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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召会原初的情形、召会的堕落、 
以及召会的恢复 

  诗歌：597 

读经：太十六18，启一11，徒十四23，多一5，西一18，二19 

太16:18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她。 
启1:11 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寄给那七个召会：给以弗所、给士每拿、给别迦摩、给推雅推

喇、给撒狄、给非拉铁非、给老底嘉。 
徒14:23 二人在各召会中为他们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入的主。 
多1:5 我从前留你在革哩底，是要你将我所未办完的事办理妥当，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

长老。 
西1:18 祂也是召会身体的头；祂是元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使祂可以在万有中居首位； 
西2:19 不持定元首；本于祂，全身借着节和筋，得了丰富的供应，并结合一起，就以神的增长而长

大。 

壹 我们在主恢复里的历史不是一种组织或运动，乃是一个恢复的历史—约一1，
约壹一1： 
约1:1 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 
约壹1:1 论到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话，就是我们所听见过的，我们亲眼所看见过的，我们所

注视过，我们的手也摸过的； 

一 在马太十九章八节，我们看见恢复的原则：“从起初并不是这样”： 
太19:8 祂对他们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才准你们休妻，但从起初并不是这样。 

1 恢复的意思是回到起初；我们需要回到起初，接受主的恩典回到神原初的心意，回

到神起初的命定。 

2 “恢复”一辞意指一样东西原初有，后来堕落、破坏、失去了，因此必须将它带回

原初的情形和正常的光景—但一1～2，拉一5，六5。 

但1:1 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 
但1:2 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一些器皿交付他手，他就把这些器皿带到示拿

地，他神的庙里，带进他神的库中。 
拉1:5 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宗族首领、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灵的

人，都起来要上去建造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 
拉6:5 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取出，带到巴比伦

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 

二 我们说到召会的恢复，意指召会原初即存在，后来堕落了，于是需要把召会带回原初

的情形。 

三 主对召会的恢复带我们回到起初，为要完成神永远的定旨，以及祂对召会起初的心

意—弗一4～5，22～23，三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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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1:4 就如祂在创立世界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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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1:5 按着祂意愿所喜悦的，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归于祂自己， 
弗1:22 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并使祂向着召会作万有的头； 
弗1:23 召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弗3:9 并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 
弗3:10 为要借着召会，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 
弗3:11 这是照着祂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所立的永远定旨； 

贰 我们需要就着神的心意和祂的成就，以及撒但破坏的工作，来明白召会的恢

复—11节： 
弗3:11 这是照着祂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所立的永远定旨； 

一 新约启示，神对于召会有一个明确的心意、定旨和目标；首先神有一个定旨，然后祂

进来完成祂的定旨—启四11，弗一4～5，9，11，22～23。 
启4:11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能力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并且

万有是因你的旨意存在并被创造的。 
弗1:4 就如祂在创立世界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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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1:5 按着祂意愿所喜悦的，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归于祂自己， 
弗1:9 照着祂的喜悦，使我们知道祂意愿的奥秘；这喜悦是祂在自己里面预先定下的， 
弗1:11 我们既在祂里面，照着那位按祂意愿所决议的，行作万事者的定旨，蒙了预定，

也就在祂里面成了所选定的基业， 
弗1:22 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并使祂向着召会作万有的头； 
弗1:23 召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二 新约也清楚地记载，神的仇敌如何进来破坏神所成就的—太十六18，十三24～32： 
太16:18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

她。 
太13:24 耶稣在他们跟前另设一个比喻，说，诸天的国好比人撒好种在他的田里； 
太13:25 及至人们睡觉的时候，他的仇敌来了，将稗子撒在麦子中间，就走了。 
太13:26 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 
太13:27 家主的奴仆就进前来对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你的田里么？从哪里来的稗

子？ 
太13:28 他就对他们说，这是仇敌作的。奴仆就对他说，那么你要我们去薅集它们么？ 
太13:29 他就说，不，免得薅集稗子，连麦子也一齐带根薅出来。 
太13:30 让这两样一齐长，直到收割。在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薅集稗子，

捆成捆，好把它们烧了，麦子却要收到我的仓里。 
太13:31 耶稣在他们跟前另设一个比喻，说，诸天的国好象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他

的田里。 
太13:32 这乃是百种里最小的，但长起来，却比别的菜都大，且成了树，甚至天空的飞鸟

来栖宿在它的枝上。 

1 撒但用以破坏神所成就之事的方法，有内在和外在两面： 

a 内在的一面，乃是损害并败坏神的子民—徒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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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5:3 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但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骗圣灵，把田产的

价银私自留下一部分？ 

b 外在的一面，乃是破坏神所成就的—太十三32。 

太13:32 这乃是百种里最小的，但长起来，却比别的菜都大，且成了树，甚至天空

的飞鸟来栖宿在它的枝上。 

2 撒但产生许多基督的代替品，分裂基督的身体，并且借着圣品阶级与平信徒制度扼

杀身体上肢体的功用—西二8，启二6，14～15。 

西2:8 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欺骗，照着人的传统，照着世上

的蒙学，不照着基督，把你们掳去； 
启2:6 然而你有这件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党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启2:14 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持守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

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子孙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并且行淫乱。 
启2:15 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持守尼哥拉党的教训。 

三 神乃是一位有永远定旨的神；祂满有定旨，祂一旦定意要作一件事，就没有什么能改

变祂的心意或使祂停止；因此，在撒但的破坏后，神就进来重新作祂先前所作过的—

拉一3～11，六3～5。 
拉1:3 你们中间凡作祂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建造在耶路撒冷之耶和华以色

列神的殿；（祂是神；）愿这人的神与他同在。 
拉1:4 凡余剩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处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支助他，另外也要

为在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 
拉1:5 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宗族首领、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灵的人，

都起来要上去建造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 
拉1:6 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宝物帮助他们，另外还有各样甘心

献的礼物。 
拉1:7 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些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拿出来，

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 
拉1:8 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些器皿拿出来，点交给犹大的首领设巴萨。 
拉1:9 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三十个，银盘一千个，刀二十九把， 
拉1:10 金碗三十个，次等银碗四百一十个，别的器皿一千件。 
拉1:11 金银器皿共有五千四百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被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设巴萨将

这一切都带上来。 
拉6:3 古列王元年，古列王降旨论到在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建立

殿的根基；殿高六十肘，宽六十肘， 
拉6:4 用三层大石头，一层木头，经费由王库支付； 
拉6:5 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取出，带到巴比伦的，

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 

四 神重新再作祂先前所完成的就是祂的恢复；这就是把一切被撒但破坏而失去的事物再

带回来，并照着祂永远的定旨和原初的心意使召会得着恢复—太十九8，十六18。 
太19:8 祂对他们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才准你们休妻，但从起初并不是这样。 
太16:18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

她。 

叁 我们要认识召会恢复的需要，就需要知道召会原初的情形以及召会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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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召会原初的情形有以下的特点： 

1 在原初的召会中，信徒不分阶级—罗十二4～5： 

罗12:4 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但肢体不都有一样的功用； 
罗12:5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各个互相作肢体，也是如此。 

a 信徒都是弟兄，不分等级—太二三8。 

太23:8 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 

b 信徒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平等配搭，各尽功用—罗十二4～5。 

罗12:4 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但肢体不都有一样的功用； 
罗12:5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各个互相作肢体，也是如此。 

c 信徒都是神的祭司，没有居间阶级，没有圣品与平俗之分—彼前二5，9。 

彼前2:5 也就象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借着耶稣基督

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 
彼前2:9 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体系，是圣别的国度，是买来作

产业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祂奇妙之光者的美德； 

2 早期的召会完全与世界分别，在世界而不属世界—罗十二2，约壹二15，林后六14～
17。 

罗12:2 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

喜悦、并纯全的旨意。 
约壹2:15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林后6:14 你们跟不信的，不要不配的同负一轭，因为义和不法有什么合伙？光对黑暗有

什么交通？ 
林后6:15 基督对彼列有什么和谐？信的同不信的有什么同分？ 
林后6:16 神的殿同偶像有什么一致？因为我们是活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

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行走；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林后6:17 所以，“主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得以分别，不要沾不洁之物，我就

收纳你们。” 

3 原初的召会完全断绝偶像，并完全让神说话—约壹五21。 

约壹5:21 孩子们，你们要保守自己，远避偶像。 

4 一地只有一个召会，一个基督身体的显出—林前十二27，一2，启一11。 

林前12:27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作肢体。 
林前1:2 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召会，就是给在基督耶稣里被圣别，蒙召的圣徒，同着所

有在各处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祂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 
启1:11 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寄给那七个召会：给以弗所、给士每拿、给别迦

摩、给推雅推喇、给撒狄、给非拉铁非、给老底嘉。 

5 各地召会交通虽是一个，行政却是各自独立的，没有总会，也没有联合会—林前十

16。 

林前10:16 我们所祝福的福杯，岂不是基督之血的交通么？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基督

身体的交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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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众召会尊崇基督为元首，让圣灵掌权—西一18，二19，徒十三1～2，十19～20，十

一12。 

西1:18 祂也是召会身体的头；祂是元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使祂可以在万有

中居首位； 
西2:19 不持定元首；本于祂，全身借着节和筋，得了丰富的供应，并结合一起，就以

神的增长而长大。 
徒13:1 在安提阿当地的召会中，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结的西

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 
徒13:2 他们事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

所作的工。 
徒10:19 彼得还反复思想那异象的时候，那灵对他说，看哪，有三个人来找你， 
徒10:20 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 
徒11:12 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

了那人的家。 

二 召会的堕落包括：有了阶级，与世界联合，有了偶像，有了分裂，不让神说话，有了

统一的组织，篡夺了基督作头的地位，侵犯了圣灵的主权。 

肆 召会的恢复是逐渐进步的： 
一 第一世纪还没有过去，主的恢复就开始了；一世纪接着一世纪，这恢复接续不断地往

前—提后二19～26。 
提后2:19 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属于祂的人。又说，凡称

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 
提后2:20 但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

的； 
提后2:21 所以人若洁净自己，脱离这些卑贱的，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分别为圣，合乎主

人使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提后2:22 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信、爱、和平。 
提后2:23 至于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知道这些事是产生争竞的。 
提后2:24 但主的奴仆不该争竞，总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忍受苦害， 
提后2:25 用温柔规劝那些抵挡的人；或许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得以认识真理； 
提后2:26 他们这些已被魔鬼活捉了去的，也可以醒悟过来，脱离他的网罗，归于神的旨

意。 

二 在十六世纪，路德马丁起来改教，将封锁的圣经解禁；他也根据圣经恢复因信称义，

但正确的召会生活仍未恢复—罗一17： 
罗1:17 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本于信显示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本于信得生并

活着。” 

1 更正教并没有与世界断绝，也没有去掉居间阶级。 

2 更正教里有了更多的分裂，各公会并未脱去统一的组织。 

3 各公会并未让基督有完全的地位，也未让圣灵有完全的主权。 

三 在十八世纪，新生铎夫被主兴起，带领摩尔维亚弟兄们恢复召会生活；他们与世界断

绝，去掉阶级之分，注重交通配搭，尽力保守合一，去掉形式上统一的组织，并且让

基督为首，让圣灵在他们中间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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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十九世纪，主在英国兴起一班弟兄们，进一步恢复召会生活—启三7～13： 
启3:7 你要写信给在非拉铁非的召会的使者，说，那圣别的、真实的，拿着大卫的钥

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这样说， 
启3:8 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因为你

稍微有一点能力，也曾遵守我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 
启3:9 看哪，那撒但会堂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看哪，我

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并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 
启3:10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话，我也必保守你免去那将要临到普天下，试炼一切住在地上

之人试炼的时候。 
启3:11 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 
启3:12 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绝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

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由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

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 
启3:13 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1 圣经在弟兄们手中，真是一本解开的书，一本发光的书，因为他们绝对听从主的

话；许多重要的真理都借着他们释放出来—提前二4。 

提前2:4 祂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 

2 他们绝对去掉阶级，同作弟兄，互为肢体，特别注重相爱和交通。 

3 他们绝对消除宗派，维持合一的见证。 

4 不过，他们在某些方面是失败的，所以那时主在整个西方世界都无法继续往前。 

五 我们需要看见在远东召会之恢复的要点： 

1 在一九三三、三四年间，我们清楚看见一件很重大的事，就是召会以地方为界限的

原则—徒十四23，多一5，启一11： 

徒14:23 二人在各召会中为他们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入的主。 
多1:5 我从前留你在革哩底，是要你将我所未办完的事办理妥当，又照我所吩咐你

的，在各城设立长老。 
启1:11 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寄给那七个召会：给以弗所、给士每拿、给别迦

摩、给推雅推喇、给撒狄、给非拉铁非、给老底嘉。 

a 这一面能避免分裂和紊乱，另一面又能避免超地方的联合。 

b 按圣经的教训看，每一个地方的召会都该直接活在主面前，向元首基督负责—西

一18，二19，徒十三1～2。 

西1:18 祂也是召会身体的头；祂是元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使祂可以在

万有中居首位； 
西2:19 不持定元首；本于祂，全身借着节和筋，得了丰富的供应，并结合一起，

就以神的增长而长大。 
徒13:1 在安提阿当地的召会中，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结的

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 
徒13:2 他们事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

他们所作的工。 

2 我们持守一个原则：召会的行政是地方的，召会的交通是宇宙的—十四23，二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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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十16～17： 

徒14:23 二人在各召会中为他们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入的主。 
徒2:42 他们都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持续擘饼和祷告。 
林前10:16 我们所祝福的福杯，岂不是基督之血的交通么？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基督

身体的交通么？ 
林前10:17 因着只有一个饼，我们虽多，还是一个身体，因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 

a 各地召会有各自的行政，召会的行政是不能超过地方的。 

b 召会的交通不能仅是地方的，而必须是宇宙的，因为召会的交通乃是基督身体的

交通。 

3 我们清楚看见各地召会不能有统一的组织，因为各地召会都该直接受元首基督的管

治，也该直接服圣灵的权柄—西一18，徒十三1～2。 

西1:18 祂也是召会身体的头；祂是元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使祂可以在万有

中居首位； 
徒13:1 在安提阿当地的召会中，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结的西

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 
徒13:2 他们事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

所作的工。 

4 我们注重普遍的祭司职分，也就是注重每个得救的人都是祭司—彼前二5，9。 

彼前2:5 也就象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借着耶稣基督献上

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 
彼前2:9 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体系，是圣别的国度，是买来作产业

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祂奇妙之光者的美德； 

5 我们也注重身体的配搭事奉，劝勉众圣徒都以身体为原则，一同配搭事奉—罗十二4
～5，林前十二12～27。 

罗12:4 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但肢体不都有一样的功用； 
罗12:5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各个互相作肢体，也是如此。 
林前12:12 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身体上一切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

体，基督也是这样。 
林前12:13 因为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或自主的，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

浸，成了一个身体，且都得以喝一位灵。 
林前12:14 身体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 
林前12:15 倘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于身体，它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 
林前12:16 倘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于身体，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 
林前12:17 若全身是眼，听觉在哪里？若全身是听觉，嗅觉在哪里？ 
林前12:18 但如今神照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置在身体上了。 
林前12:19 若都是一个肢体，身体在哪里？ 
林前12:20 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体却是一个。 
林前12:21 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 
林前12:22 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似乎较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林前12:23 身上肢体我们以为比较不体面的，就给它加上更丰盈的体面；我们不俊美的肢

体，就得着更丰盈的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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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12:24 至于我们俊美的肢体，就不需要了。但神将这身体调和在一起，把更丰盈的体

面加给那有缺欠的肢体， 
林前12:25 免得身体上有了分裂，总要肢体彼此同样相顾。 
林前12:26 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

一同欢乐。 
林前12:27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作肢体。 

6 我们注重召会事奉的实行—罗十二5～11。 

罗12:5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各个互相作肢体，也是如此。 
罗12:6 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得了不同的恩赐：或申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

申言； 
罗12:7 或服事，就当忠于服事；或作教导的，就当忠于教导； 
罗12:8 或作劝勉的，就当忠于劝勉；分授的，就当单纯；带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

的，就当甘心乐意。 
罗12:9 爱不可假冒，恶要厌弃，善要贴近。 
罗12:10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互相争先。 
罗12:11 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事主。 

伍 主的恢复与今天的基督教全然不同；这恢复与基督教之间是不可能妥协的—太

十三31～33，44～46，启十八4，十九1～3，7～9： 
太12:31 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都能得赦免；唯独亵渎那灵，不能得赦免。 
太12:32 并且无论谁说话抵挡人子，他都能得赦免；但无论谁说话抵挡圣灵，无论在今世，或

是在来世，他都不能得赦免。 
太12:33 或说树好，果子就好；或说树坏，果子也坏；树总是凭果子认出来的。 
太12:44 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我的屋里去。到了，就见里面空着，打扫干净，装饰好了。 
太12:45 于是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灵来，一同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就比

先前更坏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 
太12:46 耶稣还对群众说话的时候，看哪，祂的母亲和兄弟站在外面，要找祂说话。 
启18:4 我又听见从天上另有声音说，我的民，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有分于她的罪，受她

所受的灾害。 
启19:1 这些事以后，我听见天上仿佛有大批的群众，大声说，阿利路亚！救恩、荣耀、能

力，都属于我们的神。 
启19:2 祂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的，因祂审判了那用淫乱败坏全地的大妓女，并且向她为祂的

奴仆伸了流血的冤。 
启19:3 第二次又说，阿利路亚！烧妓女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 
启19:7 我们要喜乐欢腾，将荣耀归与祂；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启19:8 又赐她得穿明亮洁净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启19:9 天使对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婚筵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 

一 召会的恢复就是要带我们脱离不合乎圣经的圣品阶级与平信徒制度，并归回起初照着

神圣启示而有之召会生活的纯正实行—二6，15，太十六18，启二20～22。 
启2:6 然而你有这件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党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启2:15 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持守尼哥拉党的教训。 
太16:18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

她。 
弗2:20 被建造在使徒和申言者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作房角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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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2:21 在祂里面，全房联结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 
弗2:22 你们也在祂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 

二 我们中间的历史一直是毫无妥协的完全离开基督教—拉一3～11，六3～5，启十八4。 
拉1:3 你们中间凡作祂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建造在耶路撒冷之耶和华以色

列神的殿；（祂是神；）愿这人的神与他同在。 
拉1:4 凡余剩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处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支助他，另外也要

为在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 
拉1:5 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宗族首领、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灵的人，

都起来要上去建造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 
拉1:6 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宝物帮助他们，另外还有各样甘心

献的礼物。 
拉1:7 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些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拿出来，

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 
拉1:8 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些器皿拿出来，点交给犹大的首领设巴萨。 
拉1:9 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三十个，银盘一千个，刀二十九把， 
拉1:10 金碗三十个，次等银碗四百一十个，别的器皿一千件。 
拉1:11 金银器皿共有五千四百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被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设巴萨将

这一切都带上来。 
拉6:3 古列王元年，古列王降旨论到在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建立

殿的根基；殿高六十肘，宽六十肘， 
拉6:4 用三层大石头，一层木头，经费由王库支付； 
拉6:5 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取出，带到巴比伦的，

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 
启18:4 我又听见从天上另有声音说，我的民，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有分于她的罪，

受她所受的灾害。 

三 地方召会与基督教之间不该有桥梁；我们应该就是我们所是的，没有妥协或假冒，维

持我们与基督教之间的鸿沟—一11，加一4。 
启1:11 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寄给那七个召会：给以弗所、给士每拿、给别迦摩、

给推雅推喇、给撒狄、给非拉铁非、给老底嘉。 
加1:4 基督照着我们神与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了自己，要把我们从现今这邪恶的世

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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