该借着活出基督而吸引人

并使人信服一这是耶稣的觅证。然而，我们有时候必须向人陈明清楚的真理，以保护人

不被那些声称我们是异踹的人所误导。 

 

 

 

 

 

 

 

 



第四章  召会的内容与地位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圣经中神渐进的启示与彰显 

神的启示是为着祂的彰显。在旧约中，神是逐渐并渐进的启示出来一首先在创世记，然

后在摩西五经其余各卷, 以及历史书、诗歌书和申言者书。到了新约，基督来了。新约

中头一个名字就是耶稣基督（太一 1）一祂是全部四福音的中心人物。使徒行传叙述基督

作为那灵的繁殖与扩展，以及召会的产生。书信说到众地方召会，以赐生命的灵为内容。

在启示录，圣经终极的结束里，我们看见七灵与新耶路撒冷，城中有生命水的河从神和

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浸透那城。新耶路撒冷是神完全且永远的彰显。这是对圣经中神的

启示与彰显的鸟瞰。神在旧约中彰显为伊罗欣与耶和华，在新约中彰显为耶稣基督、赐

生命的灵、和地方召会中的七灵；众地方召会要成为新耶路撒冷一神终极的启示与彰显。 

 

七灵与地方召会 

神圣启示的中心线不是救赎或称义，乃是神的彰显。最终，这彰显将是新耶路撒冷，由

七灵在地方召会中所产生。所以，我们必须将注意力完全放在七炅与地方召会。启示录

一章四至五节说，’约翰写信给在亚西亚的七个召会：愿恩典与平安，从那今是昔是以 e

永是的，从祂宝座前的七灵...归与你们。’这里我们看见地方召会与七灵。我们需要神

开启我们的眼睛。许多人读启示录，但少有人看见七灵与地方召会的重要性，因为这些

事超出人的观念。我们容易找着圣经中说到夫妻、亲子、和邻舍之间正确关系的伦常教

训，因为在我们读圣经以前，有许多这类的事就在我们的观念里。靠着主的怜悯，我们

的眼睛需要得开启，使我们对神圣启示的中心线有深刻的印象。 

 

在圣经中的终极景象一启示录二十一至二十二章的新耶路撒冷一我们没有看见与伦常或

美德生活有关的教训。反之，我们看见神和羔羊的宝座，生命水的河流出来，以及生命

树长在河的两岸。（二二 1~2。）这是中心线，甚至在启示录一章也没有伦常教训，乃有

七灵与作金灯台的地方召会。 

 

 

http://www.rucoc.com/Selbooks/WitnessLeeCollection/1976/24/4.mp3


召会的内容与地位 

神经纶的中心线乃是地方召会为着产生新耶路撒冷。这中心线有里外两面，里面是内容，

外面是正确的地位。在地方召会里面，独一的内容该是七灵。伦常行为，如丈夫努力爱

妻子，不是召会的内容。爱妻子不该出于自己，乃该出于七灵内里的运行和浸透。七灵

在一位已婚的弟兄里面运行，他自然就爱妻子。启示录里没有关于伦常关系的道理教训，

却有七灵作七盏火灯光照并搜寻，以及羔羊的七眼鉴察并搜寻。（四 5，五 6。）我们若

开始与配偶争吵，七炅就会搜寻并光照我们。在地方召会中，没有伦常的教训，却有七

灵作照耀的眼，鉴察、搜寻并光照我们，使我们转向主。我们爱主，自然会爱我们的妻

子，因为主爱她。这不是道理，乃是七炅。 

 

七灵不但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也在召会生活中鉴察、搜寻并光照我们。最近我们在安

那翰盖造会所。市府检查人员预期工程会进行得很缓慢，因为在他们处理过的其他基督

教团体里，总是有许多不和。然而，因为我们被七灵充满，我们盖造会所就没有任何争

议。虽然作工的人还不是完全被变化、属灵并属天一他们有不同的意见一但当他们想要

发表意见时，七灵就在他们里面运行以保守一。运行并作工的七倍加强之灵，是召会的

内容。 

 

作召会内容的七灵，在启示录二至三章里乃是作为说话的主和说话的灵运行。那里的七

封书信，每一封起头说话的都是主，（二 1|8，12，18，二 1，7，14，）但每封书信末

了，向众召会说话的乃是那灵。（二 7，11，17，29，三 6，13，22。）这指明说话的主

就是说话的灵。在启示录里祂是活的灵，嘱咐祂的召会要留意一件事一不是知识、教训

或道理，乃是神照耀、审判、搜寻并注入的七灵，就是召会的内容。召会的内里一面是

七灵作内容，外在一面是召会的地位，就是在每个地方一的立场。我们需要在所在的城

市里站住为独一的召会。每个城市里只该有一个召会。主在一章一节嘱咐使徒约翰，将

启示寄给七个召会，然后祂说出七个城市的名称。七个召会等于七个城市，这指明在每

个地方一的立场乃是召会正确的地位。今天主的恢复受批评，主要是在这两件事一那灵

与召会的立场。这是仇敌狡诈的攻击。批评我们的人不知不觉受到那狡诈者的煽动，因

为那狡诈者知道主要恢复召会的内容与地位。任何事物若失去内容与地位，就会变得空

洞且毫无意义，召会也是如此。今曰基督教的内容一团糟，并且没有地位；只有分裂与

混乱，没有标准或管治原则。在主眼中，组织的基督教不是召会。祂在那种宗教体制里

无法成就任何事。这就是为什么主需要恢复。 

 



我们都需要看见召会的内容与地位。我们在召会中,不该只是因为我们认为聚会很好，或

因为我们在那里得着帮助。倘若聚会好，并且我们在那里得着帮助，那是非常好；被这

些事吸引也很好。然而，我们终究需要看见，神的定旨是要得着一班信徒，有祂的七灵

作他们的内容，有一的立场作他们的地位，以实行正确的召会生活。这样神就会得着祂

终极的彰显。有时候聚会也许不是非常高昂，有时候我们也许没有得着我们所渴望的帮

助。所以，我们留在召会中，不该根据聚会的光景，或我们所得着个人的帮助。反之，

我们在地方召会中聚会，应当是因为地方召会是今天七灵运行的所在，并且是一班爱基

督的人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实行召会生活的地方。 

 

主要是对不信者讲说 

我们要祷告求主捆绑反对，使天空晴朗，叫真理得以广传，但我们必须谨慎，不要把太

多注意力放在反对者身上。许多时候，仇敌若无法拦阻我们，他就会过度的把我们推向

一个方向。所以我们要儆醒，不要被他误导，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反对者身上。事实上，

反对者没有我们所以为的那么多，他们的冲击也不像我们所以为的那么广泛。 

 

我们向外拓展福音，主要该向不信者讲说。我们不是分门别类，但许多基督徒已经被关

于主恢复的消极话语所破坏。行传十三章指明，使徒无论去那里，都先在会堂里向犹太

人传讲。（5，14。）福音先传给犹太人，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罗一 16，）但犹太人

大多反对福音。他们的反对迫使使徒保罗转向外邦人。至终，借着使徒的职事在外邦世

界所建立的地方召会，主要不是满了转向主的犹太人，乃是满了外邦信徒。甚至今天召

会中的情况也是如此。就像使徒将他们的职事从神的选民转向外邦人，我们也不该把注

意力放在许多反对我们的基督徒身上，乃该放在未信主的人身上。我们需要有负担，每

天为着福音的缘故接触人。在召会生活中，我们不该有太多聚会，以致圣徒每周没有一

个或更多晚上去接触人。我们需要多有个人和团体的祷告，求主赐给他，看出他不对, 

放弃反对，就不垓在他身上花更多时间或注意力。反之，我们该接触新的人，在’处女

地’撒种。我们若这样作，就会发现有许多人，甚至在基督徒当中，并没有被笑于我们

的消极话语所破坏。所以，我们不该愚昧的向毫不知情的人散播反对。虽然已往我曾鼓

励圣徒为着遭受反他的事祷告，但现今我们需要受平衡, 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接触新人。

我们一些新接触、有正面作用的人。为此，我们主要该接触不信者。这地像有许多鱼的

大海。我们若无法捕到一种’鱼’，就该试试另一种’鱼’°我们也许迈见某位坚决反

财的人。我们对他说了一点话以 

 



第五章  主的恢复所遭受的反对 

         上一篇  回目錄     

主在地方召会中的见证，最近扩展到五个新城市。在召会历史中，每一个世纪里，每当

主有恢复，总会有反对。改教是主恢复的第一步，路德马丁就面临许多反对。我们不该

以为，今天主的恢复会不同。原则上，一直都是这样。反对、批评、以及反对者所捏造

的虚假谣言，对我不是新事，因为我在中国大陆事奉主约二十年，这些事都见过了。从

那时起我就领悟，只要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面临反对就是在意料之中。事实上，倘若没

有反对，或许就指明我们不再在主的恢复里。只要我们在这恢复里，今日基督教的潮流

就会反对我们。 

 

最近，一位受过神学院训练的基督教讲员和著者，经过我们在安那翰的会所，看见有些

反对者拿着负面的标语站在外面。那引起他的兴趣，他就进来。我们谈得很愉快，并且

他也取得我们许多书刊。反对这职事的人，都在无意间激起人对这职事的兴趣。这常常

发生在我们身上，包括在中国、香港和台湾。一九五八年，倪柝声弟兄和我在香港举行

特会。一天晚上，倪弟兄和我离开会所时，看见有人站在大门前分发反对倪弟兄的传单。

他们甚至给倪弟兄一张。倪弟兄和我相视微笑，没有说什么。这样的事也发生在使徒行

传；使徒保罗无论在哪里得胜的说话，都有些人要挑起反对。因此，反对是印证主见证

的得胜。我们若什么都不是，没有人会反对我们。我们遭受反对，因为主的见证是得胜

的。美国是自由之地。这个国家的先祖来到这地，逃避宗教的反对，而得以生活在自由

之地，照着良心而敬拜。然而，可惜的是，今天在美国的宗教人士，并不是那么宽宏的

保守这种自由的风气。每个人都该能在清洁的良心里照着他们的领会事奉神。然而，我

们曰复一曰遭受反对。最近主差遣我们去安那翰，这激起更多的反对。在某种意义上，

我同情反对者，因为我们的见证自然而然否定了他们的地位。即使我们没有说到任何关

于别人的事，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作主见证的这个地位，自然而然废除了所有别的地位。 

 

我们出去接触人时，可能遭迈反对。有些反对者是知识渊博且能言善道的人。我们中间

年幼的人和新人也许会被他们的言论影响，而怀疑主的恢复。所以，我们都需要清楚，

主在这个国家，在祂的恢复里所作的每件事，在远东都已经行之有年。不但如此，我们

确信我们是在主够上时代的恢复里，因为已过五十年间，主将许多亮光倾倒在我们当中。

中国哲学与圣经完全不同。 

http://www.rucoc.com/Selbooks/WitnessLeeCollection/1976/24/5.mp3


大多数有学问的中国人不在意佛教，却尊重孔夫子的伦常教训。这伦常的思想专注于人

性，而忽视神圣的事。一九二◦年代，主在那个异教国家开始祂够上时代的恢复。从那时

起，来自诸天的光临到了这恢复。今天倪柝声弟兄的职事是普及四方的。在二十世纪的

前四分之一，有许多积极属灵的人事物出于英国，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英国就没有

出什么具重大属灵价值的书籍。同样，近年来由美国基督教教师所写的书籍，有价值或

充满生命的也是缺如。十九世纪许多基督教的刊物很有价值，但今天在西方的出版品中，

找不着有分量的，好像没有光似的。然而在主的恢复里，光一直在照耀。这有力地指明，

我们是在主够上时代的行动里。 

我通常不在意反对，但最近我读了好几个月前人给我的一些材料。其中的理论是幼稚的，

透露出作者的无知，并且错误的陈述我的职事。那些言论本不值得我们留意，但因着有

许多人因这样的反对而灰心，我们就必须发言并出版小册子，以清理局面。因为主在这

恢复里正将新的光照耀在祂的话上，所以我们有些教训未曾出现在传统基督教教义的文

献中。为这缘故，有些人会说我们的教训是异端。然而，问题并非我们是异端，乃是别

人在黑暗里。倘若圣徒听见反对的话而不明白，他们不必觉得困扰，乃该与召会中领头

的人交通。主恢复里的真理是高超且深奥的。别的基督教书籍中没有相同水平的真理。 

 

例如，一九二六年，我受弟兄会教师教导，出埃及二十五章里的灯台预表基督是世界的

光，但从未有人告诉我灯台之启示的终根完成在启示录呈，那里灯台的七灯表征神的七

灵-也就是羔羊的七眼。（四 5，五 6。）这表明以认识主话闻名的弟兄会，不但缺少我

们今天在这恢复里所有对主话语的启示，也缺少认识。在主恢复里的真理是新近才在圣

经中发现的，因此无可避免的与传统基督教教训不同。我承认在主恢复里的说话，所供

应的不同于今日的基督教，但并不意味它是异端。反之，许多反对的教训才是异端。 

 

例如，有些基督教教师因为否认子就是父，以及主就是那灵，（赛九 6, 林后三 17，）

就了三神论者。许多反对者信有三位神，却不敢承认。许多人也持守两位圣父的观念一

除了神格的父, 照他们对以赛亚九章六节的解释，他们相信还有另一位圣父。他们也信

有两位赐生命的灵，因为他们说，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里赐生命的灵不是神格的灵。这

是异端。对于主的恢复，特别是对于三一神与召会，我们要清楚。我们都要接受负担为

此祷告。这不是小事。在五个新城市里的见证如何，取决于两件事:我们的祷告和青年弟

兄姐妹对主恢复的异象。我们必须祷告，并帮助年轻的人充分认识主的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