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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世界局势最近的改变， 

与主今日在祂恢复中之行动所需要的适当方向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以西结书一章十五至十六节，但以理书二章三十四至三十五节。 
 

在本章，我们有负担来看世界局势与主行动的方向。这负担可用以下四句话来表达： 
 

（一）惟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但十一 32。 
 

（二）主恢复里的真理需要传遍全地－参太二四 14。 
 

（三）你们要去教导万民－参太二八 19。 
 

（四）那些去施教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参罗十 15。 
 

在一九九一年三月以前，我没有想到主的行动要有一个新的方向，但在联合国联军与伊拉
克战争之后，我得了深刻的印象。最近这一次与伊拉克的战役，只打了四天又四小时，总共一
百个小时。在那次战役之后，我重新思考世界的局势。我们必须思考主现今要我们作什么。主
今日在祂恢复中的行动，需要有一个适当的方向，来配合世界局势最近的改变。 

 
最近几年，当我们为了照神命定的路实行召会生活而有所改变时，世界也在改变。因

着现今的世局，主今日在祂恢复中的行动需要有一个适当的方向。我们不该认为世界局势
最近的改变是毫无意义的。主不仅是宇宙的创造者，也是全世界的掌权者。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学了这个功课，他知道自己不是这地的掌权者，那在诸天之上独
一的神才是。（但四 28～37。）在地上有诸天的掌权，世界局势所发生的每件事都是出
于主的。当我们看到今天世界局势的许多改变时，我们应当醒过来。我们的眼睛需要被开
启，我们应该运用我们的灵说，「主，在这一切改变之中，你的用意是什么？与我们有什
么关系？」 
 

一个历史的事实－世界局势总是主在地上行动的指标 

 
世界局势最近有了许多重大的改变。世界局势总是主在地上行动的指标，这是一个历

史的事实。有人说圣经是犹太人的历史。然而，这种领会并不完全正确。说圣经中的历史
是以以色列为中心是对的，但圣经不只是犹太人的历史，圣经乃是神经纶的历史。以色列
一直是神在地上完成祂经纶的中心。神不只关心犹太人的历史，祂更关心祂在地上正在完
成的经纶。祂经纶的完成与世界的局势很有关系。 

 
创世记十章记载在洪水之后，地上的列国如何分裂。（参创十 32。）这些列国乃是由

有野心的人所建立的，但并不是那么显著。然而有一天，主自己建立了一个国，就是以色列
国。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美地。之后，神使用大卫建立了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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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国，他击败了仇敌，建立耶路撒冷城，并为建造圣殿，作为神在地上的家作准备。大卫的
儿子所罗门建造了圣殿；以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进来，毁灭了以色列国。 

 
但以理二章记载尼布甲尼撒作了一个梦，但以理讲解了这梦。在这梦里有个大人像，人

像的金头表征尼布甲尼撒和他的巴比伦帝国，银的胸膛和膀臂表征玛代波斯帝国，铜的肚腹
和腰股表征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帝国，铁的腿和脚表征罗马帝国，这像的脚是半铁半泥的，
表征罗马帝国倾倒之后，基督第二次来临之前的列国。这像给我们看见地上的四大帝国及其
政权。事实上这是一个预言，说明主为着完成祂的经纶，所主宰安排之人类政权的历史。 
 

在新约时代开始之前，该撒犹流征服了巴勒斯坦地区。后来他的养子亚古士督在主前二
十七年成了罗马帝国第一位正式的该撒。神为着完成祂新约的经纶，大大使用了这个帝国。
基督是在亚古士督的时候出生的，也是在罗马帝国时代被钉死的。若没有罗马帝国，基督就
无法照着旧约预言的细节而出生，基督也无法照着旧约预言的细节，死在十字架上。基督的
生与死都是借着罗马帝国而得以完成。罗马帝国一成立，那就是一个指标，显示神要直接作
一些事，来完成祂新约的经纶。 

 

罗马帝国也征服了整个地中海区域，把地中海周围的列国带到罗马帝国政权的控制之
下；希腊文成了他们共同的语言，并且罗马帝国到处兴建公路，使旅行方便又安全。这是
为着基督死而复活之后福音的传扬作准备。 
 

召会历史也给我们看见，世界局势是主在地上行动的指标。路德马丁的改教得到德国
政府大力的帮助和加强。后来在世界的历史中，西班牙成为世界强国。但在十六世纪英国
兴起，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这限制了天主教的传播，并使福音真理得以扩展。在英国
的影响之下，福音传遍了全地。 
 

今天主需要祂恢复里的真理被传到全地。美国这块哥伦布所发现地上最后的大陆，正
为主使用来为着祂的恢复。这也是在主的主宰之下，为着完成祂新约的经纶。为着更详尽
的看见世界局势与主行动之方向的关系，我建议你们读「世界局势与神的行动」一书。在
这本书里，我题到主的恢复是主终极的行动，并且美国将成为地上最后的强国，为主使用
来完成祂的行动。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就一直观察世界的局势。我花了一生的时间，以历史为
帮助来研读圣经。一九六二年我开始在美国为着主的恢复尽职事，那时我向一些弟兄们指
出关于世界局势的三件事。第一，我告诉弟兄们，西方世界活动的中心至终会转到太平洋
地区。过去西方的文化是以地中海为中心，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开始扩展到大西洋。
我告诉弟兄们将来会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第二，我向弟兄们题到，加州至终要成为美
国主要的州。那时纽约是最重要的州，称为帝国州。第三，我告诉他们，财经活动原以东
岸为中心，要逐渐转移到以西岸为中心。二十九年前我告诉弟兄们这三件事，现在这些事
也都发生了。 

 

最近洛杉矶时报有一篇报导，说到世界主要的活动，如何已经从大西洋转到太平洋。
这篇报导题出许多统计数字来证明这点。它特别指出远东和美国之间有大量的贸易，这贸
易比美国与大西洋对岸各国之间的贸易多百分之五十。美国是这地上为着实现神经纶最终
的强国。今天我们是在主为着完成祂新约经纶之恢复的最后阶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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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中套轮－主在我们行动里的行动 

 

以西结第一章里最大的启示乃是轮中套轮。（结一 15～16。）我们所出版「以西结
的异象」一书，说到这个启示。（见该书第七篇。）轮是为着行动。主的行动和我们的行
动都是以轮来表征。轮中套轮就是主在我们行动里的行动。神的子民行动，神就行动。若
是神的子民没有行动，神也就无法行动。 

 
世界当前的局势 

 

欧洲已经形成一个局势 

 

我们的眼睛需要被开启，看见世界当前的局势。今天欧洲已经形成一个局势。最近从英
国到法国，已经有一条隧道，贯通英吉利海峡。英国和法国都是欧洲共同市场的成员。欧洲
共同市场是由十二个国家组成，这些国家至终会有共同货币。并且这些国家的人至终会有共
同的护照，使这些国家之间，旅行非常便利。 
 

圣经预言将有十国在敌基督之下，在欧洲复兴的罗马帝国里联合在一起。（启十七
12。）欧洲共同市场非常类似那要来的国。这共同市场里的各国将有共同的语言，可能就是
英语。 
 

苏俄已经形成一个局势 

 

欧洲的国家已经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局势，苏俄除外。在今天的世界里，苏俄已经形
成一个局势。 
 

阿拉伯国家已经形成一个局势，与以色列作对 

 

阿拉伯国家已经形成一个局势，与以色列作对。神的心是要建立以色列，但阿拉伯国家
的计谋是要毁坏以色列。借着最近在中东与伊拉克的战争，以色列受益，反对的阿拉伯国家
已经被压下去。这四天四小时战争的结果，是叫以色列受益。美国保护以色列，甚至恳求以
色列不要参战，由美国来争战。这种情形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远东国家已经形成一个局势 

 

远东国家也已经形成一个局势。台湾、日本、韩国完全忙于赚钱，他们大部分的钱都是
借着与美国的关系而赚得的。 
 

美国成为一个特别的局势，与每一个局势，特别是与以色列，都是友好的 
 

美国成为一个特别的局势，与每一个局势，特别是与以色列，都是友好的。 
 

当前世界局势的影响因素 
 

美国在财经、政治、和军事上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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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需要指出当前世界局势的影响因素。今天是谁在推动整个世界？首先，美国是在
财经、政治、和军事上领头。在与伊拉克的战争中，美国所使用的武器和战略都是新的。在这
四天四个小时的战争之后，全世界都被美国说服并征服了。苏俄一直是与美国竞争的第二强国。
但苏俄今天正陷于可怕的经济危机，他们在恳求经济援助，好购买粮食。 
 

欧洲在财经、政治、和军事上合作 

 

欧洲是当前世界局势的第二影响因素。欧洲在财经、政治、和军事上与美国合作。特别
是英国，领头在凡事上与美国合作。 

 
远东主要在财经上合作 

 

远东是第三个影响因素。远东的各国主要的是在财经上与美国合作。特别是日本，在
她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上赚了大钱。台湾和韩国在这一面也大为受益。台湾、中国大陆、香
港、新加坡、以及海外华侨可视为「五个中国。」这些地区的人主要关心的是经济上的发
达。 
 

主的恢复当前的扩展 
 

开始于远东且正在那里成长 

 

主在我们中间的恢复，乃是约七十年前借着倪弟兄开始的。俄国革命带进共产主义，
也开始于约七十年前。俄国的沙皇制度被列宁带领下的共产主义取代了。约在同时，中国
的第一个地方召会在倪弟兄的家乡成立。今天共产主义已被证明是失败的，但实行的召会
生活的恢复仍然兴旺。主在我们中间的恢复开始于远东，且正在那里成长。 
 

被带到美国，且在美国生根长大 

 

一九六○年初，恢复被带到西方，进入英语世界。这恢复被带到美国，并且在那里生
根长大。在过去二十九年，借着英语，主的恢复扩展到各大洲。今天在圣经神圣真理的事
上，整个世界向着主的恢复是敞开的，因为人都渴慕神圣的真理。 
 

在欧洲仍是在创始阶段 

 

最近有几位弟兄到东欧和苏俄，他们见证那里的人对神圣真理的敞开和极大的饥渴。
他们访问东德的一个城市，发现一个团体，约有六百个从苏俄移民到那里的人聚集。这些
俄国人与弟兄们说到六本我们正要用俄文出版的书，其中有两本是倪弟兄的著作－正常的
基督徒生活、和属灵人，四本是我的著作－生命的经历、生命的认识、神的经纶、以及神
新约的经纶。他们告诉弟兄们，若是有这些书，他们可以很快的分送出去各一百万本。这
给我们看见那里的人对真理的饥渴。在此我请一位去过东欧旅行的弟兄，将他在那里所看
见的，向大家作见证。 

 

见证：我有一个特别的机会，花了十天在瑞士和德国，特别是在德国的东部。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东德基本上对一切西方的影响都是关闭的。我们觉得那真是一个蒙保守的地
方。共产制度除去了一切在宗教方面不是真实的事物。那里的人为了持守他们里面任何为
着神的东西，并与基督徒相聚，实在是付了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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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此行的目标，特别是要看看大学里的情形。我们花了三天的时间在三个校园里。这
些校园是在来比锡（Leipzig）和柏林。我们发现，特别是在基本上未受西方影响的柏林东
区，年轻人都蒙保守，对我们所说的一切非常敞开。他们有些人从来没有见过美国人。那三
天里，我们花时间到校园的餐厅接触学生。那些学生和我们坐在一起，我们向他们讲说福音
的真理。 
 

在那里作大学生不是一件小事。那些学生从年幼就受栽培，知道他们要上大学，所以
他们满脑子都是这件事。这些在大学里的的年轻人，都是最有才干的。他们非常认真，看
见自己有光明的前程。他们渴望听见西方的每一件事。和我们谈话的第一批学生是主修英
文的。虽然我们可以用德文「人生的奥秘」这本册子彼此交谈，但他们用在学校所学的英
文更能明白。我开始给他们看见人被造有三部分。他们是第一次看见那一幅三个圆圈的图
表，说明三部分的人，并看见他们被造有人的灵来盛装神。我和他们分享经过过程之三一
神进到三部分人里的这个图。他们完全专注于这一点。到了一个地步，有个女孩说，「你
必须告诉我们更多有关圣经的事，我们对圣经一无所知。」这说出我们在那里和他们交通
时的气氛。在来比锡有几位学生就在餐厅那里和我们一同祷告。我们计划继续与他们接触。 

 

来比锡的情形是特别的，因为那里受西方的影响极少。我们问那里的学生，有关一些
从西方到那里读书的人。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从未听过那样的事；甚至有些行政人员希奇
为什么有人要到那里读书。最近一年，我们所访问的这一所在来比锡的大学，失去了许多
学生，因为他们得到了机会到西方去读书。我要再说，我们觉得这是一种蒙保守的情形，
为着主在那里的行动。 
 

我们在柏林时，看见有较多西方的影响。在我们所接触的人中，我们看见较多的宗教
和哲学。但整体而言，我们觉得那里基本上需要的是劳苦的人。若是有人能在那里讲说真
理，就像我们这次短时间在那里所作的，主就能有所得着。我们所接触的人中，有些说他
们是受教育成为无神论者。他们对神毫无所知，从来没有圣经。圣经真理对他们而言是全
新的。 

 

我们在那里只接触到一位是参加过基督教活动的。有一位我们所接触的学生，拿着一张
得来的简单的福音单张，但从未有人带领他归主。种子已经种在他里面，但还没有收成。弟
兄们要他一起祷告，他很敞开的和弟兄们一同祷告，接受了主。 
 

在我们所访问的地方，少有基督教的活动。我们的确看见一件事，就是共产主义所留
下属灵和物质的虚空。因着一切都属于政府，人们就没有动力去保有任何东西。那里有一
揰气氛，就是物质匮乏，生活无望，里面虚空。我们所接触的学生都渴慕认识真理，想要
认识神。 

 

借着我们在来比锡与那些人的接触，大约有八位接受了主。弟兄们在柏林接触一位讲俄语
的女士，结果她受浸了。她是我们在东柏林的第一个果子，她与弟兄们祷告接受主之后，又邀
请弟兄们到她家吃晚饭，就在当晚他们给她施浸了。这的确印证当地敞开的情形。 

 

以上的见证是印证主的行动在欧洲有了敞开的门。我们也听说东欧和苏俄有许多人，只接
受倪柝声和李常受的著作。他们说，如果我们送给他们上百万本我们的著作，他们会分送出去。
世界的那一部分对真理极度饥渴；有些人甚至请求弟兄们打发人去教他们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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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恢复在达东和美国正在成长，但在欧洲仍在创始阶段。我们要记住，美国、欧洲
和远东是当前世界局势的三大影响因素。主的恢复已在美国和远东生根，但在欧洲仍是一
片空洞。因这缘故，主当前恢复的方向必须向着欧洲而去。在欧洲的恢复仍然是在创始的
阶段。 

 
欧洲的重要 

 

欧洲在其地理位置上，在其人民上，在其历史文化上，并在其能力的度量上，对当前
世界的局势都是极重要的 
 

现在我们要来看欧洲在两件事上的重要性。首先，欧洲在其地理位置上，在其人民上，
在其历史文化上，并在其能力的度量上，对当前世界的局势都是极重要的。 
 

在但以理二章大人像之异象的终极应验上，欧洲也比任何其他国家和种族都更为关键和
重要－砸碎大人像的两脚，就是砸碎整个人的政权 

 

再者，在但以理二章大人像之异象的终极应验上，欧洲也比任何其他国家和种族都更为
关键和重要－砸碎大人像的两脚，就是砸碎整个人的政权。（但二 34～35。）我们已经指
出这大人像在预言上预表什么。头、胸膛和膀臂、肚腹和腰股、以及腿所表征的历史时期都
已经应验了；但是十个脚指头还未应验。按照启示录十七章十二节，十王要在大灾难之前，
在复兴的罗马帝国里兴起来，他们要与敌基督成为一，反对神并逼迫神的子民－犹太人和信
徒。这十王被比作尼布甲尼撒梦中所见的大人像的十个脚指头，（但二 42，）他们和他们
的国都要服在敌基督之下。（启十七 17。） 

 

西方文化是由希伯来宗教、希腊哲学、和罗马政治所组成的。罗马政治持续在西方文
化中，而圣经预言罗马帝国要复兴。但以理二章之大人像的十个脚指头所预表的十王，要
服在敌基督之下；敌基督将是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该撒。（见恢复本启十七 10～11 与
注。）这一切都要发生在欧洲。 

 

当主来砸碎人的政权时，祂要砸碎两脚连同十个脚指头。这要把整个人像，从脚到头砸
碎。但以理二章三十四至三十五节说，「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
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铁、泥、铜、银、金，都一同砸得粉碎，如同夏天禾场上
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基督乃是那
要砸碎大人像之两脚的石头，这就是砸碎整个大人像，就是整个人的政权。 

 

我们需要看见这事，作为明白主心意的基础。在人的政权被砸碎之前，主的恢复必须
扩展到欧洲，并生根在那里。主恢复之真理的扩展，要预备主的回来，好带进以色列和整
个创造的恢复和复兴。 
 

在今天世界局势的三个影响因素中，远东和美国已经被主的恢复所占有并得着；欧洲却
仍然需要主的恢复在那里生根并长大。我希望大家将这交通带到主面前祷告。我们该对主说，
「主，这些日子是这时代的终结；主，在这些日子里重新挑旺我对你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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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为着主的恢复和复兴，需要传布神圣的真理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至十六节，使徒行传八章二十七至三十七节，希伯来书  
五章十一至十二节，九章一至十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至十六节。 

 

在第一章里，我们看见世界局势最近的改变，与主今日在祂恢复中之行动所需要的适
当方向。在本章里，我们要来看为着主的恢复和复兴，需要传布神圣的真理。盼望借着这
交通，我们的心会被摸着。 
 

有些基督徒或许说到扩展福音的需要，但在本章里，我要着重于神圣的真理。圣经不
仅向我们揭示狭义的福音，更向我们揭示整个神圣的启示。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
音、和约翰福音称为四福音。这四福音说到许多事，都是今日基督教所忽略并失去的。当
我说「神圣的真理」时，我乃是指神新约的经纶，也就是福音。 
 

保罗称他所写整卷十六章的罗马书为「神的福音。」（罗一 1。）罗马书里神的福音，不
仅包括头四章因信称义的真理，也包括十二章基督的身体，和十六章的众地方召会。甚至众地
方召会也包括在福音里。若没有召会，那里有福音？按照我的经历，若没有召会，福音就非常
缺欠可怜。事实上，整本新约，从马太福音第一页到启示录最后一页，就是福音。新约这福音
乃是由旧约所预表。因此，我们可以说，福音事实上乃是包括整本圣经。 

 

神已经在圣经里说了话，祂今天仍然在说话。圣经是神已往说话的记录，但神并没有
停止说话。她今天在子里仍然说话，（来一 2，）并且祂的儿子在祂的众仆人，也就是在
祂身体的肢体里说话。（参林后十三 3。）祂在祂众仆人里的说话就是神的福音，这福音
包括一切的神圣真理。 
 

神是借着说话行作万事的。创世记一章给我们看见，神的说话就是祂的工作。神说，
要有光，就有了光。（创一 3。）说话乃是神的工作。在约翰五章二十五节主说，「我实
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
了。」按照以弗所二章一节、五节，和歌罗西二章十三节，这是指那些在灵里死了的人。
因此，这一节所说的「活，」意思是在灵里活。这给我们看见，甚至救恩也是由神的说话
完成的。 
 

我们的传讲是来自神的说话。我们不是传我们的话，乃是传祂的话，使祂得以说话。祂
说话，就有了旧造。祂说话，就有了新造，就是在基督里的信徒。希伯来一章一节说，神已
经说话了。不仅如此，神在基督身体的每一个肢体里仍然说话。基督身体的每一肢体，都是
神说话的出口。这就是为什么林前十四章三十一节说，我们都能申言。在这一节的「都」字，
也包括姊妹。（林前十一 5，徒二 17～18。）我们既是基督身体的肢体，我们都能为主说话，
也应当为主说话。主的恢复乃是借着为祂说话的人扩展的。在一九六○年代早期，主的恢复
借着神圣的说话来到了美国。 
 

神当然已在圣经里说了话。在人类中间产生最大的东西就是圣经。虽然神在圣经里说了话，
人却不明白祂所说的。大约三十年前我来到美国，我就开始说到人的灵。不论我在那里说到这
件事，人们都告诉我，他们从未听说他们有灵。神在圣经说过祂为人造了灵。撒迦利亚十二章
一节说，主铺张诸天，奠立地基，造人里面的灵。对神而言，人的灵就像天和地一样的重要。
天、地、人是这宇宙中三个重要的项目，而人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人的灵。提后四章二十二节说，

http://www.rucoc.com/Selbooks/WitnessLeeCollection/1991/1/2.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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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主与你的灵同在。」这是圣经里的一节经文，但有谁明白？多年前就有许多人告诉我，如
果我没有说到人的灵，他们就绝不会知道他们里面有灵。帖前五章二十三节很强的给我们看
见，人有灵、魂、体这三部分。但没有多少人教导三部分的人这个启示。 

 

我们说过了很多有关神的经纶。经纶这辞的希腊原文是 oikonomia，奥依克诺米亚，
在新约里也译为安排或管家职分。在以弗所书里，这个希腊字在一章十节，三章二节，和
三章九节共用了三次。但是在主的恢复之外，有谁教导、传讲、或解释圣经中神经纶的真
理？人们可能教导丈夫爱妻子，妻子服从丈夫，但有谁知道神的经纶和神的分赐是什么？
这再次给我们看见，神在圣经里说了话，但人对神所说的明白得不多。 

 

许多基督徒从圣经得知，神是创造宇宙和人的独一之神。他们知道人成了堕落的罪人。
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差遣祂的儿子，借着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们。祂流血使我们得蒙救
赎。但有谁知道为什么我们得蒙救赎？许多人以为我们得蒙救赎上天堂。很少人照着圣经里
的神圣启示，知道我们得救赎的目的。 
 

甚至「教会」（church）这个译自希腊文 ekklesia（艾克利西亚）的辞，也被人误解
了。许多人以为教会就是一座有高塔的建筑物。有些人教导人说，他们既是神的儿女，就应
当行事规矩，讨神喜悦，荣耀神，并使神欢喜。他们如果这么作，就会上天堂。否则，他们
就会灭亡。这种教训完全是错误的，也不合圣经的。他们宣告说，积极的思想会使人发财。
今天也有许多的教训，说到如何有美满的婚姻。 

 

我交通这些事，是要说明今天在基督教里缺少神圣的真理。我很有负担，要看见主恢复
的真理扩展到全地。今天在基督教里所讲说的，有许多是肤浅的，甚至是迷信的。圣经已经
卖出了数以百万本，但有谁充分正确的知道圣经所说的是什么？约翰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
灵；敬拜祂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但有谁知道在灵和真实里敬拜的意思是什么？神已
经在圣经里说话了，但有谁明白祂真正说了些什么？ 
 

在圣经里的神圣启示－圣经的文字 

 

现在我们需要来看，主将神圣真理赐给我们的步骤。第一，我们有在圣经里的神圣启
示－圣经的文字。（提后三 16。）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 
 

圣经的翻译－主耶稣对人说话时所用的旧约圣经，不是原文，乃是希腊文翻译，就是
七十士译本 
 

为要得着神圣的真理，就需要有圣经的翻译。神已经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说了话，但
祂所说的需要正确的翻译，甚至主耶稣对人说话时所用的旧约，也不是原文，乃是希腊文
的翻译，就是七十士译本。这译本乃是将希伯来文旧约译为希腊文，完成于基督出生前约
三百年，是由七十位犹太学者翻译的；主耶稣和早期的使徒曾多次引用其中的话。翻译圣
经是一件大事。圣经若没有翻译成许多种语言，大多数人就无法读它。 
 

圣经的解释 

 

除了翻译圣经之外，还需要有圣经的解释。（徒八 27～37，来五 11～12，九 1～10，特
别是 5节，提后二 15，彼后三 15～16。）比如说，谁能解释但以理十一章三十二节所说，惟独
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指称马克比族的犹太英雄。他们击败了安
提阿克以比凡尼。安提阿克以比凡尼是要来之敌基督的第一个预表。但以理十一章三十二节的
话，乃是对马克比族说的，鼓励他们击败安提阿克，刚强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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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传八章有一段腓利遇见埃提阿伯太监的故事，说明了解释主话语的需要。这太监来
耶路撒冷敬拜，正要回埃提阿伯去。当腓利贴近他车子时，他正在念以赛亚五十三章。腓
利听见他在念，就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么？」（徒八 30。）太监说，「没有人
指引我，怎能明白？」（徒八 31。）对有些人而言，以赛亚五十三章可能是易懂的，但
对那位太监而言，却是很难懂，这给我们看见，圣经若没有正确的解释和阐明，人们就无
法明白。 

 

有些人说，他们不需要生命读经，他们只要读纯净的圣经。但人若单单读圣经，而没
有正确的解经，他们对圣经的许多部分，就不能明白。保罗在希伯来书里说，关于麦基洗
德作基督的预表，他有许多话要说，但这些是难以解明的，因为希伯来人听觉迟钝。他告
诉希伯来人，他们那时已经该作教师，可是在明白圣言的事上，他们仍然是婴孩。（来五
10～13。） 

 

在希伯来九章，保罗说到头一层帐幕，就是圣所，以及第二层帐幕，就是至圣所，二者
象征两约。头一层帐幕，就是圣所，表征旧约是预表，（来九 1～2，6，8～10，）第二层帐
幕，就是至圣所，表征新约是实际。（来九 3～5，7～8，10～12。）在九节保罗说，在八节
所题的头一层帐幕乃是现今时期，就是新约时代的一个表征，预表。头一层帐幕，就是圣所，
乃是旧约的象征，同时也是新约时代的预表。若没有保罗的指引，我们怎能明白头一层帐幕
预表新约时代？甚至在今天，没有多少人知道头一层帐幕是新约时代的预表。（关于这个真
理若要得着更多的帮助，请看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第三十九篇。） 

 

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有大量的真理。我们出版了新约全部二十七卷书的生命读经。这是
借着从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六年，每年两次的训练而完成的。生命读经不是取代圣经，反
而是解开圣经，解明圣经，把圣经里追测不尽的丰富释放出来。 
 

最近，我借助于我们所出版的晨兴圣言，在早晨花时间与主交通。我用以弗所六章二十

三节祷告，那里说，「愿平安的与爱同着信，从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与弟兄们。」我问自己，

平安与爱同着信是什么意思。我忘记我的恢复本里，在这节曾写了一个注解，于是我去读那

个注解。那个注解指出，信是接受基督，（约一 12，）爱是享受基督。（约十四 23。）接着

又说，「这里不是信和爱，也不是爱和信，乃是爱同着信，指明我们需要信来配合、支持我

们的爱。爱同着信是必需的。这是这卷论到召会之书信的结语。召会需要在爱同着信里享受

基督，这信是借着爱运行的。（加五 6。）爱是从神到我们，信是从我们到神。借着这爱和

信之间的来往，平安就留作我们的分。」我读这个以弗所六章二十三节的注解，得了很大的

帮助。这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对圣经的解释和阐明。 
 

对圣经的明白－因此，必须借着研读翻译的和解开的圣经，学习神圣的真理 
 

因为圣经已经翻译并解开了，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圣经。因此，必须借着研读翻译的和  
解开的圣经，学习神圣的真理。（提后三 15。）我们需要祷告，「主阿，开我的耳朵，  
使我能听；开我的眼睛，使我能看见。」保罗在以弗所一章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  
示的灵。（弗一 17。）补充本诗歌五百二十五首有一行说，「时刻操练我们的灵，异象  
更清楚。」为了要正确明白翻译并解开的圣经，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我们需要接触神，  
向祂祷告，并谦卑自己，说，「主阿，我什么也不知道。我需要你。」我能见证，当我这  
样来到主的话前，光就在那里，我就能明白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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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圣徒购买了全套的新约生命读经。但有些人把这些书留在书架上，而没有进入其中。
我们必须借着研读解开的圣经，学习神圣的真理。在这些日子里，主需要有人去欧洲和苏俄。
欧洲和苏俄正在遭受神圣真理的饥荒。如果我们对主的恢复认真，我们必须研读所有我们出
版的书。除了新约的生命读经之外，我们也出版了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
命记、和以赛亚书的生命读经。我们许多人能见证，这些书解开之后，对我们成为新的。我
们必须借着研读对这些书正确的解释，而学习其中的真理。 

 

按照行传八章所记载的，我们盼望有许多圣徒移民到欧洲；那时门徒从耶路撒冷分散
到各处，而使徒们仍然留在那里。我盼望有许多人去欧洲，教导圣经。一些在欧洲有心寻
求的人，要求弟兄们打发人到他们那里，教导他们圣经。这是我们的负担。 
 

我们不该有一种观念，到欧洲去按着老路有大聚会。有负担到那里读大学的年轻人，
可以一个一个的对他们的同学讲说关于神的经纶、神的分赐、基督和召会的真理。我们要
这样的拯救人并得着人。有些人也可以去欧洲就业或作生意。一位弟兄说，在东德有许多
房子很破旧，需要整修。他说对美国的弟兄们而言，最好的职业之一是去那里整修那些房
子。弟兄们在那里工作时，就能接触人，为着主的恢复得着人。预备好自己去欧洲最好之
路，乃是研读我们所出版，所有解开圣经的文字。我们需要学习神圣的真理，然后将这些
真理传布到全地。 
 

解经的历史 
 

圣经有写作和翻译的历史，也有解经的历史。 
 

在教父的时期 

 

圣经写作完成之后，在教父时期开始有了解经。他们开始将关于神圣三一和基督身位的真
理打开。他们对基督身位的研究，称为基督论。到了第四世纪，关于基督的身位和神圣的三一
有了许多争论。第四世纪初期，罗马皇帝康士坦丁大帝，于主后三百二十五年，在奈西亚
（Nicaea）召集了一次大会，解决这些争论。从这一次大会，就有了奈西亚信经。 

 

到了第六世纪末，罗马天主教和教皇制度建立起来了。圣经就被罗马天主教封锁。只
有懂得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拉丁文的天主教圣品阶级的人，才能读圣经。这一段圣经被
封锁的时间，历史上称之为黑暗时期。 
 

在改教的时期 

 

最终，主在十六世纪使用路德马丁打开了圣经的封锁，将圣经从「监牢」里释放出来。  
在这一段改教时期，圣经的解释有了进步，恢复了因信称义的真理。 
 

在英国弟兄们的时期 

 

在英国的弟兄们，于一八二八年在达秘（John Nelson Darby）的带领下，被主兴起。
他领头打开了圣经的解释。他的「圣经略解」对明白整本圣经是极大的帮助。在他的圣经略
解里，他解开了每一卷书的原则。在弟兄们中间也有许多其他伟大的教师。在十九世纪初期，
亮光像洪水一样临到他们。他们出版了许多充满真理的书。主在弟兄们中间释放圣经真理的
行动，持续了大约一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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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的恢复在我们中间开始，直到现在的这一时期 

 

从主的恢复在我们中间开始，直到现在的这一时期，圣经的解释更往前了，有一次倪
弟兄告诉我，因为欧美在主的行动上已经被破坏了，这迫使主往中国去。他说中国那时是
真理的「处女地。」然而，到中国的西教士，从未帮助那里的人清楚得救的证实。得救的
证实清楚的启示在新约里，但因着大多数的西教士不认识这个真理，他们就无法教导这个
真理。主将得救证实的清楚异象赐给倪柝声弟兄，许多人因着他在这真理上的信息，得了
复兴。中国信徒对得救的证实就非常清楚了。 
 

一九三五年倪弟兄在我的家乡烟台，有一次特会，讲到基督得胜的生命。在那时以前，
我们对这个真理不是那么清楚。在一九四○年，倪弟兄解开了有关基督身体和实行之召会生
活的真理。他称此为地方召会实行的蓝图。我带着那个蓝图回到中国北方。结果，在一九四
二年底，在烟台的召会就有了一次大复兴。 
 

解经是从三一神和基督论开始，并且一直继续，如今已达到了新耶路撒冷 

 

在已过大约三十年，主给我们看见的，主要的是神的经纶和神的分赐，终极总结于新
耶路撒冷。在基督教书店里，很难找到任何关于新耶路撒冷的真理。有些人错误的相信，
新耶路撒冷是一座有真金街道的物质的城。我们很难找到有圣经的眼光的人，看见圣城是
基督的妻子，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与经过变化之三部分人的调和。多年前，有位德国作者
特斯帖根（Tersteegen），正确的写过一些关于新耶路撒冷的事。大约六十年前，史百克
（T.AustinSparks）弟兄也写了一些关于新耶路撒冷的事。大约三十年前起，我们开始看
见更多有关圣城的事。 

 

我们出版了许多关于新耶路撒冷的信息。在这些信息里，我们说到许多关于圣城是神
圣经纶和神圣分赐之终极完成的细节。我必须把我们所得的启示归功于倪弟兄。我听他说
新耶路撒冷乃是召会的终极完成。这给了我明白新耶路撒冷的基础。当召会完全得成全并
得建立时，那就是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先要在千年国里小型的出现；然后要在新天新
地里完满的显出，作蒙神拯救之人的终极完成。 
 

在已过的十九世纪，圣经的解释已经借着整个基督的身体得以建立起来了。我们承受了已
过世纪里一切的解经，并且站在前面教师们的肩头上。为此我们必须感谢主。不仅如此，我们
必须感谢主，祂在这过去的几十年给我们看见更多，诸如实行的召会生活，包罗万有、赐生命、
复合的灵，甚至七灵，神的经纶，神的分赐，召会的极终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也就是经过
过程之三一神与变化过之三部分人的调和，为着神永远的显出和彰显。 
 

为着主的恢复和复兴，需要传布解明的神圣真理 

 

今天，为着主的恢复和复兴，需要传布解明神圣真理。我们可以借用罗马十章十四至十
五节，而说，「没有传布的，人怎能听见？传布那解开并解明之神圣真理的人，他们的脚踪
何等佳美！」我们若有负担去欧洲，我们必须昼夜花时间研读我们所出版的真理。然后我们
就会知道什么是主的恢复，我们也会有真正的负担去欧洲教导人。主在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
吩咐我们要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主这里的话给我们看见，我们该有负担前去，教导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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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主的恢复和复兴，需要传布翻译出来、得着解释并解明的真理。主是借着说话，
行作万事。若没有主的说话，就没有主的工作。若没有神圣真理的讲说，在欧洲就不可能
有恢复。在欧洲成千成万的人对这些神圣的真理毫无认识。 
 

传布神圣的真理，会带进主的复兴。按照以赛亚十一章，复兴的来临是因为「认识耶和
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赛十一 9。）我们必须为主说话，好带进
这复兴。若没有人传布神圣的真理，人怎能听见？传布那解开并解明之神圣真理的人，他们
的脚踪何等佳美！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研读这些真理。否则，掀们不够资格去欧洲。我们不该去肤浅的
对人讲说。我们或许对人讲约翰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
一切信入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但人若问我们，什么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可
能无法告诉他们。其实约翰三章十六节可以讲十五篇信息。第一篇信息可以讲神是谁，第二
篇可以讲爱，第三篇可以讲世人。然后我们可以告诉人，神如何将祂的儿子赐给我们。神不
是将祂的儿子从天上投到地上。祂乃是借着成为肉体，将祂的儿子赐给我们。然后另一篇信
息可以说到独生子。至于什么是灭亡，什么是得永远的生命，还有更多可说的。我们可以有
一篇又一篇的信息，讲到约翰三章十六节。 

 

我们不是去那里，按传统的方式向人传讲，乃是告诉他们一切的神圣真理。借着我们
的讲说，有些人会扎实的得救。我们若向他们讲说约翰三章十六节里较深的真理，他们就
永不会忘记这一节。愿主使我们有负担学习神圣的真理，并为着主的恢复和复兴，将这些
真理传布到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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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我们的责任－传布神圣的真理，特别传布到世界极重要的部分去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二十四章十四节，使徒行传八章一节，四节，
以赛亚书六章一节，八节，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 
 

在前一章里，我们看见为着主的恢复和复兴，需要传布神圣的真理，在本章，我们要
来看我们的责任－传布神圣的真理，特别传布到世界极重要的部分去。我们到世界的这些
部分去，目的乃是要供应基督。 
 

在第一章里，我们看见当前世界局势的影响因素。美国在财经、政治、和军事上领头；欧
洲在财经、政治、和军事上合作；而远东主要在财经上合作。我们也看见主恢复的扩展。主的
恢复是在远东开始的，且正在那里长大。主的恢复已经被带到美国，并在美国生根长大。但主
的恢复在欧洲还没有正确且充分的开始。因此极需要有人去那里补上这缺欠。 

 

我们的责任乃是教导圣经，教导真理。圣经当然是神所说独一的话。神已经在旧约三
十九卷书，和新约二十七卷书里说了话。圣经的末了清楚告诉我们，在这神圣启示上，任
何人都不该加添或删去什么。（启二二 18～19。）宇宙中最伟大的，乃是神自己，第二
伟大的，乃是神所说并所写下的话。 
 

我们看见神的话也需要翻译；然后神的话需要解释、解开并阐明。接着，神的话需要  
明白。然后我们就能讲说解开且明白的话。这乃是我们的托付。我们中间职事的文字出版，  
满了按照正确领会之解开并解明的话。圣经乃是神的说话，由那些被圣灵推动，从神说出  
话来的人所写的。（彼后一 21。）圣经从摩西五经到使徒约翰的启示录，历经一千五、  
六百年才完成。然后这本书被基督的整个身体所阅读、查读并研究，历经已过十九个世纪。 

 

我们在前一章里看过，解经开始于教父时代。他们研读关于神圣三一和基督身位的真
理。他们在新约里看见，基督是一个有两种性情的人位。祂在童女里面成孕，但人称祂为
以马内利，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太一 23。）祂具有人性和神性。 
 

我们也指出，在十六世纪，路德马丁反对整个天主教，宣告因信称义的真理。在十九世
纪，主兴起英国的弟兄们，恢复了许多圣经的真理。他们被主使用，解开了关于得救证实的
真理。卡亭佐治（GeorgeCutting）的「救知乐」是他们所出版，关于这主题的有名的小册子。
主在中国行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宣传这真理，使这真理能完全得着恢复。 

 

三十年前，在美国没有人能清楚的说到神的经纶、神的分赐、基督身体的原则、以及
在真正一的立场上之召会生活的实行，以地方召会为基督身体在地方上的彰显。主向我们
打开了这些真理。至终，主给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乃是召会终极的完成。虽然新耶路撒冷
只包括圣经末了二章，我们却出版了许多关于这一点的信息。 

 

从教父时代起，对神圣话语的研读一直继续，历经许多世纪。教父们发现，创世记一章
神的称呼「以罗欣」（Elohim）是复数的。在二十六节独一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
像造人。」这独一的神说到自己时，用代名词「我们。」至终，教父们就用「三一」
（triune）这辞来描述神怎样是三而一的。他们研读神的话，乃是开始于研读圣经起头关于
神的真理。现今我们已经来到圣经的末了，关于新耶路撒冷的真理。圣经的头一个项目是神，
末一个项目是新耶路撒冷。神自己是新耶路撒冷的起头，起源；新耶路撒冷是神的扩大、扩

http://www.rucoc.com/Selbooks/WitnessLeeCollection/1991/1/3.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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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扩增。新耶路撒冷是一个团体的实体，就是神和祂蒙救赎、被变化、得荣耀之子民的
调和。因着新耶路撒冷的真理被打开，圣经如今已经完全被解开了。 

 

对许多走在我们前面的圣经教师，我们非常感激；今天我们是站在他们的肩头上。我们
所出版恢复本圣经里的注解，可说是对新约圣经正确领会的集大成。我们活在这末后的日子
的确是蒙福的。我们因着站在前面许多人的肩头上，所以得着了对圣经领会的集大成。今天
我们比路德马丁和达秘更明白圣经，因为我们承受了他们所看见的真理；并且靠着主的怜悯，
我们站在他们的肩头上，又往前看见了更多。圣经是神所说的圣言，由许多学者所翻译，又
历经许多世纪，被基督的身体解开了。今天对圣经正确的领会，已经收集在我们的著作中，
好让我们研读、学习、并传布神圣的真理。 
 

基督教在神圣真理这事上的情形 
 

天主教是异端的 

 

现在我们要来看基督教在神圣真理这事上的情形。首先，天主教许多的教训是异端和
迷信的。 
 

更正教各公会是肤浅错谬的 

 

更正教各公会的许多真理都是肤浅错谬的。许多在公会里的人使用钦定本圣经。虽然
这是圣经顶好的译本，但说到圣灵，却用代名词「它」（it）。这是很大的错误。圣灵是
神圣三一的三者之一，乃是一个人位。因此，说到圣灵时，该用代名词「祂」（He）。达
秘在他的新译本里改正了这个错误。 

 

新美国标准本圣经是我所欣赏的另一种好译本。但其译者在翻译以弗所四章二十二和二
十四节时，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新美国标准本圣经将这二节译成「将旧自己（the old 
self）摆在一边，」以及「穿上新自己（thenewself）。」译者知道二章十五节是说到召会
是新人，但在四章这里他们却说「新自己。」这是极大的错误。按照圣经的真理，我们需要
脱去旧人，并且穿上新人，就是召会。这给我们看见，很难完全信靠单一的译本。然而，我
相当信靠达秘的新译本，以及一九○一年版的美国标准本。 
 

弟兄们以认识圣经著称，但在认识真理上已经衰残了 

 

在十九世纪，弟兄们领头发掘、认识、并宣扬神圣的真理。然而今天，弟兄们在认识
真理上已经衰残了。 
 

灵恩派是野的，没有任何支配的原则 

 

在神圣真理这事上，灵恩派是野的，没有任何支配的原则。他们解经时，将旧约与新
约混在一起。他们所唱的诗歌大部分都是出自旧约。天主教的仪式和实行混杂了旧约；而
灵恩派对真理的解释混杂了旧约。 
 

自由团体太自由，轻率而混杂 

 

基督里的信徒从天主教的捆绑和异端，并从更正教的仪式和错谬的教训得着释放，这是
好的，也是需要的。但释放到一个地步，解释神圣真理的管治原则都摆在一边，或因无知而
忽略了，这是不对又无益的。原谅我说，今天因着对付天主教和更正教，许多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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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主真理的亲爱圣徒，都落到这一类里。因此，我们看见今天许多团体对圣言的解释，
是轻率和混杂的。 
 

主的恢复满了神圣的真理，但在真理的应用上不够，在真理的传布上太慢 

 

主的恢复满了神圣的真理，但在真理的应用上不够，在真理的传布上太慢。如果我们
没有进入职事文字里的真理，我们在这些真理的应用上就有短缺。如果我们在神圣真理的
应用上有短缺，我们对这些真理的经历也就有短缺。我们在真理的传布上也太慢。我们中
间有谁愿意受主差遣，到别地去传布神圣的真理？我们许多人没有负担移民去传布主的恢
复，反而安定、定居下来，并且被霸占了。 
 

主对祂的恢复，在神圣真理上的赐给和托付 
 

现在我们要看主对祂的恢复，在神圣真理上的赐给和托付。 
 

主已经将祂神圣的启示，从祂永远经纶的立定，到祂永远目标的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
都向我们开启 

 

主已经将祂神圣的启示，从祂永远经纶的立定，到祂永远目标的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
都向我们开启了。我们所出版的一切信息，揭示了从神永远经纶的立定到新耶路撒冷，其中
所包括的项目和细节。 
 

主已经将祂话语的职事托付给我们 

 

主也已经将祂话语的职事托付给我们。我从大陆被差遣到台湾以后，开始出版一种刊物，
叫作「话语职事。」今天我们的职事已经达到了神新约的经纶和神的分赐这一点。在一九八
四年，我在德国斯图嘎和美国一些地方，交通到神新约的经纶。这些信息包含在我们所出版
的「神新约的经纶」这本书里。关于神的经纶和神的分赐，我还有更多要说的。 
 

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绝佳的环境，好释放祂的神圣启示 

 

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绝佳的环境，好释放神圣的启示。在一九六二年，当我开始在洛
杉矶尽话语职事的时候，我们只有特会和非正式的训练。当我们在一九七四年搬到安那翰
时，我决定每年要有二次十天的训练。因着这些训练是照着学校的原则，所以那些来的人
需要正式的报名注册。这不仅有助于训练圣徒，也使我们有正确、清明、高昂的空气，好
释放神圣的真理。 

 

我也决定作训练，好帮助我们出版职事的文字。倪柝声弟兄所交通的，有许多从未出
版。我为此感到非常遗憾。因着我看见这情形，我就定意，在我离开后，不要让主所启示
给我的真理留在我的坟墓里。我要出版主所给我看见的一切。 
 

倪弟兄首先出版了一种月刊叫作「基督徒报」。订阅者每年必须付报费一元。最后订
阅的份数高达每月一万份。后来，他改为出版一份称为「复兴报」的免费刊物。当情形预
备好了，他就出版一期。有时他很久才出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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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解开新约，并出版这些解经，使众召会和主的儿女得益处，我决定举行每年两次
的训练，借着受训者的帮助，以及职事站修稿人员和服事者的工作，使主真理的话能定期
的释放出来。这样的实行大有助于出版解开、解明、并明白的话，共十七年之久，没有间
断过。我认为这是绝佳的环境，好释放神的神圣启示。 
 

为着主的供应，应付了各样的需要，我对主满了感谢。我也感谢主，使我们能在过去十
七年，没有间断的举行每年二次的训练。这乃是主的怜悯。祂为我们预备了绝佳的环境，好
释放祂的神圣启示。我很遗憾，我前面的同工倪弟兄没有这样的环境。 
 

我们在安那翰、欧文、和台北的三个办公室里，有超过四十位忠信、全时间的服事者。
此外，还有其他的圣徒自愿献上时间，帮助我们传布真理。我们是以出版文字和录音、录影
带，服事全地的众召会，我们这样作已经超过十七年了。我感谢主，给我们这样好的环境，
释放祂的神圣启示。我感谢主，我所说的许多话都已经出版了。即使我过去了，我在主里的
话仍然说话。祂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绝佳的环境，好释放祂的神圣启示。 
 

主对我们当前的吩咐应该是：你们要去，教导万民，使这世代得以终结 

 

主对我们当前的吩咐应该是：你们要去，教导万民，（参太二八 19，）使这世代得
以终结。（太二四 14。）我们要实行主的吩咐，就必须保守一。我们必须同心合意。如
果我们失去一和同心合意，就着主的行动来说，我们就了了。在已过十年里，我知道我们
中间有分裂的危机。这就是为什么我召开至少四次紧急的长老聚会。我告诉弟兄们，我知
道我们中间有分裂的倾向。这是因为有些弟兄们要在主恢复惟一的工作里，有他们自己的
工作。至终在一九八七年，我的警告应验了，这些分裂也暴露出来了。这些分裂的主要原
因乃是野心。有些人想要有他们自己的工作，同时又装假为着主的恢复。 

 

圣徒们到欧洲去，不该碰任何这些消极的事。我们只该去教导神圣的真理。我们应当
把神教导给人。我们应当告诉他们永远的神怎样是三一的，祂作为爱、光、圣、义，怎样
是完全并完整的。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教导他们神的经纶。在神的经纶里，祂要得着人作祂
的彰显。因此，祂创造了诸天为着地，地为着人，并创造人有灵来接受祂作生命。我们需
要教导人神的经纶、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神的目的。我们也需要教导人神的分赐。我们
需要告诉他们，神怎样要将祂自己在祂的元素和素质里，分赐到我们这人里面，使祂自己
与我们成为一。 

 

我们也应当教导人，三一神已经经过了奇妙的过程，好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祂成
为肉体，在地上过了三十三年半为人的生活。在祂的生活里，我们能看见神圣的属性和人性
的美德。祂上了十字架，完成了包罗万有的死，对付了撒但、世界、罪、肉体，旧人、旧造
和规条。借着祂的死，在积极一面，祂释放了神圣的生命，并进入复活。在祂的复活里，我
们与祂一同复活。祂成了长子，而我们借着由祂并以祂重生，成为神的众子，作基督的肢体，
以构成祂的身体。我们需要教导人这一切的事。 

 

我们也应当教导人，基督借着祂的血而有之救赎的细节。祂借着洗净我们、赦免我们、称
义我们、并使我们与神和好，而救赎我们。我们也该把神在基督生命里的救恩，就是重生我们、
更新我们、圣别我们、变化我们、把我们模成祂的形像、并在作荣耀的基督里叫我们得荣，这
些项目供应给人。人也需要看见召会的各面。至终他们需要看见这一个宇宙召会，作为基督的
身体，怎样该在许多地方彰显为地方召会。我们需要很着重的教导关于包罗万有的基督，以及
召会作为基督生机的身体这些真理。至终，召会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作为经过过程之三
一神，与变化过之三部分人调和的终极显出，好在永世里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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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神到极致。我们对神圣真理的教导，应该包括新耶路撒冷作为神分赐的终极完成。当
我们到欧洲去的时候，我们应该主要着重在教导神圣真理的中心线，而不在任何小点上引
起争辩或争战，以致造成分裂。 
 

除了教导神圣的真理之外，我们的聚会和事奉必须从老旧、传统、不合圣经的路，完
全改换成新的、合乎圣经的路。历史告诉我们，无论什么人除旧更新总是有收获。运输的
方式从骡车最终改成飞机。这改变使旅行更容易、更有效率，自不待言。那些离开大陆到
海外生活的中国人，都学会放弃老旧，接受新事物。这是他们成功的原因。我们也必须完
全改变，走主的新路。时间会将人淘汰，所以我们必须改变。 

 

现今的世界有许多重大的改变。第一个改变乃是欧洲共同市场的成立。虽然英国、法
国、和德国许多世纪彼此不和，如今他们都成了共同市场的成员。其次，苏俄的卫星国家
改变了他们的哲学，从无神论和共产主义，转到民主和圣经。苏俄也改变了。另一个重大
的改变是关于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危机，以及所引起的战争。美国总统作了这样强的决
定，对付伊拉克，这是很希奇的。这对付的结果使以色列得益处，并将敌对的阿拉伯国家
压下去。 

 

当世界局势在改变时，我们也在从老路改变到新路，就是神所命定的路。我们不能改变
真理，但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实行真理的路。我们都需要改变我们的「哲学。」我们需要改变
我们传讲的路、聚会的路、帮助别人的路、以及家聚会和排聚会的路，好符合神所命定的路。
我们现在所作的，有许多仍然是按照老旧的「哲学。」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哲学，不再对我
们的老路有任何的信任。 
 

领头的弟兄们不应当自信，以为自己知道怎样治理召会。我们需要想想我们在自己的地
方结了多少果子。果子是生命的彰显和显出。我们也许在一个地方多年，却少有果子，少有
扩增。我们会那样去作生意么？果子是很强的证明，我们真正在那里。我们需要改变，不要
信靠我们的老路。 
 

传布福音（包括真理）起初的榜样 
 

不是借着使徒们，乃是借着移出的门徒 

 

现在我们要看看传布福音（包括真理）起初的榜样。（徒八 1，4。）按照行传八章，
传布福音不是借着使徒，乃是借着移出的门徒。在耶路撒冷的召会有成千上万的信徒，但因
着逼迫，他们都分散出去传布福音。信徒们分散了，但使徒们留下来。今天基督教的实行却
相反；圣品阶级的人出去，平信徒留下来。但是按照行传八章传布福音起初的榜样，使徒们
留在耶路撒冷，而其他的门徒移民出去。 
 

不是等到福音在圣地传遍了 

 

门徒们在主的主宰下，没有等福音在圣地传遍，就分散到别地去了。圣地的一些部分
还没有听到福音，但主仍然有负担叫门徒们传福音到别地去。行传八章也说到腓利到撒玛
利亚去，至终传福音给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好传布神圣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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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题到为着传布福音的移民，乃是传布福音（包括神圣真理）的基本原则 

 

信徒从耶路撒冷分散到别地去，这是第一次题到为着传布福音的移民；因此，应当将其
看作是传布福音（包括神圣真理）的基本原则。不管神圣的真理是否已经传遍全美国，我们
仍然需要去欧洲。我们也必须相信，我们去欧洲将会在美国激起一些积极的事。 
 

看见主在祂恢复中的异象，并答应祂吩咐的呼召 
 

我们需要看见主在祂恢复中的异象，并答应祂吩咐的呼召。（参赛六 1，8。） 
 

我们向主的奉献和绝对，需要重新被挑旺 

 

我们向主的奉献和绝对，需要重新被挑旺。我们应当说，「主，我仍然爱你。我要更
爱你。」 
 

起来跟从主当前的行动，并且调整我们自己合于祂的规律，好合乎祂使用 

 

我们应当起来跟从主当前的行动，并且调整我们自己合于祂的规律，好合乎祂使用。
（但十一 32，提后二 21。）但以理十一章三十二节说，「惟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
事。」「行事」意思是作一些尊贵且有价值的事，也可以说是有所成就。特别在这些日子
里，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需要作刚强行事的人。 
 

我们要合乎主使用，就需要在许多方面，在许多事上，特别被圣别，且受调整，使我
们能在这特别的时候，作贵重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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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在欧洲国家扩展主恢复的路 

              上一篇  回目錄     
 

读经：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五节，十一章二十五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至二十节，  
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二节，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帖撒罗尼迦前书  
二章七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一节，  
三至五节，三十一节，罗马书十四章一节，三节，十五章七节，以弗所书四章一至六节，哥  
林多前书一章十至十三节，罗马书十六章十七节，提多书三章十节，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五  
至二十七节，二十三章八至十一节，彼得前书五章五节。 
 

在上一章，我们看见我们对传布神圣真理的责任。我们从圣经所领受的神圣真理，大部
分是根据弟兄们在十九世纪所得的亮光。认识圣经的人都承认，最好的神学就是弟兄们的神
学。司可福博士（Dr.C.I.Scofield）在他的串珠圣经里所写的注解，多半是出自弟兄们的教
训。这本圣经在本世纪初非常流行。根据我们从弟兄们所得的帮助，主在祂当前的恢复里继
续往前，给我们看见更多神圣的真理。我们需要接受负担，把这些真理传布到世界重要的部
分。 

 

本章我们要来看在欧洲国家扩展主恢复的路。最近旧金山纪事报（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有一篇文章引用梅尔敦博士（Dr.J.GordonMelton）的话说，「在欧洲，新宗教
运动正寻得沃土，那里参加教会者少，加上世界情势的改变，使人在属灵上寻求不同的选
择。」这指明需要有人到欧洲去，以圣言中的神圣真理，应付寻求者真实的需要。在对伊拉
克四天四小时的战争以后，我接受一个负担，要用主恢复的神圣真理「侵入」欧洲。 
 

不是借着工作，也不是借着运动，乃是借着移出 

 

我们需要看见怎样在欧洲国家扩展主的恢复。我们去欧洲不该借着工作，也不该借着运
动，乃该借着移出。 
 

欧洲已经改变了，那里的人在寻求新的事物。因此，我们去那里该完全按着新路，不带  
着一点的传统。最近，我在想我们从一九八四年起，在已过七年半，为什么经过这么多反对、  
逼迫、甚至背叛。我信我得着了答案。主在这七年半中，预备我们得着新路，以应付欧洲的  
新需要。在一九八四年以前，我们无法在实行上带着新的事物去欧洲。我们只能带着老旧传  
统的聚会与事奉之路去那里。在最近这几年里，我释放了许多有关神命定之路的信息。因此，  
当主在预备欧洲的时候，祂用了同一段时间，就是已过的七年半，在新约所启示聚会与事奉  
的路上，预备了我们。 

 

由于最近在欧洲的改变，那里的人已经预备好接受从西方来的新事物。我们不该带着我
们老旧的「哲学，」我们的老路去那里。在前一章，我恳求大家在我们的「哲学」上有所改
变。那里的年轻人不要基督教的任何老旧元素。他们要新的事物。我们必须带着主的新路，
就是神命定之路去欧洲，我们去欧洲，应当不是借着工作或运动，乃是借着移民到那里。我
们会受到热切的欢迎，因为那里的人要接受从西方世界来的新事物。在东柏林有些年轻人，
恳求弟兄们打发人到那里去教导他们圣经。 
 

有些人移居那里活主，并全时间事奉主 

 

有些人可以移居欧洲活主，并全时间事奉主。我们该去那里活基督，并事奉祂。 

http://www.rucoc.com/Selbooks/WitnessLeeCollection/1991/1/4.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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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移居那里就业或作生意，并事奉主 

 

有些人可以移居那里就业或作生意，并事奉主。有一位弟兄报告说，在东欧，美国弟兄
们所能从事最好的行业之一，就是整修旧房屋。这是因为那里的房屋非常破旧，需要整修的
很多。 
 

有些人移居那里读书，并事奉主 

 

有些人可以移居那里读书，并事奉主。我愿意建议，有些人到那里去作「职业学生。」  
换句话说，凡是去读书的人，该计划为着主在校园的工作留在学校里。他们留在学校里越久  
越好。这是因为他们能花时间，为着主的权益接触学生。我盼望我们中间有许多年轻人去欧  
洲的大学，作职业学生，教导神圣的真理。作这样的学生，每天带着主的真理接触别的学生，  
乃是荣耀而值得的。我信有些去欧洲的学生能月月结新果，就像新耶路撒冷的生命树一样。 
 

所有的人都从主接受负担，并从主得着清楚的指引 

 

所有去欧洲的人都应当从主接受负担，并从主得着清楚的指引。 
 

在头一步，主要的是去东德和苏俄 

 

起初我认为我们去欧洲的头一步该去英国、法国、德国和苏俄。但是在听到去过欧洲的
弟兄们的报告以后，我看见我们主要的目标应当是东德和苏俄西部。虽然我们主要集中在东
德和苏俄西部，这并不是说没有人可以去英国、法国和西德。不仅如此，我们该看见，为着
主在全欧洲的行动，英国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全苏俄都向我们所出版的文字敞开。我们不该失去这个用我们文字充满苏俄的机会。
我们仰望主，照着一些俄国弟兄向我所建议的，要出版我们在第一章所题到的六本书－正常的
基督徒生活、属灵人、生命的经历、生命的认识、神的经营、和神新约的经纶，每本发行一百
万册。盼望我们都为这事祷告。 

 

我希望我们起初会有四十位圣徒愿意在秋季受训练，为着移民去欧洲，但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一百七十多位签名要去欧洲。我盼望有负担的圣徒在秋季受了训练，能在一九九二年
一月前往欧洲。到那时会有一些不同语言的书籍预备好。我们盼望根据职事的信息，用英文
编写一本书，然后翻译成我们要受训者学习的外国语言，给受训者学习。这样，他们就能学
习属灵的辞汇，并且能到欧洲去向人讲说他们所研读的这本书中的真理。 
 

移民到有大专院校可以给我们作工的主要城市 

 

我们有负担移民到有大专院校可以给我们作工的主要城市。我们正在调查，找出所有在
欧洲的主要大学，使我们移民到那里。 

 

以至少四位圣徒为一队前去，其中包括一对三十至五十岁之间的夫妇，聚会就可以在他
们家里开始 
 

我们有负担以至少四位圣徒为一队前去，其中包括一对三十至五十岁之间的夫妇，聚会  
就可以在他们家里开始。每队去欧洲的圣徒中，应当有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可能有几个小孩。  
这个家庭乃是这一队的中心。我们会尽力帮助他们找到靠近大专院校的房子。我们盼望这个  
房子够大，可以接待两三位客人。这个房子可以用作一些移民圣徒的住处，直到他们能适当  
的定居下来。新接触的人可以带到这个家来有交通。这就是我们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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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工作、事奉、并聚会之路 

 

在十字架下，在复活里过生活 

 

现在我们要来看生活、工作、事奉、并聚会之路。首先，我们必须在十字架下，在复活  
里过生活。在复活里过生活，就是在基督的灵里过生活，这灵就是基督复活的实际；在十字  
架下过生活，就是经历基督的死，使我们在祂的灵里与祂联合，否认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肉体，  
并拒绝世界及其影响。 
 

借着传高品的福音、教导较深的真理、并见证基督徒的经历，接触人而作工 

 

我们也需要借着传高品的福音、教导较深的真理、并见证基督徒的经历，接触人而作工。
我们应当操练一个一个的接触人，我们不该想要向一群人传讲。我们可能在一个时候对五十人
传讲，但最终我们可能在这五十人中一个也得不着。最有效的路乃是一个一个的接触人。 

 

我们必须传高品的福音。我们不该受老观念的影响，以为如果我们所讲的较深或较高，
人就不会明白。有思想的人都愿意听关于人生真正意义的较深真理。 

 

我们也可以用最深的方式与人谈到创世记一章。我们可以要他们和我们一同读这一章，
然后我们可以说，「这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所作的第一件事乃是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然后神造空气。以后神使旱地出现，使植物、动物、和人能够生存。祂照着祂的形像，按着
祂的样式造人。在创世记一章我们看见植物生命、动物生命和人的生命，但这还不是最高的
生命。最高的生命是见于下一章，那就是生命树。为着生存，我们需要光、空气和地，但我
们也是照着神形像、按着神样式所创造的人。神的目的是要我们有祂的生命。」然后我们可
以抓住机会，要他们与我们一同祷告，并呼求主的名。 

 

我们若是这样与他们说到创世记一章的真理，他们就会希奇我们从何处学得这一切。我
们可以告诉他们：「我曾作基督徒多年，却不知道这些事。但有一天我读了一篇信息，指出
创世记一章里的这一切事。」这会带领他们对神圣的真理有更进一步的寻求。下次我们再见
到他们，我们就能与他们交通到生命树。 

 

我们可以从圣经的任何一部分，向人讲说高品的福音。我们甚至可以从马太一章的开头
向人传福音。一节说，「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后商的家谱。」从这里我们可以
说一点关于基督的事。接着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有关大卫和亚伯拉罕的故事。最后我们可以
来到主耶稣是救赎主和救主的这一点上。 

 

我们必须学习真理。我们已经解释了整本新约圣经，所以我们必须学习这些解释。从八
月中旬到十二月中旬，我们会有四个月的特别训练，以装备那些有负担去欧洲的人。这样的
装备，主要的是借着密集研读生命读经的信息。圣徒申请参加这四个月的训练之后，还要经
过一个过程，就是被训练接纳而受教导、受训练，最后通过训练。我们都需要研读职事文字
中神圣的真理，使我们得装备以传讲高品的福音。 

 

我们该完全放弃老旧、传统、天然的传福音之路。我们必须改变到合乎圣经、拔高的传
福音之路。甚至教数学的方式也和多年以前的教学方式完全不同了。为了正确的教导真理，
我们需要使自己合格。我们或许觉得需要很多时间才能合格，但我们不需要那么多时间。从
八月到十二月我们所要有的四个月特别训练，会帮助我们合格。我们或许觉得自己作不到，
但训练会帮助我们作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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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受装备，好教导欧洲的人神经纶较深的真理。在基督教里大多数人不认识高品
的福音，或较深的真理。不仅如此，由于圣品阶级和平信徒的制度，他们从未受训练尽功用
作基督身体的活肢体。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路。圣品阶级和平信徒的制度是得罪主的，因为
它抹煞了基督肢体的用处。主要基督身体的每一肢体都作工，尽功用。 

 

基督教一人讲众人听的传统之路，杀死了基督身体的众肢体。所有的圣徒都能为主说话。
反对神命定之路就是反对主。基督教圣品阶级和平信徒的制度抹煞了圣徒的能力、性能、恩赐
和功用。当我们去欧洲时，我们必须忘掉以一人向会众说话的路事奉。相反的，我们该花时间
一个一个的接触人。这样，我们就能带领受我们帮助的人到靠近校园的圣徒家里。自然而然的，
我们就会喂养在我们照顾之下的人。我们就会遵守主要我们喂养祂小羊的吩咐。 

 

我要请带领的人想一想他们的情形。我们可能多年来一直治理召会，却很少有结果。我
们是否该有所改变？今天台湾赚了很多钱，因为那里的人在过去二十年内有了很大的改变。
我们需要训练，训练帮助我们改变。 
 

照着神圣的启示，在灵里事奉 

 

我们也需要照着神圣的启示，在灵里事奉。在已过，我们是否照着圣经在灵里事奉？那
灵当然不会引导并带领我们照着老旧、传统、不合圣经的聚会和事奉之路来事奉。我们必须
改变我们的路，而有新的聚会和事奉之路。人类文化随着时间的往前而有改变和进步，人们
必须改变，好活在这文化里。我说我们需要改变，意思不是说我们要跟随世界，或模成这世
界的样子。 

 

在传布神圣真理的工作上，我们应当一直在灵里事奉。我在尽职供应话语以前，总是花
一些时间祷告：「主阿，我又在这里。你必须用你自己充满我。你必须用你的愿望、心意、
感觉、想法、话语、言辞、和发表灌输我。主阿，充满我，将你自己倾倒在我身上，作我的
动力。我不要只凭自己说话。我要在你里面，就是与你成为一灵而说话。我向你祷告，愿你
在我的说话里说话。」我们必须这样在灵里事奉。 

 

我们在灵里的事奉，也该照着在圣经里的神圣启示。我们应当思考圣经告诉我们如何传
福音。圣经的路乃是借着一个一个的接触人而传福音。然后我们需要在家聚会里像乳母一样
喂养新人，（帖前二 7，）并像教导的父亲培育他们。（帖前二 11。）我们也需要有排聚会
以成全他们，使他们能作新约职事的工作，就像使徒、申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所作
的一样。（弗四 12。）我们也需要有较大的召会聚会，鼓励每一个人都申言。（林前十四
23～25，31。）这是合乎圣经的路。 

 

我们都必须尽功用作福音的祭司。我们已经看见在罗马十五章十六节所启示关于福音祭
司的真理。在这节里，保罗说他是神福音的祭司，将得救的外邦人当作祭物献给神。传福音
不仅是使罪人得救，或拯救灵魂，乃是得着祭物献给神。当我们出去时，我们必须照着圣经
作神福音的祭司，而在灵里事奉。 
 

照着新约中所启示神命定之路聚会 

 

我们必须照着新约中所启示神命定之路聚会，这完全是相互的，避免一人包办的，并且  
是憎恶圣品阶级和平信徒制度的，为要敬拜神，记念主，祷告，拯救罪人，喂养初信者，成  
全圣徒，并建造召会作基督的生机的身体，没有任何传统作法的元素，没有形式，没有仪文。  
（林前十四 25，十一 25，太十八 19～20，徒十二 12，罗十五 16，约二一 15，帖前二 7，来  
十 24～25，弗四 12，林前十四 1，3～5，31。）我们必须研读有关神命定之路的真理。我们  
出版了许多说到神命定之路的信息，我们需要读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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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命定的聚会之路是相互的（in mutuality），不是复数的（in plurality）。在长老  
的职分上，我们应当是复数的，也就是有好几位长老。但召会聚会不是复数的，乃是相互的。  
我们可能安排十个或二十个人在聚会中说话。这是复数的。但是当聚会打开，人人都说话时，  
这就是相互的。我说你听，然后你说我听。这是相互的。圣经的路是相互的，不是复数的。  
圣经的路乃是将召会聚会打开，使每一个人都能尽功用。 
 

我们必须实行神命定之路的每一面。这样，我们才够资格到欧洲去。欧洲已经改变了，  
并且还在改变中。那里的人不接受任何旧的事物。他们许多人已经放弃了无神论和共产主义。  
他们喜欢民主，也愿意认识圣经所启示有关神的事，但他们不要任何空洞的宗教。这就是为  
什么我们必须学习，照着新约中所启示的神命定之路，将基督供应给人。 
 

关于和圣徒交通的事 

 

我们的聚会是以基督身体惟一的一为立场；在聚会里，我们无条件接纳一切在基督里的
真信徒 
 

我们的聚会是以基督身体惟一的一为立场；在聚会里，我们无条件接纳一切在基督里的
真信徒。（罗十四 1，3，十五 7。）相信基督是我们作基督肢体的惟一条件，除此之外的任
何附加条件都会造成分裂。 
 

若有需要，我们也参加以基督身体惟一的一为立场的基督徒聚会， 
 

而不去调整、改正、或改进他们事奉和聚会的方式 

 

若有需要，我们也应当参加以基督身体惟一的一为立场的基督徒聚会，而不去调整、改
正、或改进他们事奉和聚会的方式。我们应当避免参加不以基督身体惟一的一为立场的其他
聚会。我们去欧洲，该带着主的新路去，有新的开始。我们的时间很短促，所以我们该花时
间在新路上，带着高品的福音、较深的真理、和基督徒的经历去接触人。 
 

关于我们生活需要的供应 

 

全时间者乃是凭信心过生活，信靠主顾到他们的需要， 
 

并接受主借着众圣徒和众召会所给的供应 

 

全时间者应当凭信心过生活，信靠主顾到他们的需要，并接受主借着众圣徒和众召会所  
给的供应。我们若觉得受主引导而有负担全时间，就不该担心我们的需要。我们必须相信主， 
 
并且信靠祂。我们不该想我们会在物质上兴隆。我们必须预备好受苦。头一个苦就是贫穷。
我们必须学习在贫穷之中事奉主。有人以为，如果他们在贫穷之中事奉主，那就表示他们没
有蒙主拣选和呼召。但使徒保罗是贫穷的。（林后六 10，十一 27。）因为他所建立的召会没
有充分的供给他，所以他被迫制造帐棚。（徒十八 3。）同时，他也供应同工的需要。（徒
二十 34。） 
 

当我蒙主呼召全时间事奉祂时，我以为祂只是召我到乡村里传福音给我的同胞。我告诉  
主说，只要我有水喝，有食物吃，我就满足了。我从未想到主会带我到中国大陆的大城市里，  
至终还到了台湾和美国。一九六一年我来到美国，要为着主的恢复留在美国。那时我手上只  
有一点现款，应付我的需要。但主的供应足够我的需用。当我们跟从祂，并祂的呼召时，主  
是信实的，必要应付我们一切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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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着主的怜悯，我学会了怎样在贫穷之中处卑贱，也学会了怎样处富余。（腓四 12。）我
们如果有钱，就应该学习节省一些，为着别人，并为着召会的需要。这样事奉主是荣耀的。主
若呼召并差遣我们，祂必定会照顾我们。祂有方法借着圣徒和召会供应我们。 
 

不是在任何一面受任何人或任何召会所雇用的 

 

我们事奉主的时候，我们不该有一种想法，认为我们是在任何一面，受任何人或任何召
会所雇用的。召会如果供应我们，那并不是说召会雇用我们。那不是薪资，乃是主借着召会
所给的供应。我们必须看见，在供应我们的事上，主需要祂的身体（召会），和祂身体的肢
体（信徒）与祂合作。祂不是直接亲自的供应我们，乃是间接的借着祂的身体和祂的肢体供
应我们。 
 

保守基督身体的一，并维持基督身体里美好的次序 

 

我们必须保守基督身体的一，并维持基督身体里美好的次序，使主的恢复能继续合式的
往前。 
 

保守基督身体在地方上和宇宙中惟一的一 

 

我们应当一直尽力保守基督身体在地方上和宇宙中惟一的一。（弗四 1～6。）这应当是
我们留在恢复里的先决条件。 
 

定罪任何一种的分裂 

 

按照林前一章十至十三节，我们必须定罪任何一种的分裂。 
 

避开那些制造分裂的人 

 

我们也必须避开那些制造分裂的人。（罗十六 17，多三 10。）这就是为什么我出版了「当
前背叛的发酵」这本书。因为有些人生了病，满了分裂的细菌，所以他们需要被隔离。这是照
着罗马十六章十七节所说的，保罗在这一节吩咐我们，要避开那些制造分裂的人。如果我们不
避开他们，我们就会受同样分裂疾病的感染。避开这样的人，是为叫我们蒙保守。按照提多书
三章十节，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拒绝，以保守基督身体的一。 
 

维持基督身体里美好的次序 

 

在主的恢复里，一面说，我们应当保守基督身体的一，另一面说，我们应当维持基督身
体里美好的次序。为使主的恢复能留在合式的光景里，我们需要合一和美好的次序。 
 

弃绝任何一种的独裁 

 

我们必须维持基督身体里美好的次序，弃绝任何一种的独裁。（太二十 25～27，二三  
8～11。）按照马太二十章和二十三章，我们都是弟兄。在我们中间没有阶级。在主恢复里寻  
求高位的野心，必须完全被治死。 
 

彼此服从 

 

我们弃绝任何一种的独裁，但我们借着彼此服从，维持基督身体里美好的次序。（彼前  
五 5。）甚至年长的也应当服从年幼的。我们有神作我们的父，我们有基督作我们的主和头。  
这指明我们应当是服从的人。虽然我们都是弟兄，但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服从那些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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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来十三 17。）召会不是混乱无序的；但另一面说，在召会中，长老不该作主辖管
圣徒。（彼前五 3。）在召会里需要有美好的次序。按照彼前五章五节，年幼的应当服从年
长的。在我们中间年幼的人，需要实行这事。另一面说，在我们中间年长的应当没有一种优
越的态度或感觉。我们需要在召会里有美好的次序，众人凭着敬畏基督，彼此服从。（弗五
21。） 

 

我们将有四个月的特别训练，在以下的事上，预备并装备有负担的人，包括全时间者、
带职业或作生意者、以及学生 
 

在外国语文上 

 

我们将有四个月的特别训练，在外国语文上，预备并装备有负担的人。这些语文首先是
德文和俄文。我们学的语文越多，在传布神圣真理的事上，就越有用处。 
 

在神圣真理上 

 

我们也要借着密集的研读神圣的真理，预备并装备那些有负担去欧洲的人。 
 

在生活为人上 

 

这次特别训练要在生活为人上，预备那些有负担的人。在我们中间的弟兄们，需要学习  
合式的穿着，作活基督的人。如果有高位的人邀请我们去他家里赴宴，我们去的时候一定会  
穿得很合式得体。我们必须看见，那位邀请我们到召会聚会的，乃是主耶稣。祂在聚会里等  
着我们。所以我们参加聚会时，应当穿着整齐。弟兄们应当打合式的领带，合式的梳理头发，  
也应当经常的擦亮皮鞋。我们不该是世俗的，但另一面说，我们该整洁宜人。我们该为着如  
何修剪头发而祷告，特别是姊妹们更需要如此。姊妹们的外貌很重要。在基督里的姊妹应当  
端正宜人，记住自己是敬畏神，敬拜神，活基督，并供应基督的人。 
 

在个人接触上 

 

这特别训练也要在个人接触上，帮助有负担的人。我们必须学习在接触人的时候有礼貌。
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坐在人面前，特别是坐在比我们年长的人面前。我们在接触异性时，也应当
非常恰当。姊妹们应当记住，她们在主里女性的地位。我们在接触人的事上若行得合宜，这会
为福音和较深的真理开门。不然，门就会关闭。这再次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
训练。 
 

实行同心合意 

 

最后，没有一件事比保守合一的同心合意更关键、更重要、更宝贵。我们必须一直尽力  
保守合一，实行同心合意。我们应当一直操练与别人合得来，不坚持自己作事的方法。我们  
不该在召会生活里，作「后座驾驶人，」满了意见。这不是说，我们应当丢弃我们的办别力。  
当我自己作事时，我会用最好的方式。但是当我和别人在一起时，我会用别人的方式。我们  
应当学习这么作。 

 

我们也需要学习，按着神新约经纶的中心线，教导神圣的真理。我和倪弟兄一同事奉主
十八年，我们在神经纶的中心线上教导基督与召会，彼此之间从来没有任何不同。在我们的
教导上，我们一直实行同心合意。 

 

我们若向主敞开，并接受本书中的交通，我信我们会蒙祝福，我们必享受主到极点，我
们向着欧洲的人会成为活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