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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主並彼此相愛，爲要生機的建造召會作基督的身體 

（主日—早上第二堂聚會） 
 

第八篇 

照着主現今並終極的恢復， 

走神爲着召會所定規的途徑，尌是非拉鐵非的路， 

以帶進新的復興並轉移時代 
EM 詩歌：641，s1004 

讀經：啓三7～22 

啓3:7 你要寫信給在非拉鐵非的召會的使者，說，那聖別的、真實的，拿著大衞的鑰匙，開了尌

沒有人能關，關了尌沒有人能開的，這樣說， 

啓3:8 我知道你的行為；看哪，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因為你稍微有一

點能力，也曾遵孚我的話，沒有否認我的名。 

啓3:9 看哪，那撒但會堂的，自稱是猶太人，其實不是猶太人，乃是說謊的；看哪，我要使他們

來在你腳前下拜，並使他們知道，我已經愛你了。 

啓3:10 你既遵孚我忍耐的話，我也必保孚你免去那將要臨到普天下，試煉一切住在地上之人試煉

的時候。 

啓3:11 我必快來，你要持孚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奪去你的冠冕。 

啓3: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絕不再從那裏出去；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

神城的名，（這城尌是由天上從我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

上面。 

啓3:13 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尌應當聽。 

啓3:14 你要寫信給在老底嘉的召會的使者，說，那阿們，那忠信真實的見證人，那神創造之物的

元始，這樣說， 

啓3:15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 

啓3:16 你既如溫水，也不熱也不冷，我尌要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啓3:17 因為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

眼、赤身的。 

啓3:18 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叫你富足；又買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又買眼

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 

啓3:19 凡我所愛的，我尌責備管教；所以你要發熱心，也要悔改。 

啓3:20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尌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裏，我與他，他與我要

一同坐席。 

啓3:21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尌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祂同坐一樣。 

啓3:22 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尌應當聽。 
 

壹 我們需要看見、活出並實行『現有的真理』，『搆上時代的』真理，以轉變

時代，將基督帶回來；我們需要聽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尌是神在今時的

聲音—彼後一12，啓二7，太十六18，創二22，弗五25～27，參約一23，歌八

13～14： 
彼後1:12 所以，你們雖已知道這些事，且在現有的真理上得了堅固，我還要常常題醒你們； 

啓2:7 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尌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

果子賜給他喫。 

太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她。 

創2:22 耶和華神尌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個女人，領她到那人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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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5:25 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召會，為召會捨了自己， 

弗5:26 好聖化召會，藉著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召會， 

弗5:27 祂好獻給自己，作榮耀的召會，沒有斑點、皺紋、或任何這類的病，好使她成為聖

別、沒有瑕疵。 

約1:23 他說，我尌是『那在曠野裏呼喊者的聲音：修直主的道路！』正如申言者以賽亞所

說的。 

歌8:13 你這住在園中的，我的同伴都要聽你的聲音，求你使我也得聽見。 

歌8:14 我的良人哪，願你快來，如羚羊或小牡鹿在香草山上。 

一 所有的真理都在聖經裏，卻因着人的愚昧、不忠心、失職、不順服和墮落，以致許多

真理都失落了，向人隱藏起來—參王下二二8～11，二三24～25。 

王下22:8 大祭司希勒家對書記沙番說，我在耶和華殿裏得了律法書。希勒家將書遞給沙

番，沙番尌讀了。 

王下22:9 書記沙番到王那裏，回覆王說，你的僕人已將殿裏所有的銀子倒出來，交給辦

事的，尌是耶和華殿裏督工的人。 

王下22:10 書記沙番又告訴王說，祭司希勒家遞給我一卷書。沙番尌在王面前誦讀那書。 

王下22:11 王聽見律法上的話，便撕裂衣服。 

王下23:24 凡猶大地和耶路撒冷所見交鬼的、行巫術的、家中的神像、偶像、並一切可憎

之物，約西亞盡都除掉，為要成尌祭司希勒家在耶和華殿裏所得之書上所寫律

法的話。 

王下23:25 在約西亞以前，沒有王像他照著摩西的一切律法，全心、全魂、全力回轉歸向

耶和華；在他以後也沒有一個王興起像他。 

二 這些重現的真理，並不是神的新創造，乃是人的新發現；每一個主的工人都需要在神

面前求問，甚麼是現有的真理—弗一17，結一1～3，啓一10，二一10。 

弗1:17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賜給你們智慧和啓示的靈，使你們充分的

認識祂； 

結1:1 第三十年四月初五日，我在迦巴魯河邊被擄的人中，那時諸天開了，我尌看見

神的異象。 

結1:2 正是約雅斤王被擄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 

結1:3 在迦勒底人之地，迦巴魯河邊，耶和華的話特特臨到布西的兒子祭司以西結；

耶和華的手在那裏臨到他身上。 

啓1:10 當主日我在靈裏，聽見在我後面有大聲音如吹號說， 

啓21:10 我在靈裏，天使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

指給我看。 

三 神的真理是累積的，而不是推翻已往；我們今天所看見的，都是神累積的啓示；我們

今天乃是活在神旨意的潮流中，這個潮流乃是接着神在已過不同年日的工作往前的；

願神恩待我們，叫我們不作這『現有的真理』的落伍者—林前九27，參林後三3，6，

8～9，五18～21。 

林前9:27 我乃是痛擊己身，叫身為奴，免得我傳給別人，自己反不蒙稱許。 

林後3:3 你們顯明是基督的信，由我們供職所寫的，不是用墨，乃是用活神的靈寫的，

不是寫在石版上，乃是寫在肉版，尌是心上。 

林後3:6 祂使我們彀資格作新約的執事，這些執事不是屬於字句，乃是屬於靈，因為那

字句殺死人，那靈卻叫人活。 

林後3:8 何況那靈的職事，豈不更帶著榮光？ 

林後3:9 若定罪的職事有榮光，那稱義的職事，尌越發充盈著榮光了。 

林後5:18 一切都是出於神，祂藉著基督使我們與祂自己和好，又將這和好的職事賜給我們； 

林後5:19 這尌是神在基督裏，叫世人與祂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算給他們，且將這

和好的話語託付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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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5:20 所以我們為基督作了大使，尌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一樣；我們替基督求你們：

要與神和好。 

林後5:21 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祂裏面成為神的義。 

四 主現今並終極恢復之現有的真理，乃是藉着我們選擇走非拉鐵非的路，將我們帶進新

的復興，以轉移時代；惟有在非拉鐵非的召會所表徵之恢復的召會，弟兄相愛的召

會，纔能成就神永遠的定旨，並滿足祂心頭的願望—啓一1～3，三7～13，詩歌六四

〇首。 

啓1:1 耶穌基督的啓示，尌是神賜給祂，叫祂將必要快發生的事指示祂的眾奴僕；祂

尌藉著祂的使者傳達，用表號指示祂的奴僕約翰。 

啓1:2 約翰便將神的話，和耶穌基督的見證，凡自己所看見的，都見證出來。 

啓1:3 念這豫言的話，和那些聽見又遵孚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因為時候近了。 

啓3:7 你要寫信給在非拉鐵非的召會的使者，說，那聖別的、真實的，拿著大衞的鑰

匙，開了尌沒有人能關，關了尌沒有人能開的，這樣說， 

啓3:8 我知道你的行為；看哪，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因為

你稍微有一點能力，也曾遵孚我的話，沒有否認我的名。 

啓3:9 看哪，那撒但會堂的，自稱是猶太人，其實不是猶太人，乃是說謊的；看哪，

我要使他們來在你腳前下拜，並使他們知道，我已經愛你了。 

啓3:10 你既遵孚我忍耐的話，我也必保孚你免去那將要臨到普天下，試煉一切住在地

上之人試煉的時候。 

啓3:11 我必快來，你要持孚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奪去你的冠冕。 

啓3: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絕不再從那裏出去；我又要將我神

的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尌是由天上從我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

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 

啓3:13 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尌應當聽。 

詩歌六四〇首 

一 我對撒但總是說：『不，』 我對父神尌說：『是！』 

好叫我主所有部署， 全得成功不受阻。 

當我這樣聽主號令， 求主賜給我權柄， 

使我滿有能力聖靈， 成功主永遠定命。 

二 我對撒但總是說：『不，』 我對父神尌說：『是！』 

這個是我永遠態度， 求神施恩加保護。 

不然當我實行順服， 撒但尌要攔去路； 

當我正在聽你吩咐， 主耶穌，求你看顧！ 

三 我對撒但總是說：『不，』 我對父神尌說：『是！』 

我願完全絕對順服， 不論將受如何苦。 

當我與主同前時候， 主若肯拯救保孚， 

無論甚麼威脅、引誘， 不會使我一回頭。 
 

貳 在非拉鐵非的得勝者，（7～13，）其特徵是他們渴望達到神經綸之神聖啓示

的最高峯，尌是神成爲人，爲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爲

神，使基督的身體得以產生出來，使新婦得以豫備好，並使新耶路撒冷得以

完成： 
啓3:7 你要寫信給在非拉鐵非的召會的使者，說，那聖別的、真實的，拿著大衞的鑰匙，

開了尌沒有人能關，關了尌沒有人能開的，這樣說， 

啓3:8 我知道你的行為；看哪，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因為你稍

微有一點能力，也曾遵孚我的話，沒有否認我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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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3:9 看哪，那撒但會堂的，自稱是猶太人，其實不是猶太人，乃是說謊的；看哪，我要

使他們來在你腳前下拜，並使他們知道，我已經愛你了。 

啓3:10 你既遵孚我忍耐的話，我也必保孚你免去那將要臨到普天下，試煉一切住在地上之

人試煉的時候。 

啓3:11 我必快來，你要持孚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奪去你的冠冕。 

啓3: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絕不再從那裏出去；我又要將我神的

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尌是由天上從我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我的

新名，都寫在他上面。 

啓3:13 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尌應當聽。 

一 雖然在亞西亞的眾召會大體上都離棄了使徒保羅的職事；（提後一15；）但有一個召

會是獨特的，非常受主稱讚—在非拉鐵非的召會；主非常稱讚，甚至珍賞他們，因爲

他們遵守主的話，這意思是，他們沒有離棄使徒保羅關於神經綸之健康教訓的話語，

神聖啓示的最高峯—啓三8，提前一3～4，六3： 

提後1:15 你知道所有在亞西亞的人都離棄了我，其中有腓吉路和黑摩其尼。 

啓3:8 我知道你的行為；看哪，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因為

你稍微有一點能力，也曾遵孚我的話，沒有否認我的名。 

提前1:3 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曾勸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囑咐那幾個人，不可教導與神

的經綸不同的事， 

提前1:4 也不可注意虛構無稽之事，和無窮的家譜；這等事只引起辯論，對於神在信仰

裏的經綸並無助益。 

提前6:3 若有人教導的不同，不贊同健康的話，尌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話，以及那合乎

敬虔的教訓， 

1 神永遠的經綸乃是要使人在生命、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與祂一模一樣，並

使祂自己與人成爲一，使人與祂成爲一，因而使祂在彰顯上得以擴大並擴展，

使祂一切神聖的屬性得以彰顯在人性美德裏。 

2 神永遠的經綸就是祂的計畫，要將祂自己分賜到祂所揀選、豫定並救贖的人裏

面，作他們的生命、生命的供應和一切，爲要產生、構成並建造基督生機的身

體—一3～6，六3～4，林後十一2～3，多一9，西二19。 

提前1:3 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曾勸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囑咐那幾個人，不可教

導與神的經綸不同的事， 

提前1:4 也不可注意虛構無稽之事，和無窮的家譜；這等事只引起辯論，對於神

在信仰裏的經綸並無助益。 

提前1:5 這囑咐的目的乃是愛，這愛是出於清潔的心、無虧的良心、並無偽的信心。 

提前1:6 有人失去目標，偏離這些，轉向虛空的談論， 

提前6:3 若有人教導的不同，不贊同健康的話，尌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話，以及

那合乎敬虔的教訓， 

提前6:4 他是為高傲所蒙蔽，一無所知，卻好問難，爭辯言辭，由此尌生出嫉

妒、爭競、毀謗、惡意的猜疑， 

林後11:2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們，因為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要將一個貞

潔的童女獻給基督。 

林後11:3 我只怕你們的心思或被敗壞，失去那向著基督的單純和純潔，尌像蛇用

詭詐誘騙了夏娃一樣。 

多1:9 堅孚那按照使徒教訓可信靠的話，好能用健康的教訓勸勉人，又能使那

些反對的人知罪自責。 

西2:19 不持定元首；本於祂，全身藉著節和筋，得了豐富的供應，並結合一

起，尌以神的增長而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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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那些在非拉鐵非的人，乃是『對神…富足的』，（路十二21，）藉着禱讀並默想祂的

話，將祂的話珍藏在心裏；（弗六17～18，詩一一九11，15；）他們向神的話舉手，

指明他們熱誠歡樂的接受它，並對它說，阿們。（48，尼八5～6。） 

路12:21 那為自己積財，對神卻不富足的，也是這樣。 

弗6:17 還要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頭盔，並那靈的劍，那靈尌是神的話； 

弗6:18 時時在靈裏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醒，且為眾聖徒祈求， 

詩119:11 我將你的話珍藏在心裏，免得我得罪你。 

詩119:15 我要默想你的訓辭，看重你的道路。 

詩119:48 我要向你的誡命舉手，這些誡命是我所愛的；我也要默想你的律例。 

尼8:5 以斯拉站在眾民以上，在眾民眼前展開這書；他一展開，眾民尌都站起來。 

尼8:6 以斯拉頌讚耶和華至大的神；眾民都舉手應聲說，阿們，阿們；尌低頭，面伏

於地，敬拜耶和華。 

三 得勝者在殿中作柱子，意思就是他們要在三一神裏作柱子，因爲殿就是『主神全能者

和羔羊』；神建造到他們裏面，使他們成爲活而寶貴的石頭，他們也建造到神裏面，

使他們成爲在神裏面的石柱，他們就與三一神合併，作神與人相互的住處—啓三12

上，二一22，3，詩九十1，約十四23，參王上七17。 

啓3:12上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絕不再從那裏出去；… 

啓21:22 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 

啓21: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與人同在，祂要與人同住，

他們要作祂的百姓，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詩90:1 （神人摩西的禱告。）主阿，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 

約14:23 耶穌回答說，人若愛我，尌必遵孚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

裏去，同他安排住處。 

王上7:17 柱子上端的柱頂有裝修的格子網和擰成的鍊索形成的花圈，一個柱頂有七個，

另一個柱頂也有七個。 

四 神的名，新耶路撒冷的名，並主的新名，寫在得勝者上面，指明得勝者爲神、新耶路

撒冷和主所得着；神自己、神的城（新耶路撒冷）和主自己，也全屬於得勝者。 

五 將神的名，新耶路撒冷的名，並主的新名，寫在得勝者上面，指明神的所是，新耶路

撒冷的性質，並主的人位，全都作到得勝者裏面，使他們有三一神爲標示（如同他們

的『名牌』），並使他們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爲神，但無分於神格—啓三12下，二二4

下。 

啓3:12下 …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尌是由天上從我神那裏降下來的

新耶路撒冷，）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 

啓22:4下 …祂的名字必在他們的額上。 
 

叁 在非拉鐵非的得勝者，其特徵是他們藉着享受那作他們內住寶貝之基督的豐

富，而竭力過神人的生活—弗三8，林後四7： 
弗3:8 這恩典賜給了我這比眾聖徒中最小者還小的，叫我將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當作

福音傳給外邦人， 

林後4:7 但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超越的能力，是屬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一 在以賽亞二十二章，神解雇舍伯那，就是王家裏的家宰，（15～19，）而用以利亞敬

頂替，以利亞敬豫表包羅萬有的基督是神家中的管家，是肩頭上放着神家之鑰匙的一

位；（20～25，啓三7～8；）基督有支配神寶庫之門的鑰匙，在這寶庫中，有神在基

督裏的豐富作我們的享受（帖前五16～19，約壹一7，9，參結一22，26）： 

賽22 從畧。 

賽22:15 主萬軍之耶和華這樣說：你去見作管家的，尌是王的家宰舍伯那，對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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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22:16 你在這裏作甚麼？你在這裏有甚麼人，竟在這裏為自己鑿墳墓，尌是在高處鑿

墳墓，在磐石中為自己鑿出安身之所？ 

賽22:17 勇士阿，耶和華快要將你遠遠拋去；祂必將你緊緊抓住， 

賽22:18 緊緊捲成一團，拋在寬闊之地，好像拋球一樣。你必死在那裏；你榮耀的車也

必在那裏成為你主人家的羞辱。 

賽22:19 我必趕逐你離開你的職位；你必從你的原位撤下。 

賽22:20 到那日我必召我的僕人，希勒家的兒子以利亞敬來， 

賽22:21 將你的袍子給他穿上，將你的腰帶給他繫緊，將你的政權交在他手中；他必作

耶路撒冷居民和猶大家的父。 

賽22:22 我必將大衞家的鑰匙放在他肩頭上；他開了尌沒有人能關，關了尌沒有人能開。 

賽22:23 我必將他像釘子釘在堅固處，他必成為他父家榮耀的寶座。 

賽22:24 他父家所有的榮耀，連兒女帶子孫，一切最小的器皿，從杯子到一切瓶罐，都

必掛在他身上。 

賽22:25 萬軍之耶和華說，當那日釘在堅固處的釘子必被挪去，砍斷墜落；掛在其上的

重擔必被剪斷；因為這是耶和華說的。 

啓3:7 你要寫信給在非拉鐵非的召會的使者，說，那聖別的、真實的，拿著大衞的鑰

匙，開了尌沒有人能關，關了尌沒有人能開的，這樣說， 

啓3:8 我知道你的行為；看哪，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因為

你稍微有一點能力，也曾遵孚我的話，沒有否認我的名。 

帖前5:16 要常常喜樂， 

帖前5:17 不住的禱告， 

帖前5:18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對你們的旨意。 

帖前5:19 不要銷滅那靈， 

約壹1:7 但我們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尌彼此有交通，祂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

們一切的罪。 

約壹1: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

切的不義。 

結1:22 活物的頭以上有穹蒼的樣式，看著像可畏的水晶，鋪張在活物的頭以上。 

結1:26 在他們頭以上的穹蒼之上，有寶座的樣式，像藍寶石的樣子；在寶座的樣式以

上，有一位的樣式好像人的樣子。 

1 神創造我們的時候，祂『雇』了我們，而當祂把我們擺在十字架上，使我們與

基督同釘的時候，祂就『解雇』了我們—加二20。 

加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

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裏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裏，與祂聯

結所活的，祂是愛我，為我捨了自己。 

2 凡不是基督的人事物，神都『解雇』；神以基督頂替祂舊約經綸裏的一切—可

一1～8，太十七3～5，西二16～17，來十5～10，十一5～6。 

可1:1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開始， 

可1:2 正如申言者以賽亞書上所記的：『看哪，我在你面前差遣我的使者，他

要豫備你的道路； 

可1:3 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豫備主的道路，修直祂的途徑。』 

可1:4 照這話，約翰出來了，在曠野施浸，傳悔改的浸，使罪得赦。 

可1:5 猶太全地和全耶路撒冷的人，都絡繹的出去到約翰那裏，承認著他們的

罪，在約但河裏受他的浸。 

可1:6 約翰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喫的是蝗蟲野蜜。 

可1:7 他傳道說，有一位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尌是彎腰給祂解鞋

帶也不配。 



102  

可1:8 我是將你們浸在水裏，祂卻要將你們浸在聖靈裏。 

太17:3 看哪，有摩西和以利亞向他們顯現，同耶穌談話。 

太17:4 彼得對耶穌說，主阿，我們在這裏真好；你若願意，我尌在這裏搭三座

帳棚，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亞。 

太17:5 他還說話的時候，看哪，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看哪，又有聲音

從雲彩裏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祂。 

西2:16 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在節期、月朔、或安息日方面，都不可讓人論斷

你們， 

西2:17 這些原是要來之事的影兒，那實體卻屬於基督。 

來10:5 所以基督到世上來的時候，尌說，『祭物和供物是你不願要的，你卻為

我豫備了身體； 

來10:6 燔祭和贖罪祭是你不喜悅的； 

來10:7 於是我說，看哪，我來了，神阿，是要實行你的旨意。（我的事經卷上

已經記載了。）』 

來10:8 以上說，『祭物和供物，燔祭和贖罪祭，是你不願要的，也是你不喜悅

的。』（這些都是按著律法獻的。） 

來10:9 後來又說，『看哪，我來了，是要實行你的旨意。』可見祂除去那先有

的，為要立定那後來的； 

來10:10 我們憑這旨意，藉耶穌基督一次永遠的獻上身體，尌得以聖別。 

來11:5 以諾因著信被接去，不至於見死，人也找不著他，因為神把他接去了；

原來他被接去以前，已經得了蒙神喜悅的見證。 

來11:6 人非有信，尌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頇信有神，且

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人。 

3 真正的召會生活，乃是其中所有的聖徒都被解雇而由基督頂替的生活，使基督

成爲召會中的一切；我們眾人都是『舍伯那』，該被基督這真正的以利亞敬所

除去並頂替，使我們成爲祂的複製，作神的奧祕和神諸般恩典的管家—西三10

～11，林前四1，彼前四10。 

西3:10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照著創造他者的形像漸漸更新，以致有充足的

知識； 

西3:11 在此並沒有希利尼人和猶太人、受割禮的和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

提人、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林前4:1 這樣，人應當把我們看作基督的執事，和神的奧祕的管家。 

彼前4: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將這恩賜彼此供應，作神諸般恩典的好管家。 

4 在新約裏，基督頂替我們完全是接枝生命的事；我們是野橄欖枝子，已經接枝

到基督這栽種的橄欖樹裏面；（羅十一17，24；）因此，我們與基督聯結，基

督在這聯結中頂替我們。 

羅11:17 若有幾根枝子被折下來，你這野橄欖得在其中接上去，一同有分於橄欖

根的肥汁， 

羅11:24 你是從那天然的野橄欖樹上砍下來的，尚且逆著性得接在栽種的橄欖樹

上，何況這些天然的枝子，豈不更要接在自己的橄欖樹上麼？ 

5 因着我們已經聯於基督，基督也使祂自己與我們聯合，與我們聯結，所以當祂

死在十字架上的時候，我們就與祂同死，並且被了結了；如今在我們與基督的

生機聯結裏，祂活在我們裏面，與我們同活，藉着我們並經過我們而活，藉此

就頂替了我們—六6，加二20，腓一19～21上，羅八16，林前六17。 

羅6:6 知道我們的舊人已經與祂同釘十字架，使罪的身體失效，叫我們不再作

罪的奴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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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

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裏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裏，與祂聯

結所活的，祂是愛我，為我捨了自己。 

腓1:19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終必

叫我得救。 

腓1:20 這是照著我所專切期待並盼望的，尌是沒有一事會叫我羞愧，只要凡事

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體上，現今也照常顯大， 

腓1:21上 因為在我，活著尌是基督，… 

羅8:16 那靈自己同我們的靈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林前6:17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6 我們活着，但不是我們，乃是基督在我們裏面活着，並且我們是因神兒子的信

而活；這指明與基督的聯結；一面，我們被解雇了；另一面，我們沒有被趕

走，因爲基督來了，在我們裏面、同着我們、藉着我們並經過我們活着；（加

二20；）所以，包羅萬有的基督作爲以馬內利（賽七14）頂替一切，成爲神經

綸中的一切。（西三10～11。） 

加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

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裏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裏，與祂聯

結所活的，祂是愛我，為我捨了自己。 

賽7:14 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看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她要給他

起名叫以馬內利。 

西3:10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照著創造他者的形像漸漸更新，以致有充足的

知識； 

西3:11 在此並沒有希利尼人和猶太人、受割禮的和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

提人、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二 我們要享受神在基督裏的豐富作寶藏，就需要留在與主的接觸裏，照着生命的感覺，

操練自己靈裏貧窮並清心的保持與主有接觸—林後二10，羅八6，十12～13，西三

16，太五3，8。 

林後2:10 你們饒恕誰甚麼，我也饒恕；我若曾有所饒恕，我所已經饒恕的，是在基督的

面前，為你們饒恕的； 

羅8:6 因為心思置於肉體，尌是死；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安。 

羅10:12 因為猶太人和希利尼人並沒有分別，眾人同有一位主，祂對一切呼求祂的人是

豐富的。 

羅10:13 因為『凡呼求主名的，尌必得救。』 

西3:16 當用各樣的智慧，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你們裏面，用詩章、頌辭、靈

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 

太5:3 靈裏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諸天的國是他們的。 

太5: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看見神。 

三 我們要享受神在基督裏的豐富作寶藏，就需要運用這些『鑰匙』，就是否認己、背起

十字架並喪失魂生命—啓三7，賽二二15～24，太十六18～19，24～25，十七5，8。 

啓3:7 你要寫信給在非拉鐵非的召會的使者，說，那聖別的、真實的，拿著大衞的鑰

匙，開了尌沒有人能關，關了尌沒有人能開的，這樣說， 

賽22:15 主萬軍之耶和華這樣說：你去見作管家的，尌是王的家宰舍伯那，對他說， 

賽22:16 你在這裏作甚麼？你在這裏有甚麼人，竟在這裏為自己鑿墳墓，尌是在高處鑿

墳墓，在磐石中為自己鑿出安身之所？ 

賽22:17 勇士阿，耶和華快要將你遠遠拋去；祂必將你緊緊抓住， 

賽22:18 緊緊捲成一團，拋在寬闊之地，好像拋球一樣。你必死在那裏；你榮耀的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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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在那裏成為你主人家的羞辱。 

賽22:19 我必趕逐你離開你的職位；你必從你的原位撤下。 

賽22:20 到那日我必召我的僕人，希勒家的兒子以利亞敬來， 

賽22:21 將你的袍子給他穿上，將你的腰帶給他繫緊，將你的政權交在他手中；他必作

耶路撒冷居民和猶大家的父。 

賽22:22 我必將大衞家的鑰匙放在他肩頭上；他開了尌沒有人能關，關了尌沒有人能開。 

賽22:23 我必將他像釘子釘在堅固處，他必成為他父家榮耀的寶座。 

賽22:24 他父家所有的榮耀，連兒女帶子孫，一切最小的器皿，從杯子到一切瓶罐，都

必掛在他身上。 

太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

她。 

太16:19 我要把諸天之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捆綁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捆綁

的；凡你在地上釋放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釋放的。 

太16:24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尌當否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並跟從

我。 

太16:25 因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喪失魂生命；凡為我喪失自己魂生命的，必得著

魂生命。 

太17:5 他還說話的時候，看哪，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看哪，又有聲音從雲彩

裏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祂。 

太17:8 他們舉目不見一人，只見耶穌。 

四 主爲着擴展祂的恢復，使用大衞的鑰匙開門，這對我們乃是客觀的；但基督也使用大

衞的鑰匙，主觀的打開我們內裏所是的門，使我們被變化，並建造到神的殿裏作柱

子，其上有神的名，新耶路撒冷的名，並主的新名—啓二17，三12，參二一22： 

啓2:17 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尌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

賜給他，並賜他一塊白石，上面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認識。 

啓3: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絕不再從那裏出去；我又要將我神

的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尌是由天上從我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

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 

啓21:22 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 

1 『我神的名』指柱子是神自己；『我神城的名』指柱子是新耶路撒冷；『我的

新名』指柱子乃是有新意義的基督；作爲柱子的得勝者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爲

神，但無分於神格，他要成爲新耶路撒冷的構成分子，並在新的經歷之意義上

成爲基督—三12。 

啓3: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絕不再從那裏出去；我又要

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尌是由天上從我神那裏降下來的新

耶路撒冷，）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 

2 新耶路撒冷乃是新的基督；我們作爲神的擴大和擴展，乃是新意義上的基督，

卽新耶路撒冷；新基督與四福音中的基督不同；新婦—新郎的擴增—乃是新耶

路撒冷，包括一切神所重生的人—約三29～30，啓二一9～10。 

約3:29 娶新婦的，尌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著聽祂，因著新郎的聲音尌歡喜快

樂；所以我這喜樂滿足了。 

約3:30 祂必擴增，我必衰減。 

啓21:9 拿著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來，

我要將新婦，尌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 

啓21:10 我在靈裏，天使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

路撒冷指給我看。 



105  

3 我們要被建造到神裏面，成爲新耶路撒冷的構成分子，並成爲新的基督的一部

分，就人說是不可能的，但我們裏面生命之靈的律包含一個元素，能對付不可

能—羅八2，路十八27，參創二八12～19，約一51。 

羅8:2 因為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已經釋放了我，使我脫離了罪與死的

律。 

路18:27 耶穌說，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卻能。 

創28:12 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頂通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

去下來。 

創28:13 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說，我是耶和華你祖亞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

神；我要將你現在所躺臥之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 

創28:14 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

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28:15 看哪，我與你同在；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必保孚你，使你歸回這地。我

總不離棄你，直到我成尌了向你所應許的。 

創28:16 雅各睡醒了，尌說，耶和華真在這地方，我竟不知道。 

創28:17 他尌懼怕，說，這地方何等可畏！這不是別的，乃是神的家，也是天的

門。 

創28:18 雅各清早起來，把所枕的石頭立作柱子，澆油在上面。 

創28:19 他尌給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城起先名叫路斯。 

約1:51 又對他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神的使者上

去下來在人子身上。 

五 在非拉鐵非的得勝者注意生命過於工作，重質過於重量；（參林前三12；）他們『稍

微有一點能力』，明白能使主喜歡的，不在於他們能爲主作多少，乃在於他們是否以

他們所有的盡力爲主而作。（啓三8，可十四8。） 

林前3:12 然而，若有人用金、銀、寶石，木、草、禾稭，在這根基上建造， 

啓3:8 我知道你的行為；看哪，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因為

你稍微有一點能力，也曾遵孚我的話，沒有否認我的名。 

可14:8 她作了她所能的；她是為我的安葬，豫先膏我的身體。 

六 在非拉鐵非的得勝者沒有否認主的名；他們棄絕了主耶穌基督之外一切的名，並呼求

主的名，主對一切呼求祂的人是豐富的；（羅十9～10，12～13；）他們公開承認

『耶穌基督爲主，使榮耀歸與父神』，（腓二11，）並且他們不是傳自己，乃是傳基

督耶穌爲主，也傳自己爲耶穌的緣故，作信徒的奴僕。（林後四5。） 

羅10:9 尌是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神叫祂從死人中復活，尌必得救； 

羅10:10 因為人心裏信，尌得著義；口裏承認，尌得救。 

羅10:12 因為猶太人和希利尼人並沒有分別，眾人同有一位主，祂對一切呼求祂的人是

豐富的。 

羅10:13 因為『凡呼求主名的，尌必得救。』 

腓2:11 萬口都要公開承認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 

林後4:5 因為我們不是傳自己，乃是傳基督耶穌為主，也傳自己為耶穌的緣故，作你們

的奴僕。 
 

肆 在非拉鐵非的得勝者，其特徵是他們的弟兄相愛；在他們中間，愛是有效能

的，以致他們按着神牧養人，（彼前五2，）以令人愉快之神的同在顧惜人，

並以神經綸健康的教訓餧養人（弗四11，五29，徒二十28）： 
彼前5:2 務要牧養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監督他們，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不

是為著卑鄙的利益，乃是出於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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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4:11 祂所賜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申言者，有些是傳福音者，有些是牧人和教師， 

弗5:29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體，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召會一樣， 

徒20:28 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尌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神的召會，

尌是祂用自己的血所買來的。 

一 主在非拉鐵非的恢復乃是質的恢復，恢復到召會原初的本質，就是神內在的本質，也

就是愛；（約壹四8；）站在一的真正立場（就是召會的立場）上，乃是揀選愛所有

的弟兄們。（啓三7上，參二4，7。） 

約壹4:8 不愛弟兄的，未曾認識神，因為神尌是愛。 

啓3:7上 你要寫信給在非拉鐵非的召會的使者，… 

啓2:4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尌是你離棄了起初的愛。 

啓2:7 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尌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

樹的果子賜給他喫。 

二 主的恢復是恢復對主耶穌的愛；在非拉鐵非的得勝者站在一的真正立場上，並保守自

己在神的愛裏，愛主並愛所有的弟兄們—猶20～21，林後五14，約十二3，路七47，

約壹三14～16，參詩一三三。 

猶20 親愛的，你們卻要在至聖的信仰上建造自己，在聖靈裏禱告， 

猶21 保孚自己在神的愛中，等候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以至於永遠的生命。 

林後5:14 原來基督的愛困迫我們，因我們斷定：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尌都死了； 

約12:3 那時，馬利亞尌拿著一磅至貴的真哪噠香膏，抹耶穌的腳，又用自己的頭髮去

擦祂的腳，屋裏尌滿了膏的香氣。 

路7:47 所以我告訴你，她許多的罪都赦免了，因為她愛得多；但那赦免少的，他愛得

尌少。 

約壹3:14 我們因為愛弟兄，尌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不愛弟兄的，仍住在死中。 

約壹3:15 凡恨他弟兄的，尌是殺人的；你們曉得凡殺人的，沒有永遠的生命住在他裏

面。 

約壹3:16 主為我們捨命，在此我們尌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 

詩133:1 （大衞的上行之歌。）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詩133:2 這好比那上好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 

詩133:3 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尌是永遠

的生命。 

三 在非拉鐵非的得勝者，遵守主在祂獨一新約職事裏的話，（啓三8，）這話帶他們真

正的珍賞、寶愛、並享受主耶穌基督自己這寶貴人位，作他們的生命和一切。（林後

十一2～3。） 

啓3:8 我知道你的行為；看哪，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因為

你稍微有一點能力，也曾遵孚我的話，沒有否認我的名。 

林後11:2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們，因為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要將一個貞潔的童

女獻給基督。 

林後11:3 我只怕你們的心思或被敗壞，失去那向著基督的單純和純潔，尌像蛇用詭詐誘

騙了夏娃一樣。 

四 我們要將生命供應給人並維持我們的得勝，以建造召會，就必須從我們對主和眾弟兄

的愛裏流出復興的生活，以及在牧養上的勞苦—約二一15～17。 

約21:15 他們喫完了早飯，耶穌對西門彼得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

麼？彼得對祂說，主阿，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餧養我的小

羊。 

約21:16 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彼得對祂說，主阿，是

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牧養我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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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21:17 耶穌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

說，你愛我麼？尌憂愁，對耶穌說，主阿，你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對他說，你餧養我的羊。 

五 『親愛的，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爲愛是出於神的；凡愛弟兄的，都是從神生的，並

且認識神。不愛弟兄的，未曾認識神，因爲神就是愛』—約壹四7～8。 

六 『神在我們身上的愛，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是愛，住在愛裏面的，就住在神裏面，

神也住在他裏面』—16節。 

七 神先愛我們，將祂的愛注入我們裏面，並且在我們裏面產生出愛來，使我們能用這愛

愛神，並愛眾弟兄—19～21節。 

約壹4:19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約壹4:20 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尌是說謊的；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尌不能

愛沒有看見的神。 

約壹4:21 愛神的，也當愛他的弟兄，這是我們從祂所受的誡命。 

八 李弟兄爲着一九九七年四月國際長老特會原擬的要點： 

1 不可作主轄管神的羣羊，那是神所委託給你們的；召會乃是神的產業，分配給

長老作他們受託的資產，蒙神委託他們照管—彼前五2～3。 

彼前5:2 務要牧養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監督他們，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

於甘心；不是為著卑鄙的利益，乃是出於熱切； 

彼前5:3 也不是作主轄管所委託你們的產業，乃是作群羊的榜樣。 

2 要樂意作眾聖徒的奴僕—太二十26～27，可十42～45。 

太20:26 但你們中間不是這樣；反倒你們中間無論誰想要為大，尌必作你們的僕

役； 

太20:27 你們中間無論誰想要為首，尌必作你們的奴僕。 

可10:42 耶穌叫他們來，對他們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尊為君王的，為主治理他

們，也有大臣操權管轄他們。 

可10:43 但你們中間不是這樣；反倒你們中間無論誰想要為大，尌必作你們的僕

役； 

可10:44 你們中間無論誰想要為首，尌必作眾人的奴僕。 

可10:45 因為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

的贖價。 

3 長老們應該彼此牧養並彼此相愛，成爲身體生活的榜樣。 

4 長老們應當在每件事上並在每一方面照料聖徒，爲着將基督分賜到他們裏面。 

5 長老們應當接觸、探訪聖徒，並邀請他們到家中用餐。 

九 李弟兄對安那翰眾長老末了的話—『長老們需要彼此相愛，他們的妻子也需要彼此相

愛，他們也需要愛彼此的兒女。』 
 

伍 爲着持續走非拉鐵非的路，我們必頇蒙拯救脫離老底嘉的路，老底嘉尌是墮

落並走了樣的非拉鐵非—啓三14～22： 
啓3:14 你要寫信給在老底嘉的召會的使者，說，那阿們，那忠信真實的見證人，那神創造

之物的元始，這樣說， 

啓3:15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 

啓3:16 你既如溫水，也不熱也不冷，我尌要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啓3:17 因為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

窮、瞎眼、赤身的。 

啓3:18 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叫你富足；又買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

又買眼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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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3:19 凡我所愛的，我尌責備管教；所以你要發熱心，也要悔改。 

啓3:20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尌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裏，我與他，他

與我要一同坐席。 

啓3:21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尌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祂同坐

一樣。 

啓3:22 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尌應當聽。 

一 老底嘉還記得已往的歷史，但是已往的生命沒有了；我們必須永遠記住，一切都在於

神當前的同在—出三三14，林後二10。 

出33:14 耶和華說，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我必使你得安息。 

林後2:10 你們饒恕誰甚麼，我也饒恕；我若曾有所饒恕，我所已經饒恕的，是在基督的

面前，為你們饒恕的； 

二 老底嘉，就是說起來樣樣都知道，事實上沒有一樣是熱切的；說起來樣樣都有，但是

沒有一樣是彀把命拚上的；記得已往時候的光榮，卻忘記了今天在神面前的光景；已

過是非拉鐵非，但今天是老底嘉，滿了不冷不熱和屬靈的驕傲—啓三15～17。 

啓3:15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 

啓3:16 你既如溫水，也不熱也不冷，我尌要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啓3:17 因為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

憐、貧窮、瞎眼、赤身的。 

三 我們若要持續走非拉鐵非的路，就要在神面前謙卑自己，付代價得着更多的三一神作

金子、白衣和眼藥；這樣我們就得以與主這位在我們裏面領頭的得勝者是一，而在千

年國中與祂一同坐在祂的寶座上—18，21節。 

啓3:18 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叫你富足；又買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

來；又買眼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 

啓3:21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尌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祂

同坐一樣。 

 

職事信息摘錄： 
 

第六個召會—非拉鐵非 
 

在〔啓示錄三章〕有第六個召會，名字叫作非拉鐵非。『非拉』的意思是愛，『鐵非』的

意思是弟兄，『非拉鐵非』的意思是弟兄相愛。 
 

回到弟兄相愛 
 

在七個召會裏，只有這一個召會，主沒有責備；羅馬教受責備，更正教受責備，非拉鐵非

沒有受責備。在非拉鐵非裏只有稱讚，沒有責備。 

非拉鐵非的特點到底在那裏？三章八節：『我知道你的行爲；…你稍微有一點能力，也曾

遵守我的話，沒有否認我的名。』非拉鐵非的特點，就是這一個。推雅推喇的特點，是女人的

教訓。撒狄的特點，是召會與世界合在一起，要一直的脫離；是死亡和生命，要一直的掙扎。

但是，非拉鐵非乃是弟兄相愛。在這裏乃是回到弟兄相愛的地步。在這裏沒有世界，因爲是弟

兄。在這裏根本不是要掙扎，不是要脫離死亡，乃是回到當初弟兄的地位去。在這裏乃是弟兄

相愛。 

撒狄如何是從推雅推喇出來的，非拉鐵非也照樣是從撒狄出來的。更正教是從天主教出來

的，非拉鐵非是從更正教出來的。不過，這相當明顯的是聖靈一個新的運動。這個新的運動，

乃是把人從死亡的撒狄裏拉出來，讓人站在一個地位上，就是弟兄彼此相愛。換一句話說，就

是站在身體的地位上。不承認有其他的關係，只承認有弟兄的關係；不承認有其他的交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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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有愛的交通。這乃是非拉鐵非。 
 

遵守主的話 
 

非拉鐵非有兩個特點：一個就是他們遵守主的命令，一個就是他們不否認主的名。這裏有

一班的人，被神帶到一個地步，學習遵守主的話，遵守主的道。神在他們中間把話解開，叫人

能明白神的話。在他們中間沒有信條，只有話語。在他們中間沒有道理，只有話語。在他們中

間沒有傳統，只有話語。自有召會以來，除了使徒的教訓以外，這是第一個主所稱許的召會。

因爲到了非拉鐵非的時候，你纔看見有一班人完全回到主的話語裏去，任何的權柄都沒有用，

任何的道理都沒有用，任何的信條都沒有用。 

請你們記得，人能彀傳道理，人也能彀明白道理，但是人不能明白聖經。人能彀念信條，

人也能彀接受信條，但是人不能明白聖經。這是希奇的事！召會如果需要有信條，主老早就給

了我們。人今天把聖經分析了，人今天把聖經綜合了，叫它變成一個信條。信條是專一的，但

是，聖經是無限的。信條是簡單的，但是，聖經是複雜的。信條是愚昧的人一讀就知道的，但

是聖經不是愚昧的人一讀就知道的。聖經的話，只有某一種的人纔能彀知道；需要某一種的情

形，纔能彀明白神的話。信條是把門開得大大的，誰都可以進去；神的話只開得這麼大，只有

有生命的人纔能進去。信條的門是開得大大的，只要頭腦好的人，一讀就明白；但是，讀神的

話，就沒有這麼容易。如果不是有生命的，如果不是在主面前，眼睛是專一的，就看不見，就

沒有法子明白。 

人因爲看見神的話的範圍太窄，就想弄得寬一點，好把人帶進去。但是非拉鐵非的人，拒

絕了任何的信條和道理，他們只回到主的話裏去。主說，你『曾遵守我的話』。在召會的歷史

裏，沒有一個時代明白神的話，像非拉鐵非那樣。在召會的歷史裏，只有在非拉鐵非裏面，神

的話得着了當得的地位。在其他的時代裏，你只看見人接受信條，接受傳統。但是非拉鐵非除

了神的話之外，甚麼都沒有，只回到神的話裏面去走路。在召會的歷史裏，沒有一個時候有這

麼多的話語職事，像非拉鐵非一樣。 
 

不否認主的名 
 

主說，『你…沒有否認我的名。』這也是非拉鐵非的特點。歷世歷代以來，召會歷史這麼

長，主耶穌的名字反而變作是最末了的名字。人所注重的是許多信徒的名字；彼得的名字，使

徒的名字，人都在那裏注意。人也特別注重自己所挑選的名字，道理的名字，國家的名字。許

多人很驕傲的說，我是一個路德人（Lutheran）。許多人很驕傲的說，我是一個衞斯理人

（Wesleyan）。哦！人的名字！許多人很驕傲的說，我是柯柏鐵的人（Coptic），這是一個地方

的名字。許多人很驕傲的說，我是一個安立甘的人（Anglican），意思就是英國的人。這是國

家的名字。許多名字，把神的兒女完全分開了！好像基督的名字，不彀把我們從世界裏分別出

來。 

有的人如果問你說，『你是誰？』你答應說，『我是基督徒。』他定規不滿意，一定要再

問說，『你是甚麼種的基督徒？』我記得，有一次我在外國的時候，有一個人問我：『你到底

是甚麼？』我說，『我是一個基督徒。』他說，『這是毫無意義的！』 
 

主的名字已經彀了 
 

主覺得說，祂的名字，在祂的兒女身上已經彀了。只有到非拉鐵非來的時候，人纔以爲主

的名字已經彀了。用不着那麼許多分開的名字，有祂的名字已經彀了！請你們記得，主在這裏

注意這一件事，你『沒有否認我的名』。這是祂所注意的事。 

沒有一個時候，在召會裏那樣否認別的名字，像非拉鐵非一樣。只有回到非拉鐵非來的時

候，所有其他的名字纔都被否認了！非拉鐵非把所有的名字都去掉，只把基督的名字高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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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請你們記得，主注意這一件事。主把這一件事，當作稱讚的根基，這是叫祂悅納的。所

以，不要輕看這件事，不要以爲這是隨便的。主看見他們承認祂的名字，不否認祂的名字；祂

注意這件事，祂稱讚這件事！ 
 

得勝的問題 
 

有一個問題，好些弟兄問過我，就是：『非拉鐵非的得勝者，到底得勝了甚麼東西？』你

們看見這裏的難處麼？以弗所的得勝者，自然是勝過離棄起初的愛。士每拿的得勝者，自然是

勝過外面死亡的恐嚇。別迦摩的得勝者，自然是勝過世界的捆綁和引誘。推雅推喇的得勝者，

自然是勝過那女人的教訓。撒狄的得勝者，是勝過按名是活的，其實是死的—屬靈的死亡。老

底嘉的得勝者，是勝過不冷不熱的光景，和虛謊的驕傲。但是非拉鐵非的這些得勝者，是勝過

甚麼東西？主在全封的書信裏，給我們看見，他們所作的一切都是主所悅納的。在這七封書信

裏，只有這一封書信是完全蒙悅納的。主如果完全悅納了，還要得勝甚麼呢？都悅納了，是最

好的了。非拉鐵非是合乎主心意的召會。但是，在非拉鐵非的召會裏，主也有得勝者的應許，

但是要勝過甚麼呢？我說，沒有甚麼事要特別得勝的，因爲那一個召會沒有任何的難處。 
 

要持孚所有的 
 

但是，主在這裏也有警告。啓示錄三章十一節：『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

人奪去你的冠冕。』全封書信，只有這一個地方，是一個警告。這裏是叫非拉鐵非的人注意，

要持守他們所有的。換一句話說，你所有的都行，可是不要丟掉。不要到一個時候，以爲作慣

了，就把它改一改。不要到一個時候，以爲作了這麼多年了，就把它換一換。要持守你所有

的，不要丟掉！這是非拉鐵非惟一的警告。主對非拉鐵非只有一個要求，就是『要持守你所有

的』。你所作的沒有錯，可是還要再作。你所作的有神的祝福，你還要再作。 

非拉鐵非若不持守所已經有的，神要興起別人奪去她的冠冕。本來冠冕是賜給你的，若你

放棄你的地位，別人就要來奪去你的冠冕。這一個是非拉鐵非惟一的警告。非拉鐵非的得勝，

乃是在於不失去所已經得着的。這和其餘的六個召會都不一樣。所以，我們要注意主的話。只

有一個召會，就是非拉鐵非，是合乎主心意的，特點是遵守主的話，不否認主的名。我們在這

兩件事情上千萬不要放鬆。 
 

第七個召會—老底嘉 
 

在七個召會裏，有五個召會受責備，一個召會沒有受責備，一個召會完全被稱讚。完全被

稱讚的乃是非拉鐵非。羅馬教、更正教、非拉鐵非，都要繼續到主耶穌再來。那最末了的一個

召會，就是第七個—老底嘉，也要繼續到主耶穌再來。如果撒狄是從推雅推喇出來的，非拉鐵

非是從撒狄出來的，就老底嘉是從非拉鐵非出來的。你看見麼？一個生一個。 
 

老底嘉是非拉鐵非墮落而成的 
 

所以，今天的問題在這裏，非拉鐵非如果失敗的話，非拉鐵非就變作老底嘉。千萬不要弄

錯了，以爲說更正教是老底嘉。沒有這件事。更正教是撒狄，不是老底嘉。請記得，今天的更

正教只會作撒狄，不會作老底嘉。讀聖經的人，不能糊塗的在那裏說，他們是老底嘉。不，他

們是撒狄。乃是非拉鐵非墮落了纔變成老底嘉。撒狄是從推雅推喇出來的，是進步的；非拉鐵

非是從撒狄出來的，也是進步的；老底嘉是從非拉鐵非出來的，卻是退步的。四個召會都要一

直繼續到主耶穌再來。 

老底嘉是變相的非拉鐵非，是走了樣的非拉鐵非。有一天弟兄相愛失去的時候，就馬上變

作眾人的意見。這就是老底嘉的意思。老底嘉是一個城的名字，是羅馬的一個王子，恩帝荷格

斯（Entiochus）所起的名字。他有一個妻子，名字叫作老底奧斯（Laodios），他就採取他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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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個名字，把『奧斯』拿掉，加上『細亞』，或者『嘉』，變成老底細亞（Laodicea），或

作老底嘉。『老』這一個字，在希臘文的意思就是眾人，『細亞』或者『嘉』的意思，就是意

見。 

當非拉鐵非墮落的時候，弟兄就變作眾人，弟兄相愛就變作眾人的意見。愛心變作意見。

弟兄相愛，那是活的東西；眾人的意見，那是死的東西。甚麼時候弟兄相愛一沒有，身體的關

係一取消，生命上的來往一失去，所剩下的，就是大家的意見。沒有主的意見；大多數通過、

投票、舉手而已。非拉鐵非墮落的時候，就變作老底嘉。 
 

不冷不熱而有屬靈的驕傲 
 

三章十五節：『我知道你的行爲，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這就是老底

嘉的特點。十七節：『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

憐、貧窮、瞎眼、赤身的。』這就是老底嘉的特點。老底嘉的特點，就是不冷不熱，而在主面

前有屬靈的驕傲。『我是富足，』說一句就彀了；但她又說，『我…已經發了財。』說了兩句

應該彀了，但她又說，『我…一樣都不缺。』『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

這是主的看法。這些屬靈的驕傲是從那裏來的呢？是從已往的歷史來的。曾有一次他們是富足

的，他們就以爲今天仍然是富足的。曾有一次主憐憫他們，他們記得那一個歷史，而今天卻失

去了那一個實際。 
 

已往的生命今天沒有了 
 

今天在更正教裏，難得有一個人誇口自己屬靈的富足。我在外國曾遇見多少更正教的首

領，連在中國的更正教牧師也是這樣，他們都說，『我們不行！我們不行！』你不能在撒狄裏

面遇見驕傲的人。只有一班的人，從前是非拉鐵非，神的話是遵守的，神的名是沒有否認的，

可是已往的生命，今天沒有了。已往的故事今天還記得，但是已往的生命沒有了！已往的歷史

今天還記得，記得『我是富足，…發了財，一樣都不缺』，但現在是貧窮、瞎眼的！我告訴你

們，只有一班的人，能誇口他們的富足，就是墮落的非拉鐵非，就是失去了能力和生命的非拉

鐵非！ 
 

要學習在神面前謙卑 
 

所以弟兄姊妹要記得，你們如果要繼續在非拉鐵非的道路上，你們就得學習在神面前謙

卑。有的時候，我聽見有的弟兄說，『神的祝福在我們中間。』我承認這話，但是說這話的時

候，特別要小心。一不小心，你就覺得說，那一個是老底嘉的味道。我們是富足，我們已經發

了財，我們一樣都不缺。我告訴你們，如果有一天你站在那一個地位上，你是很近老底嘉了！ 

要記得，我們沒有一樣不是領受來的。四圍的人可以充滿了死亡，但是這並不需要你知道

你自己是充滿了生命。四圍的人都可以貧窮，但是用不着你知道你是財主。活在主面前的人，

不覺得自己是富足的。願神憐憫我們，叫我們學習活在主的面前，可以富足，但是又不知道自

己是富足的。摩西臉上發光，自己卻不知道，這是更好的！一知道，就變作老底嘉。一知道，

結果就是也不冷，也不熱。老底嘉，就是說起來樣樣都知道，事實上沒有一樣是熱切的。說起

來，樣樣都有，但是沒有一樣是能彀把命拚上的。記得已往時候的光榮，卻忘記了今天在神面

前的光景。已過是非拉鐵非，但是今天是老底嘉。 
 

要爲自己挑選召會的道路 
 

我今天把這四個召會，擺在你們面前。自從羅馬教之後，有四種的召會產生，這四種的召

會要一直繼續到主耶穌再來。今天每一個神的兒女，都得挑選自己召會的道路。我是要作羅馬

教的人呢？我是要作更正教的人呢？我是要跟從羅馬教的合一呢？我是要跟從更正教那麼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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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派呢？或者我是要走非拉鐵非的路？或者我曾有一陣是非拉鐵非，而今天活在已往的歷史

裏，來誇口我已往的榮耀，作一個老底嘉的人？請你們記得，當人在神面前起首驕傲，離開生

命，不重實際，只記得已往的歷史，看見自己的富足，在這一種人的裏頭就是大眾的意見，只

能大家商量事情。這好像是民主，但是不能有身體的關係。你如果不認識身體的捆綁，不認識

身體的權柄，不認識身體的生命，就也不能認識弟兄相愛。 

這四種不同的召會，要一直繼續；所以，我們要忠心的繼續在非拉鐵非的裏面。不要好奇

去問看，羅馬教是怎麼一回事。好奇的人，常常要受虧。不要去摸更正教的各宗派，這不是神

的路。聖經清楚的給我們看見，整個更正教的運動有神的祝福，但是有許多被定罪的，有許多

受責備的，用不着我們去查考、去問。 

我們要學習站在非拉鐵非的地位上，總是遵守主的話，不否認主的名。站在弟兄的地位

上，千萬不要驕傲！不要在羅馬教面前驕傲，不要在更正教面前驕傲，不要在各宗派面前驕

傲。你一驕傲，你就是老底嘉，不是非拉鐵非！甚麼時候，你在他們面前驕傲，你就不是非拉

鐵非，你是老底嘉。你們要在那一條路上走？求神賜福給祂的兒女，給弟兄們在召會的事情

上，能走一條正直的路。 

主所定規召會的道路，是非拉鐵非。我雖不能有千萬的憑據來說，我能彀有百千的憑據來

說，許多神最好的兒女，都講這一個話，都走這一條路。更正教整個問題解決了，就不要去找

那些細的。羅馬教整個問題解決了，也就不要去找那些細的。羅馬教有二十一個公會在中國，

不要加入羅馬教，也就不必問到底要加入那一個公會。羅馬教整個問題過去了，二十一個公會

也過去了。照樣，更正教整個問題都解決了，所有一千五百個宗派都過去了。 

主的道路只有一個，就是非拉鐵非。要走在這一條道路上！但是要小心，不要驕傲。一走

非拉鐵非的路，最大的試探是驕傲。『我比你好，我的真理比你清楚，比你懂得多！我們只有

主的名字，和你們不一樣！』一驕傲，馬上就落到老底嘉去。跟從主的人，沒有驕傲。驕傲的

人，就被主吐出去。求主憐憫！我警告你們，要不說驕傲的話！人要不說驕傲的話，只有一直

活在神面前。也只有一直活在神面前的，纔不會看見自己富足，纔能不驕傲！（倪柝聲文集第

三輯第四册，初信造尌，二七六至二八七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