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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的话 

起来建造 

候主再临 
 

约在主前 445

年，尼希米从波斯帝

国的书珊城，归回荒凉的耶路撒冷城。他

对犹太人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

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

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犹太

人听到神施恩的手如何帮助尼希米，明白

神的心意后，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

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参 尼 2:17-18）。 

 

照样，在 1825 至 1830 年间，在英

国有一群神的子民，开始看到神的家（召

会）的荒凉光景，在神的灵（圣灵）感动

和带领下，他们聚集查考神的道（圣经），

明白神的心意之后，便「起来建造」！这

些基督徒群体散布在不同地方，如英国的

都柏林（Dublin）、布里斯托（Bristol）、

普里茅斯（Plymouth）等等；本是互不相

识，过后发现对方

也持有同样心志和

立 场 ， 便 彼 此 相

交。如此情况扩展

到更多其他地方。

论到这些早期的弟

兄们，艾朗赛（H. 

A. Ironside）写道： 

 「他们最初所关心的，不是太在

乎与宗派中的邪恶事物分别出来，而

是渴慕找到一个简纯与合乎圣经的基

础（simple and Scriptural basis），让

所有基督徒能够聚集享有美好交通。

他们也并非想判断和谴责那些不如此

聚集的人。这点显示在达秘（J. N. 

Darby）最早所写的小册子，题为

『基督召会的本质与合一』（The 

Nature and Unity of the Church of 

Christ）。这本于 1827 年出版的小册

子激发许多地方的基督徒去思考是否

可能实践它所表明的简纯原则。」1  

这些早期的弟兄们强调「归回合

乎圣经的简纯性之原本立场」。所谓的

「简纯性」（simplicity）就是不把旧约

律法时代的繁琐规条或仪式带入新约召

会的敬拜和事奉中；例如在守主的晚餐

（擘饼记念主）方面，完全没有许多宗

派所行的繁琐仪式、穿圣衣或牧师袍、

由牧师主持等等，因为这些规条仪式其

实并非根据新约圣经的教导，而是来自

犹太教和深受异教影响的罗马天主教。 

过了不多时候，因着要忠于神的真

道，归回合乎圣经的简纯性，他们发现自

己有义务从错误的制度和教义中分别出来。

值得留意的是：他们与当时主流的宗派制

度分别出来，并非为要成立一个新的教派

或组织（因他们极力反对教派主义），而

是因为主流宗派皆受各自奉行的信经教条

所约束，没有自由归回那些合乎圣经的新

约召会之原则与样式，所以他们在没有选

择的情况下，只好被逼离开另行聚会，如

此行才有自由全面遵行圣经所教导的。2 

容我们举例说明，在洗礼方面，圣

经所教导的乃是信徒的浸礼（指人必须信

主之后才可受浸），3   但许多宗派按它们

的教条实行滴礼（洒水礼），包括为还未

信主的婴儿施行滴礼。擘饼聚会方面也偏

离圣经，必须由按立的牧师主持才算合法

有效。早期的弟兄们知道各自所处的宗派

无法改变这些错误做法，为了遵照主的大

使命和主借使徒所教导的召会真理，他们

被逼离开所处的宗派，只单单奉主名聚会，

按照圣经的教训，在一个简纯与合乎圣经

的基础上，「起来建造」神的家  —  召会。 

正如艾朗赛和很多其他作者所指出，

这些早期的弟兄们从未想过要创立一个名

为「弟兄会」（Brethren）的新教派。这

称号原是外人给他们套上的误称，而非他

们自取的。本期《复苏刊》就以两篇的

「历史篇」介绍谁是这些常被误称为「弟

 
艾朗赛 (H. A. Iron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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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会」的信徒（有关他们的特征、教义立

场和各种事工），并在三篇的「人物篇」

介绍三位奉主名聚会的属灵前辈  —  威

廉·凯利 （William Kelly）、约翰·考德威

尔（John R. Caldwell）和威廉·范隐（W. E. 

Vine ）。他们不仅是圣经学者，本身更是

努力传扬福音、积极推动宣道事工的传福

音者；还有很多其他弟兄亦是如此。 

早期的弟兄们还有一大特征，就是

勤于查考圣经的预言，明白神对末世的计

划，渴望与守望主的再来。艾朗赛记述道：

「（大约 1830 年左右）一群热心追求的

基督徒（指早期的弟兄们）聚集在宝沃斯

阔夫人（Lady Powerscourt）那大如城堡

的住家，研究圣经预言。在

这些聚会中，达秘和贝勒特

（ J. G. Bellett）也受邀参

与。他们在此认识了威革蓝

（George V. Wigram）… 显

然，达秘在预言题目上比其

他人领受更多的亮光，但这

些 聚会 是真正的讨论会

（conferences，意指参加者

都有机会发言讨论）。… 

「就在这些聚会

中，有关召会被提的宝

贵真理被重新发现和揭

示，即末世大灾难发生

在地上以前，主会来到

空中接祂的召会脱离地

上的灾难。此观点在宝

沃斯阔城堡被带出来，

不仅形成其他地方的弟

兄们对此事的观点，并且随着时间的进程，

在不同宗派圈子里广泛流传，特别是透过

下列弟兄们的写作，如达秘、贝勒特、特

里格勒斯（ S. P. Tregelles）、朱克斯

（Andrew Jukes）、威革蓝，并在 1845 年

后透过凯利（William Kelly）、麦敬道

（C. H. Mackintosh）、斯坦利（Charles 

Stanley）、斯托尼（J. B. Stoney）和其他

弟兄的写作，将之发扬光大。」4 

预言（特别是关乎主的再临和世界

的末了）是早期弟兄们热烈探讨与细心查

考的圣经主题。因此，我们在本期《复苏

刊》的「教义篇」里，刊登了三篇有关弟

兄们对主的再来、召会被提、千禧年和末

世预言的文章。希望借此提醒现今基督徒

要关心和重视召会荣耀的盼望  —  基督再

来、召会被提；同时也要宣扬主的信实  

—  主必按祂所应许的，照字面意义在地

上设立实实在在的千禧年国。 

所有基督徒要儆醒地「候主再临」，

因主随时降临迎接祂的新娘  —  召会  —  

归回天家！此乃早期弟兄们在努力放下一

切「神学」观点，专心查考「圣经」后重

获的宝贵真理！深信、守望

和传扬这荣耀真理会给基督

徒的生活带来深远影响，为

他们的灵命与事奉产生正面

意义与非凡动力。 

这荣耀的盼望使许多

弟兄们放弃物质世界的享受，

为主全时间摆上自己，献身

于传福音与宣道事工。5   他

们不因世界每况愈下的道德

状况而灰心，也不因

世界愈加腐败的政治

社会而丧志，反倒因

「主随时再临」而充

满希望，勤做主工，

抓紧每个机会传扬福

音，抢救灵魂（请读

十大册的《让世界知

道》）。诚愿现今世

代的弟兄姐妹也群起效法他们的脚踪。 

 为此，我们在本期《复苏刊》的

「宣道篇」介绍三位奉主名聚会的宣道士  

—  丹·克劳福德（Dan Crawford）、亚历

山大·马歇尔 （Alexander Marshall）和威

廉·威廉斯（William Williams）。他们分

别去到非洲中部、加拿大、委内瑞拉拓荒

宣道，建立了按照新约圣经原则与样式来

聚会的地方召会。为了帮助年轻弟兄们学

 
宝沃斯阔城堡 (Powerscourt Castle) 

是早期弟兄们常聚集查经之处,许

多圣经预言和召会真理发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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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传讲福音，本期加添「福音篇」专栏，

刊登了两篇文章，6   讨论有关传福音的益

处、方式和原则，并传福音所该做的准备。 

 此外，许多人忽略了 19 与 20 世纪

的弟兄们对认识圣经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诚如艾朗赛所指出，这些弟兄们对基督教

世界所作出的最伟大贡献之一，就是撰写、

编辑或出版了多不胜数、关于各种圣经题

目的书籍和文章。

连美国长老会的著

名圣经学者兼在数

间神学院任教的史

威伯教授（ Prof. 

Wilbur M. Smith，

1894-1977 ） 也 承

认道：「在 19 世

纪讲英语的所有基

督徒组织中，出了最多满有恩赐的作者，

就是弟兄会（the Brethren）。」单是达秘

一人就出版了超过 40 部内容充实的书籍。

还有麦敬道、凯利、慕勒、威尔逊、范

氏 ... 以及其他众多的弟兄们都以文载道、

护道和传道。请读者阅览下列奉主名聚会

的网站，便知所言不虚，必能受益不浅。 

A. 杂志（Magazines） 

1. Believer's Magazine（信徒杂志） 

http://www.believersmagazine.com  

 

2. Truth and Tidings（真理与音信）  

http://www.truthandtidings.com/  

 

3. Precious Seed（宝籽） 

http://www.preciousseed.org/  

 

4. Assembly Testimony（召会见证） 

http://www.assemblytestimony.org/  

 

5. Uplook（仰望） 

http://www.uplook.org/index.php  

 

6. Counsel（忠言） 

http://www.gospelfolio.com/counsel_magazine

.htm  
 

B．旧杂志（Old Magazines） 

1. Words in Season（应时之言） 

http://www.saved.com/wis/  

 

2. Christian Writings Archive                       

（基督徒写作档案库/资料库） 

 https://www.cw-archive.org/en/magazines  

 

 

C．资料/资源（Resources） 

1. STEM Publishing 

http://www.stempublishing.com/  

 

2. Library of Alfred E. Bouter 

http://www.theholyscriptures.org/alfredbouter/  

 

3. The Sword.ca 

http://www.thesword.ca/articles.html  

 

4. With Christ 

http://withchrist.org/ 

 

5. In The Beloved 

http://www.inthebeloved.org/  *E 

 

6. Bible Centre 

http://www.biblecentre.org/  *E 

 

7. Holy Bible 

http://holybible.free.fr/  *E 

 

8. T Ernest Wilson Webpage 

http://ternestwilson.com/index.html  

 
 

 

注：*E 是指被称为「封闭弟兄会」的网站 

 

D．文章与音频信息 

（Articles and Audio Messeges） 
 

1. http://www.voicesforchrist.org/index.shtml  

2. http://www.plymouthbrethren.org/  

3. http://pbministry.com/  

4. http://treasuryofbibleteaching.com/  

5. http://www.jstl.org.uk  

6. http://www.brethrenonline.org/  

7. http://www.newble.co.uk/writers/  

8. http://www.bibleandlife.org/  

9. http://www.gospelhall.org.uk/  

  
史威伯教授 (W. M. Smith) 

 

http://www.believersmagazine.com/
http://www.truthandtidings.com/
http://www.preciousseed.org/
http://www.assemblytestimony.org/
http://www.uplook.org/index.php
http://www.gospelfolio.com/counsel_magazine.htm
http://www.gospelfolio.com/counsel_magazine.htm
http://www.saved.com/wis/
http://www.martinarhelger.de/brethrenmagazines.htm
http://www.martinarhelger.de/brethrenmagazines.htm
http://www.stempublishing.com/
http://www.theholyscriptures.org/alfredbouter/
http://www.thesword.ca/articles.html
http://withchrist.org/
http://www.inthebeloved.org/
http://www.biblecentre.org/
http://holybible.free.fr/
http://ternestwilson.com/index.html
http://www.voicesforchrist.org/index.shtml
http://www.plymouthbrethren.org/
http://pbministry.com/
http://treasuryofbibleteaching.com/
http://www.jstl.org.uk/
http://www.brethrenonline.org/
http://www.newble.co.uk/writers/
http://www.bibleandlife.org/
http://www.gospelhall.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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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https://www.foxvalleybiblechapel.org/ 

11. http://www.audioteaching.org/  *E 

 

E．查经工具（Bible Study Tools） 
 

1. http://www.e-sword.net/index.html  

2. http://www.ccel.org/d/darby/synopsis/  

3. http://www.stempublishing.com/authors/da

rby/synopsis/ 

4. http://bible.crosswalk.com/Commentaries/

ScofieldReferenceNotes/  

 

本人介绍或推荐上述网站，目的有

三：（1）为弟兄姐妹提供丰富的属灵粮

食；（2）为传讲或教导圣经的基督徒提

供丰富的圣经资源；（3）为证实奉主名

聚会的弟兄们在圣经知识与文字事工上贡

献良多，绝不逊于任何宗派或基督徒团体。

然而，我们也须谨慎，因为不是上述网站

所有文章或

讲道的内容

都 正 确 无

误。有鉴于

此，我们必

须学习早期

弟兄们所坚持的原则和立场  —  归回圣经，

并效仿庇哩亚人的学道精神  —  「甘心领

受这道，天天考查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

不是」（徒 17:11）。 

自 1825年开始后的 150年间，奉主

名聚会的弟兄们积极地「起来建造」，儆

醒地「候主再临」。然而，进入 20 世纪

的今天，在马来西亚很多这些聚会的信徒

已是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的基督

徒。他们当中不少信徒并不清楚甚至不知

道神在 19 世纪所兴起的复兴浪潮，不珍

惜甚至不晓得神借着我们的前辈留给我们

的属灵遗产（heritage）。这是何等的可

惜、何其的可悲啊！因此，我们必须尽心

尽力地认识和珍惜神赐给我们的属灵遗产，

并且「起来建造，候主再临」，这不仅是

本期《复苏刊》的主题，也是我们的义务

与福分。 

——————————————————— 

1   H. A. Ironside，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 （ New Jersey ：

Loizeaux Brothers ，

1985），第 17页。以

下简述所谓的「弟兄

运动」之历史。它是

发生在英国爱尔兰的

都柏林（Dublin）。

根据一些记载，1925

年，克伦宁（Edward 

Cronin）在都柏林因

反对宗派所实行的两

种做法 — 「会员资

格」（membership）和「一人职事」（one-

man ministry）而决心离开所属的宗派（公理

会，Congregational Church），并在主日与威

尔逊（Edward Wilson）在家中按着圣经教导，

开始擘饼记念主，过后别的信徒也加入他们

当中。【参 H. A. Ironside，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第 12 页】 

1827年，赫契生（Francis Hutchinson）发现了

这个聚会，也因「合一的真理」而加入他们。

在同一年，贝勒特（John G. Bellett）和达秘

（J.N. Darby）俩人也先后参与这个聚会。大

约在同一个时期，影响贝勒特的葛若弗斯（A. 

N. Groves）也加入他们中间。到了 1829 年，

聚会人数日增，结果他们便迁到赫契生

（Francis Hutchinson）所借出的房子内聚会。

地点是在 9 号，菲茨威廉街区，都柏林（No.9 

Fitzwilliam Square，Dublin）。【参 H. A. 

Ironside，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第 12 页】 

另一方面，都柏林又有

另一个类似的聚会被圣

灵兴起，就是刚克利顿

爵士（Lord Congleton）

那里的聚会。不久，这

两个聚会就合并起来。

人数的增加使他们迁到

都 柏 林 的 安 及 亚 街

（Aungier Street，Dublin）

的一座拍卖场所内聚会。

【参 H. A. Ironside，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第 17 页】与此同时，在

英国岛屿和其他地方，也有各别的聚会归回

 
爱德华·克伦宁  
(Edward Cronin) 

 
 

刚克利顿爵士 
(Lord Congleton) 

https://www.foxvalleybiblechapel.org/
http://www.audioteaching.org/
http://www.stempublishing.com/authors/darby/synopsis/
http://www.stempublishing.com/authors/darby/synopsis/
http://www.ccel.org/d/darby/synopsis/
http://www.stempublishing.com/authors/darby/synopsis/
http://www.stempublishing.com/authors/darby/synopsis/
http://bible.crosswalk.com/Commentaries/ScofieldReference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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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须知（一） 
 

「教会」（church）一词在新约圣经

的希腊原文中是 ekklêsia {G:1577}，

其原意是召出（out-calling）。因此，

把「教会」译作「召会」更为贴切，

更合乎原意，指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

会众（a called-out company）。译作

「召会」也可与其他宗教的教会（如

德教会、孔教会等等）清楚区别。此

外，英文 church 一词常用来指教堂，

但新约圣经从不用 ekklêsia 来指建筑

物，也没用她来形容由一群会众组成

的宗派或组织。总括而言，在《复苏

刊》中，我们一般将之译作「召

会」，除非是引文引句、与宗派体制

或组织相关、或不明确指明「召会」

的情况下，我们保留「教会」一词。 
 

另外，《复苏刊》把通常译作「传教

士、宣教士」的英文字 Missionary 译

为「宣道士」，因在传福音方面，所

「宣传」的是那位太初就有、并成了

肉身的「道」（主耶稣，约 1:1,14）, 

而非宣传某个「教」（宗教）。 

 

 

 读者须知（二）  

在《复苏刊》中，{  } 括号内的编号

是采用司特隆教授 (Prof. James Strong)

制定的原文编号。这编号最先使用于

司特隆的著作《司特隆圣经汇编》

( Strong’s Exhaustive Concordance of 

the Bible )。他将圣经原文（希伯来文

与希腊文）的每一个字，按字母顺序

编上数字号码，以方便不识原文的读

者作参考之用。此编号现今也为世界

各著名原文工具书籍所通用。在《复

苏刊》中, 例如 {H:7218}、{G:2776} , 

{  } 括号内编号前的 H 指希伯来文字

( Hebrew )，G 则指希腊文字( Greek ) 

 

新约召会的样式。这些个别的聚会，往往起

初互不相识，有许多是直接被圣灵引导而看

到这方面的亮光，离开宗派的制度，并奉主

名来聚集擘饼，守主的晚餐。 

2  奉主名聚会的弟兄们所要恢复的四大

自由是：1）恢复在我思想中思考神话语的自

由；2）恢复在我生命中主基督掌权的自由；

3）恢复在我敬拜事奉中圣灵带领的自由；4）

恢复在我交通团契中召会相交的自由。 

3 彼得·马斯特斯博士（Dr. Peter Masters）

正确指出，「洗礼」的动词在希腊原文

是  baptizô {G:907} ，即完全浸入（ to dip 

entirely）、浸没/沉浸（immerse）、覆盖/淹

没（whelm）、吞没 /淹没（engulf）、淹死

（drown）。这字也有「染色」（to dye）的

意思，因为染色的方法是「浸染」  —  把织品

浸入染料（dye）中。换言之，按照圣经的教

导，「洗礼」（baptism）一词正确应作「浸

礼」（immersion），但许多宗派（如路德会、

改革宗、长老会、圣公会、卫理公会等）仍

然保留天主教所奉行的滴礼或洒水礼，无法

履行主在大使命中所吩咐的「给他们施浸」

（原文直译，太 28:19）。有关洗礼是「浸礼」

还是「滴礼」，请上 《家信》网站参阅以下

文章：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6/

圣经中的洗礼到底是滴礼还是浸礼。 

4 H. A. Ironside，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第 23 页。 

5 长达 663 页的《翻转世界》（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一书，略记了奉主名

聚会的弟兄们一百多年来的宣道历史。自

1829 年，葛若弗斯（A. N. Groves）的宣道队

伍前往伊拉克的巴格达（Baghdad）拓荒以来，

数以千计的奉主名聚会之宣道士已顺从圣灵

的差遣，到世界各地拓荒宣道，建立了许多

合乎圣经样式的新约召会。 

6 这两篇文章乃编译自六篇个别由六位

不同作者所写的文章（参这两篇文章的尾

注）。这六篇文章摘自 伊根司（A. J. Higgins）

所汇编、名为 Preaching the Gospel 一书。此

书由美国密歇根州（Michigan）的 Truth & 

Tidings Inc 于 2010 年出版。书中文章的所有

作者都是在奉主名聚会当中的弟兄，皆是备

受尊重、广传福音之人，如伊根司在此书序

言所评述的：「作者们都是活出福音和传扬

福音的人。每一个作者都在召会见证和传扬

福音方面贡献良多，因而备受尊重。」我们

在本期这两篇文章中加入希腊原文、经文出

处和一些尾注，以方便读者进一步查考。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6/圣经中的洗礼到底是滴礼还是浸礼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6/圣经中的洗礼到底是滴礼还是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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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篇 (一)  厄蓝慕(H. D. Erlam) 

谁是被称为 

「 弟兄会 」 

的信徒？(一) 
 

编译者注：曾听人问：「谁是被称为『弟兄

会』的信徒（Who are the Brethren）？」为

了回答这问题，塔福特（Fredk. A. Tatford）

在其所编著的 10 册著作《让世界知道》

（That The World May Know）中，请 10 位

不同弟兄各写一篇有关这问题的文章，收

集在每一册的附录里。本期《复苏刊》历

史篇的两篇文章，就是编译自这些附录的

文章，让人更清楚认识谁是那些被误称为

「弟兄会」的信徒。   

  

(A)     他们是谁? 

「谁是被称为『弟兄会』的信徒

（the Brethren）？」这是一个好问题，

虽说他们没有中央集权的组织和控制系

统，或教阶制度（hierarchy）的管理方

式，却在过去 160 年来遍布全球。在传

扬福音的工作上，

他们的影响力超过

他们人数的比例。 

虽说从新约

时代（初期召会）

开始至今，都有基

督徒群体按新约圣经的原则聚集，正如

博饶本（Broadbent）、卡伦（Carron）

和其他人在他们著作中所仔细记载的，

但在 19 世纪初期有个显著的醒觉，就是

恢复所有基督徒按圣经可享有的交通

（或译：交往、交接，fellowship），这

样的交通已因为当代教会形式主义

（formalism）的限制而大大地失落了。 

 (B)     他们的历史 

在英国和欧洲数个地方，有一群

又一群的基督徒小组开始聚集查考圣经，

这些小组之间互不相识。他们摆脱了教

会的限制或宗派的局限，恳切寻求属神

（圣经）的教导，不久便发现他们所处

的当代教会所奉行的做法和制度，是没

有圣经根据，甚至违反圣经教导的。这

些基督徒当中，有许多人先后离开他们

先前所参加的教会或宗派，并开始一同

聚集查考圣经，结果他们终于按照初期

召会的榜样，即使徒行传和哥林多前书

所记载的，开始每周的擘饼聚会。 

  这自发的运动吸引了其他同有一

样心志的人参与查考圣经。不久，这群

基督徒在英国、爱尔兰和欧洲大陆广被

知晓。由于这些聚会当中，其中一个最

早（也是人数最多）的是在英格兰的普

里茅斯（Plymouth），结果在那里如此

聚会的基督徒就被别人称为「普里茅斯

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 

然而，这群基督徒本身避免采纳

任何属于教派的名称（例如「普里茅斯

弟兄会」便是含有教派色彩的名称），

只采用合乎圣经的名称  —  「弟兄们」

（brethren）来彼此相称。「弟兄们」一

词就是在使徒行传中用来指一般基督徒

的名称。但其他人还是称他们为「弟兄

会」（Brethren），并在较后称之为

「开放弟兄会」（Open Brethren），来

与那从他们当中分别出来的「封闭弟兄

会」（或译「闭关弟兄会」，Exclusive 

Brethren）有所区别。 

  

(C)   他们的宣道 

正如新约时代（指初期的召会时

代）的基督徒，这群弟兄们非常活跃。

事实上，他们「往各处去传道」（徒

8:4），也可说他们「翻转世界」（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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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英文圣经《钦定本》（KJV）译

作：have turned the world upside down；

《和合本》则译「搅乱天下」），1  例

如 19 世纪，在世界的另一端  —  纽西兰

（新西兰，New Zealand）  —  当代移民

如浪潮般涌入这新兴国家时，不少带着

传福音使命的弟兄们也进入此地。其他

有传福音和教导圣经之恩赐的弟兄们，

也经常到访纽西兰，使到十分活跃的福

音见证也在这世界的另一端设立起来。 

  

(D)   他们的解经 

除了积极宣扬福音，弟兄们也发

展了一套对圣经预言的杰出理解，这点

吸引了许多其他教会制度的信徒。实际

上，弟兄们在这方面的解经反映了所谓

「弟兄运动」（Brethren Movement）的

主要特征之一。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全面

熟悉圣经，在讲解神的道上大有能力。

在此事上，弟兄运动的另一特征是：接

受圣经为神所默示的话语，相信圣经是

一切教义和实践的唯一与最终权威。 

  

(E)    他们的教义 

弟兄们所信

奉和持守的教义从

未 被 编 成 信 经

（ creed ，编译者

注：他们不将之编

成「信经」，免得

信经取代「圣经」成为教义准则与最高

权威），不过明显地，这些教义包括： 

1) 人普世性的堕落情况，是个罪人，

无法自救自赎； 

2) 人的救赎只能靠神子耶稣基督的代

死，并借着个人对基督代死的信靠

而获得，就如保罗在罗马书前半部

（罗 1-7 章）所表明的； 

3) 坚信基督是身体复活和升天（而非

一些人所谓的「精神复活」而已）； 

4) 相信基督将亲自从天再来，首先将

迎接祂的召会（召会被提），然后

在地上作王； 

5) 洗礼的方式是浸礼（immersion），

只有那些亲自承认信靠基督的人方

能受浸，所以弟兄们拒绝为婴儿施

洗【注：尽管如此，有很少数封闭

的弟兄仍然支持为婴儿施行浸礼】； 

6) 每周（星期日）遵守主的晚餐，作

为敬拜聚会的主要部分； 

7) 相信所有信徒皆祭司，因这乃是圣

经明确的教导，所以守主的晚餐时

是超过一人参与奉献（指超过一个

弟兄带领祷告、赞美和敬拜）。地

方召会中所有弟兄皆可执行祭司职

分，向神献上敬拜，这与 林前 14:26，

29-31 的原则相符一致。  

在擘饼记念主的聚会上，一位弟

兄可（在圣灵的带领下）起来选诗领唱，

另一位则带领祷告、感谢和敬拜神，另

一位读一段与敬拜有关的经文，并作简

略解释等。在这「记念主」的聚会（擘

饼聚会）上，通常有一个特殊主题带动

与增进敬拜的气氛。弟兄们在这聚会上

的参与和奉献，是没有预先编排，也不

规律化聚会的细节，但整个聚会往往充

满敬畏的气氛，爱主之情显露无遗，这

一切都顺着圣灵本身的带领。 

  

(F)   海外的宣道 

较早时，我们提到弟兄们在宣扬

福音上非常热诚，这在纽西兰殖民地初

期已显著可见，因为许多爱主的弟兄们

跋涉远途，进入森山野林，拓荒传道。

为了传扬福音，他们有时骑马，有时步

行，有时骑马车，走遍全国各地有人居

住之处，甚至进到新开的耕种之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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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英国）的气候、地形及文化相比，

其中有不少他们所到之地是他们极不习

惯，难以适应的，但为着主，他们默然

承受。然而，他们的劳苦得着报偿，很

多人悔改归主，信主者不仅是欧洲移民，

也有不少当地土著毛利人（Maori）。 

一些弟兄勤学当地语言，以便将

福音传给当地土著。这样的努力产生良

好效果，全国各处有很多召会被建立起

来，其中绝大部分维续至今。在全国 3

百 万 人 口

中 ， 约 有

250 个 召

会 。 我 们

不 肯 定 在

纽 西 兰 的

众召会（指奉主名聚会的众召会，或误

称「弟兄会」）中的信徒共有多少，因

为弟兄们不常统计人数，加上他们没有

团体或中央控制的权威组织来收集人数

资料，无论如何，按一般统计，他们约

有 3 万人，占纽西兰 1 %的人口。 

  弟兄们的特征一向是强调宣传福

音。这方面的工作很快就超越了祖国的

边界，他们当中许多弟兄姐妹离开祖国，

将福音信息带到其他国土。他们在中非

（非洲中部）所发展的宣道事工成果丰

硕，亦有很多弟兄们在印度、中国和南

美洲事奉主。同样的宣道热诚也可见于

纽西兰，很多弟兄们离开纽西兰，前往

印度、中国和非洲宣道，甚至全球很少

地方是纽西兰信徒没在某方面事奉与贡

献的。 

按纽西兰召会的总人数计算，上

述海外宣道的人数在比例上很高。如果

有人问，什么原因促使这么多人到海外

宣道，并且常是前往语言难学和文化差

异很大的地方，所得的答案常是：他们

回应心中的感动和主的呼召，进入宣道

事工。在此我们发现弟兄们的另一优秀

特征  —  在没有中央组织或监督性宣道

会的管理和协助下，那些蒙主呼召的信

徒从他们参加的地方召会出去，只由各

自地方召会举荐和支持。他们往往在没

有薪金保证或固定经济支援的承诺下，

继续在异国禾场上事奉主多年。 

  

(G)   他们的交通 

最后讲个真实故事。有位医学生

按院方安排的短期计划，在某救济团体

（relief aid group）的赞助下，随同一组

人到某地区执行任务。她的队友惊讶地

发现，当他们每个傍晚都留在基地几乎

无事可做时，她却每个傍晚都被人（指

当地的弟兄姐妹）邀请出去。他们追问

后，才知道她「在那里遇见弟兄们」

（徒 28:14），结果他们都认为自己也该

参加弟兄们的聚会！对于那些四处旅游

的非宣道士弟兄们，即使到了语言不通

的国家，也能经历到弟兄姐妹的相爱情

谊和美好交通（交往，fellowship），这

无疑也是弟兄们的另一特征。2   

   

——————————————————— 

 1    译者注：徒 17:6 所谓的「搅乱天下」

是敌人恶意的负面评语，但我们可以从中看

到初期召会的信徒给予当代世界的影响是何

等巨大，正面意义可译作「翻转世界」。

「事奉的回声」（Echoes of Service，弟兄

们的其中一个宣道事工组织）所出版的著作

《翻转世界》（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就是采用这节的短语。这本长达

663 页的书记录了弟兄们这一百多年来，在

全球各地的宣道事工，如何影响甚至「翻转」

了世界。其内容涵盖广泛却精简，值得一读。 

2     Frederick A. Tatford，That The World 

May Know（vol.10）：The Islands of the Sea

（Bath：Echoes of Service，1986），第 452-

4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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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篇 (二)      Stephen S. Short 

谁是被称为 

「 弟兄会 」 

的信徒? (二) 
 

(A)    谁是弟兄们? 

有些读者可能对这群被称为「弟

兄们」（brethren，或被误称为「弟兄

会」，Brethren）1 的信徒感到陌生，对

于这样的人，以下资料或许会有帮助。

此篇文章主要简述「弟兄们」的一些原

则与实践，而其中所叙述的一些特征或

许也是其他基督徒群体的特点，其余的

则是弟兄们的召会独有的特质。 

  

(B)      他们的教义 

弟兄们所强调和

持守的基本真理如下： 

  (一)   圣经的默示和权威 

这包括他们相信圣经的绝对可靠，

反对那些不同程度上置疑甚至否定圣经

真确性的神学思想。弟兄们认为主耶稣

基督既在这事上清楚表明祂的立场，强

调圣经的可靠性（太 5:18；约 10:35），

他们身为祂的跟从者也当如此，深信圣

经（新旧约圣经）全然可信可靠。 

这导致他们的普遍教义立场是属

于所谓的「历史性正统派」（historic 

orthodoxy）。因此，他们看神为「三而

一」（三位一体，Trinity；意指一位神

有三个位格：父、子、圣灵）；认为耶

稣基督是真人亦是真神，并视圣灵为一

位具有真正位格的神（而非只是一种力

量而已）。他们相信基督的死是为人的

罪所献上的牲祭，具有代死赎罪的价值。 

他们也断言基督是以真实的身体

复活、升天和再来（而非只在精神上复

活、升天和再来）。他们相信人获得救

恩是借着信靠主耶稣基督，他们也传讲

圣经中因信称义（justification）、成圣

（sanctification）和得荣耀（glorification）

的教义。 

他们坚持圣经是至高无上的权威；

它不仅在一般的基督徒教义上是绝对权

威，在召会中一切事物的做法或实践上

也是如此。因此，他们努力按照新约圣

经所表明的原则，来治理地方性的召会。

为此，他们只接纳那些他们相信已重生

得救的基督徒，进入召会的交通里，成

为召会的肢体之一。 

他们只为信主的人施洗（注：他

们不为婴孩施行滴礼），施洗的方式是

浸礼（immersion，而非滴礼或洒水礼）。

他们惯性地遵守主的晚餐（每周主日进

行）。他们也按圣经把治理和教导地方

召会的权力与责任，交在一群长老的手

中，而非由一人（一位牧师）全权处理，

因按照 徒 14:23和 20:17的样式，新约召

会乃由复数的长老们所治理。  

 

(二)   宣传福音的热诚 

弟兄们的召会所强调的第二件事，

就是火热地传扬福音。他们不仅是「福

音派」（evangelical，坚守神话语中的

基 要 真 理 ） ， 也 是 「 福 音 狂 」

（evangelistic，热切地参与传福音的活

动）。他们不单在自己本国和家乡如此，

在海外各国也是如此，就如本书（指 10

册著作《让世界知道》）所证实的【编

译者注：本文摘自《让世界知道》第三

册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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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家乡为基地进行传福音活

动，其海外宣道的范围更是广大的。

【编译者注：有关弟兄们的海外宣道事

工，请参阅 1971 年出版的《翻转世界》

（ 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一书。

此书长达 663页，概述

早期的弟兄们于 19 世

纪初至 20 世纪中期，

在全球各地的宣道事

工，如 何影 响甚至

「翻转」了世界。】 

  

(三)   基督徒的合一 

弟兄们也强调基督徒的合一。弟

兄运动(Brethren movement)的起源是始

于对教派主义（sectarianism）的抗议。

他们按圣经而反对更正教诸多宗派

（Protestant denominations）的教派主义。

他们忠于「基督徒合一」的原则，所以

接纳一切在基督里真实的信徒来领受主

的晚餐，只要这些信徒不活在公开或臭

名远扬的罪中；弟兄们承认他们在主日

擘饼所围绕的桌子，不是他们的桌子，

而是主的桌子，因此所有主的百姓皆有

权利前来领受。2 

  

(四)   所有信徒皆祭司 

弟兄们也坚持「所有信徒皆祭司」

的真理。当新约圣经指明基督徒是祭司

时，往往都是指召会的整体信徒而言，

而非指召会里一些独享特权的人士或集

团组织。因此，弟兄们拒绝承认基督徒

当中有祭司职分的等级制度（priestly 

caste）；这类等级制度以制服（如牧师

袍、执事衣）和称号（如牧师、主教、

主任牧师、首席长老、大主教等）来区

分信徒（把信徒分成「圣职人员」和

「平信徒」两个等级，编译者按）。 

他们虽然承认有些信徒被神分别

出来，成为地方召会的监督（即长老，

比较 徒 20:17,28；多 1:5,7），也相信神

会在他们中间呼召一些人离开世俗职业，

全时间投入事奉如传扬福音、教导圣经

和海外宣道的事工；但弟兄们按照基督

在 太 23:8-10 的教导，他们不赞同任何

人（以言词或信条）把召会分成「圣职

人员」（clergy）和「平信徒」（laity）

两种等级。所以在守主的晚餐（擘饼聚

会）时，他们当中并无一位专人独有权

力主持聚会。此乃弟兄们聚会的独特之

处，其他宗派或基督徒团体一般认为，

饼和杯要由一位「已被按立的牧师」

（ordained minister，或指圣职人员/神职

人员）来「祝圣」（consecrated）才算

有效，但这看法毫无新约圣经的根据。 

1820 年代

所兴起的弟兄运

动，主要受葛若

弗 斯 （ Anthony 

Norris Groves ）

所影响。3 他是住

在英格兰埃克塞

特（Exeter）的一个牙医。他于 1827 年

（向贝勒特，Bellett）表示他从圣经中

明白，信徒可以像基督的众门徒聚在一

起，照主所吩咐他们的，自由地一同擘

饼。因此，门徒的做法可作他们（指葛

若弗斯那时代的基督徒）的指示。他们

可以把每个主日分别出来，以擘饼来记

念主的死，并遵行祂升天前的命令。4  

在隔年（即 1828 年），他如此表

示 ： 「 我 深 信 这 是 神 对 我 们 的 心

意  —  我们应该以门徒身份简易单纯地

聚在一起，不要再等任何讲坛或牧师职

位（pulpit or ministry），而是信靠主，

相信我们按照主看为美的方法行事时，

主能照祂所喜悦的来造就我们。」对于

现今在弟兄运动中的人，此乃常话，是

 
 

葛若弗斯 (A. N. Gro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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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无奇的普通概念，但在葛若弗斯说

出此话的时代（19 世纪初期），此乃革

命性的观念（revolutionary concepts）。5 

  

(五)   属灵恩赐兴于地方召会中 

弟兄们还有一个特征，就是相信

属灵恩赐会兴于地方召会中。他们普遍

认为神会供应地方召会的属灵需要，即

在召会交通里发展各样属灵的恩赐。在

自然界的创造里，神创造果树，各从其

类地结出果子，「结果子的树木，各从

其类，果子都包着核」（创 1:11），而

属灵界的创造也是如此。神

栽种一个召会；然后祂从这

召会里供应此召会所需的内

在发展和增殖传播。 

一般教会（特指当代

的宗派）所流行的惯性做

法，是几乎完全依赖由外引

进有属灵恩赐之人（例如从教会外面聘

请外来的牧师或传道人进入教会事奉，

编译者按）；虽然此举是较容易的措施，

但它会消灭当地教会属灵恩赐的发展；

连续不断地依赖外援将导致当地教会本

身软弱下来，无法独立地靠主成长。 

当然，我们不否认圣经清楚允许

传福音者（ evangelists）或圣经教师

（Bible teachers）到某召会探访，在那

里居留一段时间事奉主。但神一般的旨

意，是要透过召会本身的归信者（信徒）

操练属灵恩赐，建立召会。哥林多召会

的信徒就是这样做（林前1:7），那称为

「弟兄们」的基督徒群体也是这样做。 

  

(六)   诚心爱戴主耶稣基督 

最后一点，弟兄们有个特征，就

是诚心爱戴主耶稣基督。当然，这并不

意味着其他基督徒群体无此特征，我们

只是强调这是弟兄们显著的特点。这点

可从几方面反映而出，例如他们与众不

同的事奉（如国内与海外的宣道事工）

和他们的聚会；尤其是在主日，他们普

遍在早上聚集，以守主的晚餐记念主耶

稣基督。他们在这聚会上利用整个小时

或更多的时间，从容不迫地默想他们诚

心所爱的主耶稣。 

他们爱主之心也表露在他们的赞

美诗（可惜他们的赞美诗鲜少被他们以

外的基督徒群体所知晓）。他们自作的

赞美诗，并非如其他教会常见的，着重

于实际性（生活化）和福音性的题目。

他们的赞美诗主要是崇拜性

地思念基督，把一切注视集

中在基督身上。就是因弟兄

们对救赎主（耶稣基督）有

这股热爱之情，他们才特别

强调有关「基督第二次再临」

的教义。推广这教义的动力

在于他们恳切期待要瞻仰基督的脸面，

并改变成祂的样式（腓 3:21；约壹 3:2）。 

   

(C)     结语 

结束前，我们若不提到许多弟兄

们的召会所犯上的错误和软弱，便是不

实际也不诚实了。无论如何，我们要强

调，这些软弱并非因为他们所持守的真

理原则出错，乃是出于人为的因素

（human element），如他们当中一些人

有属世、属肉体和不仁慈的表现。这些

人（我们不愿在此一一提名）在某方面

被我们的仇敌撒但所胜，跌倒犯罪，羞

辱主的圣名，困扰主的子民。其实这样

的悲剧发生在所有基督徒群体中，而弟

兄们的召会也不例外（虽有者认为相比

之下，他们很多方面有更好的见证）。 

故此，我们不该自满。所有属于

弟兄运动的基督徒都该谦卑自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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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彼前5:6），

承认他们违反神意，并力求纠正错误。

做了这事之后，他们还要以更热切的心

去持守新约圣经的原则，并按现今时代

的需要和环境，小心谨慎地把这些原则

化为实践。6 

   

********************************** 

附录:   谁是被称为 

「弟兄会 』的信徒？ 
  

为了回答上述

问题，我们列下一些

奉主名聚会的弟兄们

之见解（摘自 10册的

《让世界知道》）： 

  

（一）卡森（T. Carson）：卡森正确写

道：「谁是弟兄们（the brethren）？答案

是：所有基督徒都是弟兄们。但谁是弟兄

会的信徒（the Brethren）？这就比较难回

答了。有者甚至否认教派性的「弟兄会」

之存在。他们解释说，在上个世纪（19世

纪）初期，神的灵在某些地方如都柏林

（Dublin）、纽约（New York）和南美洲

等大大动工，带领了许多基督徒离开教会

组织的传统（ecclesiastical traditions），

归回新约圣经的教导，实践他们在圣经中

所学习到的。如果别人要称他们为『弟兄

会』(the Brethren)或『普里茅斯弟兄会』

（Plymouth Brethren），这是别人的事。

至于他们，他们本身从未想过组织一个教

派或宗派。他们赞同范氏（W. E. Vine）

所言，『弟兄会』这一称号是『彻底的用

词不当』（utter misnomer），所以他们全

心拒绝接受这一名称。」7    

 

（二）哈罗德·麦克义（Harold Mackay）：

麦克义指出，「『弟兄们』（The brethren）

这个称呼普遍上是指一群弃绝所有教派名

称的基督徒。他们单单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聚会，公开表示他们聚集的目的，就是在

召会的原则与实践上，完全归回合乎圣经

的简纯性（指按照圣经所教导、那既简易

又单纯的特质，simplicity）。那些被称为

『弟兄会』的信徒对『弟兄会』这一称号

持有不同态度。有者全面弃绝，有者勉强

接 受 。 他 们 大 部 分 的 人 都 反 对 将

『brethren』（弟兄们）变成『Brethren』

（弟兄会）【编译者注：在英文，小写的

『brethren』指所有或任何基督徒，但大

写的专有名词『Brethren』特指『弟兄

会』，暗示它是基督教的某个教派，含有

教派主义的色彩】。 

「这些反对教派主义者宁愿被简单

地称为基督徒、信徒、弟兄们、基督身体

上的肢体，或任何其他在新约圣经中指所

有神的子民的称号，没有分门别类的性质。

他们选择这样的立场，因在他们的信仰中，

其中一个主要宗旨是：所有现今召会时代

的属神子民，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所

以是合一的，不该被分割成不同派别，各

以不同教派名称来区别分类。这些反对教

派主义者更反对的是『普里茅斯弟兄会』

（Plymouth Brethren）这彻底不当的用词，

因它源自一个错误观念，即英格兰的普里

茅斯是弟兄运动的发源地。【但其实不是，

因早在 1825 年左右，克伦宁（Edward 

Cronin）已在都柏林与其他信徒开始在家

中擘饼记念主】」8  

 

（三）哈洛（R. E. Harlow）：哈洛指出，

所谓的「弟兄运动」在 160 年前左右开始

（即 1820 年代）。9   一些基督徒发觉和看

清周围主流宗派的错谬和不合圣经的做法，

所以便开始聚在一起祷告、敬拜，并以圣

经彼此造就。他们从新约圣经学习到所有

信徒都是基督徒和弟兄们，所以他们尝试

打开沟通的管道，与所有其他真基督徒交

往。很多人参与他们，这引起邻舍和民众

的注意，令人想要知道这群基督徒是谁。

友善的外人满足于称呼他们为「弟兄们」

（brethren，因他们放下各种尊称，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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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们」彼此相称），这称号被部分地

接受，因它在圣经中被用来指所有信徒。 

           这一小群的信徒不愿用英文的

church 一词来称呼本身的聚会，因这词在

英文已有三个不同意思【编译者注：除了

指召会（教会），它也指「教堂」或「作

礼拜」】。他们当中一些人认为英文的

assemblies（召会）更贴切地表达这字的

原文字义。今日，全世界有上千个这种召

会。她们没有正式的名称，所以不需要一

个权威性组织来管理。虽然决心保留本身

的独立自治性，这些基督徒群体仍然具有

共同的特征：1）没有全职牧师或圣职人

员（full-time pastor or minister）；2）每个

主日举行擘饼聚会；3）欢迎所有真信徒

参与交通，只要他们品行和教义纯正。10 

  

（四）约翰·赫丁（John Heading）：英

格兰的约翰 ·赫丁

认为这问题的答案

可分成许多部分： 

1）在新约中，使

徒保罗和其他使徒

采用 brethren（弟

兄们）一词来指神

家中的一员，即以神为父的基督徒家庭之

成员。此用法多达 80 次左右。 

2）在整个教会历史上，有不少以特别方

式对主和祂的道表忠诚的信徒群体，他们

不屈服于更大的教会团体之逼迫，也不为

这些团体所吸引。这群信徒亦被称为「弟

兄们」（或「弟兄会」）。 

3）在上一个世纪，1825 年之后，一群忠

心的信徒深感神的带领，离开了他们先前

参加的教会（宗派或公会），只奉主名来

聚会，为要寻求归回那合乎圣经的简纯性

（simplicity）。他们以阅读和查考新约圣

经为他们事奉和交通的基础，而不以上一

代所流传下来的传统为依据。这群信徒也

被称为「弟兄们」（或误称「弟兄会」）。 

4）许多被称为「某某福音堂」（gospel 

halls）、「某某堂」（halls or chapels）、

「某某室」（rooms）等等  —  还有各种

各样的名称 11  —  可在世界各地找到。这

些聚会（指第 4 项）的信徒也被称为「弟

兄们」（或常被误称为「弟兄会」）。他

们聚会的地方之设计也许古老或现代，处

于大都市或小乡村，位于人多的工商业和

教育地区，或人少的丛林和沙漠地带，聚

会人数可能众多也可能稀少，但（这些奉

主名的聚会）都彼此独立自治，倚靠圣灵

的带领，并因为拥有共同的目标、志愿、

爱好、动力、愿意事奉主、守着圣经真道

而彼此交通来往。12 

  

（五）莫里森（W. Morrison）：根据莫

里森，19世纪初开始的「弟兄运动」极具

建设性地反对当代主流教会那只注重外表

形式，却冷漠与不属灵的状况。弟兄运动

的开始有个特征，就是缺乏系统的记录，

这使到后来的历史学家在编撰他们的历史

时倍感困难。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事实

是：在英国的都柏林、普里茅斯、布里斯

托（Bristol）和较后的伦敦（London）等

城市，各有一群男女信徒几乎同时自发地

聚在一起。他们聚集的目的，是为要以原

始简纯（初期召会）的方式守主的晚餐，

并以研读和讲解圣经来彼此鼓励。 

      既然当时 1820 至 1830 年代所采用

的标准圣经是《英王钦定本》（KJV，

King James Version），而 brother（弟兄）

的复数词 brethren（弟兄们）在新约中，

特别在使徒行传和新约书信中，常被用作

「信徒」（believers）的同义词，没有教

派色彩，所以这新的信徒群体喜欢以「弟

兄们」（brethren）彼此相称。不久，他

们就被人称为 brethren（弟兄们）。虽然

brethren（弟兄们）一词听来有点特别，

难免让人将它当作「某教派名称」来称呼

这些特殊的基督徒群体（即成为中文所谓

的「弟兄会」），不过直到如今，他们都

不希望被人当作是个宗派。此外，在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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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方面，他们普遍上称自己为 assembly

（召会），因为这字才是新约的 church

（教会）一字按原文的准确翻译。13 

  

（六）布鲁斯（F. F. Bruce）：布鲁斯指

出，弟兄运动（Brethren movement）源自

1825年左右，虽说弟兄们通常坚持认为他

们的根源可追溯到使徒时代，因他们的目

的是尽力保持新

约时代那简纯且

有伸缩性的的召

会秩序。人称他

们为「弟兄会」

（ Brethren ） ， 

因为他们选择被

称为「弟兄们」

（brethren），这

是一个包含了他

们以及其他所有基督徒的称号。长达 10

册的《让世界知道》所记载的这群基督徒

有时也被名为「公开弟兄会」（Open 

Brethren ） ， 因 为 他 们 的 召 会 秩 序

（ church order ） 与 「 封 闭 弟 兄 会 」

(Exclusive Brethren)有所区别。 

所谓的「公开弟兄会」没有中央集

权的组织，属于数目极多的地方性召会

（assemblies），散布全球各地。每一个

地方召会在行政上独立自治；没有中央或

联会将它们联合起来（注：启示录 2:1 记

述主耶稣「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这

表明七灯台是七个独立的灯台，也说明所

象征的七个地方召会是独立自治，每个召

会单独向主负责）。然而，它们当中却同

有显著可见的家庭相似（family likeness），

彼此之间也有稳固的属灵联系。 

此外，弟兄们当中没有所谓的「按

立的圣职」（ordained ministry）；他们当

中虽有不少人确实全时间传福音、教导圣

经和牧养召会，却不是所谓的「圣职人

员」。不同的地方召会由那些称为长老或

监督的负责弟兄们所带领与治理。他们的

管辖权只限于他们自己的地方召会，对于

其他地方召会，他们无权干涉。在召会中，

他们力图以榜样带领，而非以教令治理

（彼前 5:3）。14 

  

（七）威尔逊（T. Ernest Wilson）：曾在

非洲服事主将近半个世纪的威尔逊指出，

弟兄们（the brethren）可指遍布全球各国

的基督徒群体，他们诚恳地尝试实践初期

召会的原则，就是新约所记载有关基督和

祂众使徒所教训的原则。任何明智的观察

者若仔细察看今日基督教世界（或译：基

督教界，Christendom）的主流教会，不难

发现这些所谓的「教会」今日所教导和实

践的，在很多方面与初期召会有天渊之别。

在召会历史上，圣灵多次兴起属祂的人，

以属灵眼光看出这方面的错误。他们先是

对「教会」的衰退深感痛心，过后被神重

用，起来恢复早已失去的圣经真理。 

      至于那群被称为「弟兄会」（the 

Brethren）的信徒们，他们的根源可追溯

到 19 世纪初的一群英国年青人，他们大

部分来自英国的贵族背景，并在宝沃斯阔

夫人（Lady Powerscourt）的家中聚会。

她的家宏伟如宫殿（故有「宝沃斯阔城堡」

【Powerscourt Castle】之称），座落在靠

近爱尔兰的都柏

林。大约在 1830

年的一个星期日早

晨，他们当中有四

人在都柏林的一间

屋子里聚会，守主

的晚餐（即擘饼聚

会）。此聚会的人数不断增加，他们过后

租了一座建筑物，来进行他们的敬拜聚会，

以及传讲神的道。这群人的领袖是达秘。 

大约同一时候，另一群持守相同立

场的信徒开始在英格兰的普里茅斯聚会。

他们人数快速增长，在短期内，超过千人

奉主名在此处聚会。外人称他们为「普里

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从

  
 

布鲁斯教授 (F. F. Bruce) 

 

 
威尔逊 (T. Ernest Wilson) 

 



15 
 

那时起，这名称就随着他们，可是他们宁

愿被简单地称为「弟兄们」（brethren）

或「基督徒」（Christians）（徒 11:26）。

还有一群信徒也于

同一时候在布里斯

托 （ Bristol ） 聚

会，他们的领袖是

慕 勒 （ George 

Muller）和克雷克

（Henry Craik）。

在弟兄运动开始

时，还有一个主要

人 物 是 葛 若 弗 斯 （ Anthony Norris 

Groves）。他提出许多合乎圣经的提议，

较后发展成弟兄们聚集和执行召会的传道

事奉之重要原则。  

从这不起眼

的开始，这些不同

地方的基督徒群体

不断增长，散布整

个英国、美国、加

拿大、印度西部和

许多海外的国家。

在欧洲大陆，我们

可在法国、德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

（Scandinavia）、意大利、西班牙和前苏

联找到他们的踪迹。也有很多召会沿着埃

及尼罗河（Nile）的谷中逐一被立。 

一些最伟大的扩展是在南美洲，尤

其是在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实际上，

所有拉丁共和国（Latin Republics）都有

地方召会（指奉主名的聚会）。非洲中部

和南部也领受非凡的福气。苏格兰的阿诺

特 （ Fred Stanley 

Arnot ， 1858-1914）

是非洲宣道的拓荒者。

他于 1881-1886 年间

把福音带入非洲的中

心（非洲中部），此

事发生甚早，是在比

利时人和英国人占领

它为殖民地之前。15 

（八）库恩（Prof. Alfred Kuen）：库恩

指出，被称为「弟兄会」的信徒以圣经亮

光来查验先前改革先锋们留下的教导，看

看是否合乎圣经。这些弟兄们的特征如下： 

1) 他 们 成 立 了 众 召 会 （ They Form 

Churches）：他们设立独立自治的地

方性召会。 

2) 他 们 是 自 由 的 众 召 会  （ Free 

Churches）：他们强调政教分离原则。 

3) 他 们 是 信 徒 的 众 召 会 （ Believers’ 

Churches）：只接纳真正信主的人为

召会的肢体。  

4) 他们是福音派的众召会（Evangelical 

Churches）：他们坚持以无误的圣经

为最高权威，坚信圣经基要教义如三

一神、基督的神性、祂赎罪的牺牲、

祂身体的复活、归回荣耀里、罪人需

靠信心得救等等。 

5) 他们是宣道的众召会（Missionary 

Churches）：他们积极在国内传福音，

也大力参与海外的宣道事工。  

6) 他们是合乎圣经、注重属灵恩赐的众

召会（Biblically Charismatic Church）：

他们虽反对错误的「灵恩运动」，却

按圣经鼓励每个信徒要照所得的属灵

恩赐来事奉。 

7) 他 们 是 根 据 圣 经 样 式 的 众 召

会 (Biblical Pattern Churches)：他们在

主的晚餐和召会事务方面，都努力遵

照圣经的样式去行，例如在每个主日

擘饼记念主。他们的召会不由单一牧

师所带领，而是由一群长老所治理，

也常有一群执事加以协助。  
 

上述七大特征是无法彼此相隔的。

至于其他事物，弟兄们的众召会拥有很多

自由行事，所以彼此之间也有相当多的不

同之处。无论如何，当某个召会放弃上述

七大特征的其中一项，这召会就不再走在

历代弟兄们的路线上。这条路线试图尽其

所能，忠于主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遵循

召会的创始者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模式。唯

有靠着众长老和众信徒恒切的警醒，才能

保守他们继续走在这条路线上。  

 

 
 

克雷克 (Henry Craik) 

 

 
慕勒 (George Muller) 

 

    
 

阿诺特 (F. S. Ar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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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文小写的「brethren」指所有或任

何基督徒，但大写的专有名词「Brethren」

特指「弟兄会」，意味着它是基督教的某个

教派，含有教派主义的色彩，故被早期许多

明白召会真理的弟兄们所拒绝采用。 

2      但这绝非表示召会该随意接纳任何

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因现今时代有更多

「假弟兄」（加 2:4）和「假师傅」（彼后

2:1）要混进召会，引进陷害人的异端道理，

进行各种破坏召会见证的工作，所以召会决

不可掉以轻心，随意接纳（参 约贰 10-11；

提前 5:22）。既是「主」的桌子，我们有必

要照「主」的吩咐去接纳，而领受主餐者就

必先按「主」的话语去行。有关接纳信徒擘

饼的问题，请参 2000年 8月份，第 9期《家

信》的「召会真理：交通与接纳」。 

3        有 关 葛 若 弗 斯 （ Anthony Norris 

Groves，1795-1853）的身平与宣道事迹，

请参 2000 年 10 月份，第 11 期《家信》的

「属灵伟人：安东尼·葛若弗斯」，可上网

参阅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9/

安东尼葛若弗斯/ 。 

4        主基督在升

天前命令门徒，要

把「凡我所吩咐你

们 的 （ 指 众 使 徒

的），都教训他们

（信主的人）遵守」（太 28:20）；而在使

徒行传第 2 章，信主的人就「都恒心遵守使

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徒

2:42）。所以按主升天以前所吩咐的命令，

信徒要遵守主给使徒的教训，其中一些教训

包括「彼此交接、擘饼、祈祷」。 

5         因在当时的各种宗派中，主的晚餐

（宗派常称之为「圣餐」）只有在受按立的

圣职人员（如牧师或传道人）主持下才能进

行，才算有效。在无圣职人员主持下守主的

晚餐，是当代所没有的做法，故可谓是「革

命性的观念」。 

6        Fredk. A. Tatford，That The World 

May Know（vol.3）：The Challenge of India

（Bath：Echoes of Service，1983），第 407-

411 页。 

7       Fredk. A. Tatford，That The World 

May Know（ vol.5）：The Mysterious Far 

East（Bath：Echoes of Service，1984），第

380 页。 

8        Fredk. A. Tatford，That The World 

May Know（ vol.4）：The Muslim World

（Bath：Echoes of Service，1983），第 296 页。 

9            有者将英文 Brethren Movement 译作

「弟兄会运动」，但此译法含有教派色彩。

由于早期弟兄们在圣经的光照和圣灵的带领

下，是要归回神在新约圣经为召会所立的原

则与样式，而非要创立一个新的教派，所以

我们避免将之译作含有教派色彩的「弟兄会

运动」，而是「弟兄运动」。 

10             Fredk. A. Tatford，That The World 

May Know（vol.9）：Red Glow over Eastern 

Europe（Bath：Echoes of Service，1986），

第 267-268 页。 

11      例如在马来西亚还有称为「某某福

音中心」（gospel centres）、「某某生命堂」

（life chapels）等的聚会也是属于奉主名聚

集的地方召会. 

12        Fredk. A. Tatford，That The World 

May Know （ vol.2 ） ： Dawn Over Latin 

America（Bath：Echoes of Service，1983），

第 421-422 页。 

13            Fredk. A. Tatford，That The World 

May Know (vol. 7): Asian Giants Awake (Bath: 

Echoes of Service, 1985), 第 484-487 页. 

14     Fredk. A. Tatford, That The World 

May Know（vol.1）：The Restless Middle 

East（Bath：Echoes of Service，1982），第

223-226 页。 

15            Fredk. A. Tatford,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vol.6）：Light over the Dark 

Continent （ Bath ： Echoes of Service ，

1984），第 485-486 页。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9/安东尼葛若弗斯/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9/安东尼葛若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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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篇 (一) 

威廉·凯利       

William Kelly  

( 1820-1906 ) 
 

(A)     对救恩真理的寻见 

威廉·凯利（William Kelly），或

常在其著作中简称「W.K.」，在 1820

年生于北爱尔兰。由

于早年丧失父亲，他

在年少时期便靠教补

习来谋生。 20 岁时

（1840 年），他悔改

信主。不久，他借着

查考圣经而看清新约

召会的特征。他立志

为主摆出合乎圣经的地方召会之见证，

所以立刻加入奉主名聚会的圣徒当中。 

  

(B)    在学术领域的表现 

凯利以杰出的优等成绩毕业于闻

名的都柏林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of 

Dublin），获得大学古典文学的最高荣

誉。他不仅被公认为

一位学问渊博的学

者，更是一位出色超

凡的辩论家，为神的

真道「竭力的争辨」

（犹 3 节）。除了帮

助特雷格勒斯博士

（Dr. S. P. Tregelles，1813-1875）进行

圣经文本批判（Biblical textual critic）的

研究之外，凯利自己于 1860 年出版了

《启示录的批判性版本》（ Critical 

Edition of Revelation）。此著作被德国

格廷根（Gottingen）的尤沃尔德教授

（Professor Heinrich Ewald）举荐为他所

见过的这类英文著作中，最好的一部。 

  

(C)     在信徒期刊的编辑 

凯利也主编一本名为《展望》

（The Prospect）的基督徒期刊。在

1857 年，他又负起《圣经宝库》（The 

Bible Treasury）的主编，并继续编辑此

刊直到离世，长达 50 年之久。主编《圣

经宝库》使他与许多当时闻名的神学家

互相通信交往，例如剑桥大学的阿尔福

特教长（Dean Alford）1、斯科特博士

（Dr. Scott）、爱德华兹校长（Principal 

Edwards ） 、 牛 津 大 学 的 桑 待 教 授

（Professor Sanday of Oxford）等等。 凯

利的才华也受到这些圣经学者所认同与

赞赏。 

当时很多

宗教组织和刊

物已向「高等

批判」（Higher 

Criticism ） 2 屈

服与投降，但

凯利仍坚守对

圣经的忠诚，极力反驳并全面弃绝一切

藐视基督与圣经的看法。这点导致圣公

会的丹尼逊副主教（Archdeacon George 

A. Denison）3  见证说凯利所主编的基督

徒期刊，是唯一值得阅读的基督徒杂志。

让我们学习凯利，在现今「不信圣经」

与「异端邪说」之风吹袭之际，持守对

圣经启示的信心，高举圣经权威的旌旗。 

  

(D)     对今世名誉的轻看 

由于凯利精通圣经原文，又获得

大学古典文学的最高荣誉，所以有个都

柏林（Dublin）的教授表示若他来大学

    
 

凯利 (William Kelly) 

     
 

S. P. Tregelles 

      
 

Archdeacon G. A. Den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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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教，他将前途无量，并「扬名世界」。

但凯利拒绝这个聘请，回答道：「为哪

个世界？」4（即为今生的世界，或为永

恒的世界？） 这点足证他不为短暂的今

世，乃为无尽的永世而活；5 他所追求

的，并非今世的名誉地位，荣华富贵

（这一切虽离他不远），乃是在属灵方

面用真道服事那些他称之为「基督羊群

中受藐视的一小群人」。6   他像摩西一

样，放弃埃及的财物，宁可和神的百姓

同受苦害（来 11:25-26）。如此高贵的

心志，是今日所有信徒应当效法的榜样。 

  

(E)      与约翰达秘的交情 

凯利是约翰·达秘（J.N. Darby）

的最亲朋友。他们最初是在普里茅斯

（Plymouth）的一间书店里相识的。虽

然凯利比达秘年轻 20 年，但在他们俩相

识并来往的 40 年中非常同心。他们纵然

有不同的看法，却不在基要的教导上。 

有者

认为达秘的

最好教训和

实践，都得

到凯利的最

好解说和推

行。凯利编

辑了全套 34 册的《达秘文集》（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 N. Darby），便

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凯利在《达秘文集》

中附加了不少他自己的解释，来阐解并

富化达秘的作品。他非常重视达秘的著

作，并经常劝勉基督徒要「读达秘」！

若现今的信徒听取凯利的忠告，必能在

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大有长进。 

英国著名布道家司布真（C. H. 

Spurgeon ）曾称赞凯利为「弟兄会

（Brethren）7 里的一个优秀神学家」，

又说：「凯利是为整个宇宙而生，但是

被达秘主义（Darbyism）弄得狭窄。」

这点足证凯利深受达秘的影响。虽然凯

利基本上经常支持达秘的教导，不过他

不是一味盲从，他并不赞成达秘一切的

举动。无论如何，在离世前，达秘吩咐

弟兄们说：「我特别不赞成任何人攻击

凯利。」可见凯利受到达秘何等的尊重。 

  

(F)      对解经护道的贡献 

当达秘在世时（1800-1882），凯

利早已因为写了好些著作而闻名；例如

摩西五经、马太福

音、启示录、神的

召会、新约中有关

圣灵的教义和罗马

书等等，受到桑迪

博 士 （ Professor 

Sandy）的大力推

荐。自 1890 年，

他又写了一本名为《起初》（ In the 

Beginning，创世记 1-2 章）的书，深获

本逊大主教（Archbishop Benson）的赞

赏；他也写了关于以

赛亚的预言、约翰福

音、希伯来书、约翰

书信等的讲解；以及

长达 600 页的《神对

圣 经 的 默 示 》

（God’s Inspiration of 

the Scriptures， 1903

年），并他最后的著作《基督的再来》

（Christ’s Coming Again，1904 年）。8  

凯利年老时仍然多结果子，因为

他一些最好的解经著作，是在他一生的

最后 15 年写成的。晚年的信徒（尤其是

圣经教师）应该效法凯利，利用晚年的

光阴从事写作，把一生对圣经的知识和

属灵的经历用文笔保留给后人；像凯利

一般，「虽然死了… 仍旧说话」（来

11:4；指他们透过作品继续说话）。 

    
 

凯利所编著的 34 册《达秘文库》 

    
 

凯利 (William Kelly)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9/%e5%a8%81%e5%bb%89%e5%87%af%e5%88%a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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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在永恒世界的安息 

在 未 离 世 之

前，凯利向他床边的

人说：「有三件事是

真实的  —  十字架、

世界的敌对、神的

爱」。这三件事，正

是他一生得胜的秘

诀；十字架：使他为

主舍己和放弃世界；世界的敌对：使他

不求世界的财富和世人的拥护；神的爱：

使他胜过世间的苦难和种种的考验。 

最终，他于 1906 年 3 月 27 日离

开世界，进入永世，就是他一生所追求

的地方，并永远安息在他一生所事奉之

主的怀中。一位常向凯利求教，年长的

圣职人员（clergyman）听到他离世的消

息时，虔诚地写道：「他是一位杰出的

人，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尼

7:2）。」9 

  

——————————————————— 

1   阿尔福特教长（Dean Henry Alford，

1810-1871 ）是英格兰坎特伯雷的教长

（Dean of Canterbury）。他以主编《希腊文

新约圣经》（1849-1861 年）而闻名。 

2  「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sm，或

译：高等评鉴）是

指对圣经各书卷的

作者、写作日期、

写作目的等所作的

考证和批判，有别

于 「 低 等 批 判 」

（Lower Criticism，

或译：低等评鉴；

也 被 称 为 Textual 

Criticism，经文评鉴）  —  指对圣经原文或

文本的校勘，其任务是依据圣经的原文手抄

本或译本，来准确和翔实地重建圣经经文的

原貌。「高等批判」在 19 世纪时，普遍受

到不信圣经启示的现代主义（modernism）

所影响，以致作出许多攻击圣经权威和贬低

圣经价值的结论。 

3    副主教（或译：会吏长，archdeacon）

是英国国教会（或称「圣公会」）的牧师，

地位仅次于主教（bishop），其职务为协助

主教监督其他牧师的工作。 

4       他的回答在英文只有三个意义深长

的字  —  「For which world？」（直译：

「为哪个世界？」，意即为哪个世界而活  

—  现今短暂的世界，还是将来永恒的世界） 

5       请思想以下故事：1932 年，当约

翰·义律欧特（John Elliott，1908-1994）知

道他的银行已永久关闭时，告诉自己说：

「约翰，你为错的世界而活。」他醒悟过

后，把自己完全奉献于主，全时间地事奉主。 

6        指奉主名聚会的信徒；因他们当中

大部分的信徒离开宗派或公会，按圣经教导

来聚集在主的名下（太 18:20），故受到一

些不明白召会真理之人的反对及轻视。 

7   弟兄会（Brethren）这名称带有教派

主义的色彩，是不合乎圣经，也受当时许多

在奉主名聚会中的弟兄们极力地反对。「闭

关弟兄会」和「开放弟兄会」这两个名称其

实也是外人或小部分有教派主义的信徒所取

的，不被当时大部分相关的弟兄们所接受。

公会的信徒或外人用此名称，因为他们不明

白召会真理，但奉主名聚会的信徒，既然看

清宗派或公会的错误，为脱离教派主义而离

开公会，就应当拒绝称自己为「弟兄会」。 

8    此著作是为达秘所教导的「秘密被

提」（Secret Rapture）作出辩护，因为这教

导受到一位美国作者的挑战和指责。 

9    上文参考 江守道编

译，陈福中增订，《达秘

小传》（香港九龙：基督

徒出版社， 1998）；Hy. 

Pickering （comp.），Chief 

Men Among the Brethren

（ New Jersey ： Loizeaux 

Brothers，1986）。  

     
 

Dean Henry Al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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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篇 (二) 

约翰·考德威尔          

John R. Caldwell 

( 1839-1917 ) 
 

(A)     他的出生与重生 

在奉主名聚会的信徒当中，有许

多著名的圣经教师，其中一位就是约

翰·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考德

威尔于 1839 年 5

月 26 日，在英国

的 都 柏 林

（Dublin）出生。

在他 5岁那一年，

他随父母搬迁到

苏格兰的格拉斯

哥（Glasgow）。

他的父亲是独立

教会（Independent Church）的领袖，并

「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孩子（弗

6:4），考德威尔就在这种虔诚环境下长

大，非常重视道德与灵性的生活。 

某日，考德威尔与两位执事会面，

被询问有关他是否相信圣经和信靠主耶

稣基督，过后就加入教会，在主日学里

教课，并成为基督教青年会（Y.M.C.A.，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的成

员，积极参与事奉。 

大 约 在 这 时

候，即 1860 年左右，

苏格兰的戈登 ·福隆

（ Gordon Forlong ，

1819-1908，此人是奉

主名聚会的弟兄）来

到格拉斯哥。这个满

有传福音恩赐的弟兄被尤因广场教会

（Ewing Place Church）的敬虔长老们所

邀请，在教会里进行一系列的聚会，结

果多人蒙恩得福。 

考德威尔见证道: “我觉得我还未

经历重大改变。在某个聚会的末了，我

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很期待地等候，我

听到主耶稣在 约 5:24 说道：『我实实在

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

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

出死入生了。』对我而言，这真是大好

消息！我听见、我相信、我有永生！」 

透过戈登·福隆所传的福音，考德

威尔才真正归信基督而重生得救，此后

生命完全改变。「从那一刻起，」考德

威尔回忆时写道，「圣经对我而言成为

一本新书，成为我最常、最爱的良伴。

我打开心眼阅读此书，看到其中许多奇

妙的事。」借着勤读圣经，默想圣言，

考德威尔的灵命日渐成长。 

  

(B)      归回圣经的样式 

1859 年，爱尔兰北部的复兴浪潮

也来到格拉斯哥，为此地带来极大的复

兴。许多教会的讲台让给所谓的「平信

徒」（laymen）去传福音。许多地方的

教会开始离弃古旧的教会条文主义。在

尤因广场教会，许多人重生得救，整个

教会的生命蓬勃起来。教堂的底层被他

们用来做主日学的事工，也取得良好成

果。他们又租用学校课室，在傍晚进行

福音事工。可惜的是，教会的牧师竟然

开始反对这样做。虽然他允许他们早前

进行的福音事工，但这事工已逐渐超越

教会所能控制的范围，结果牧师要他们

立即停止这事工！ 

就在这时候，考德威尔的父亲察

觉 到 他 们 的 教 会 受 到 教 派 主 义

（Sectarianism）所奴役，受到诸多不合

     
 

John R. Caldwell 

     
 

Gordon For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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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限制。那时，考德威尔也因着爱

主，深愿放下属人的制度，遵循主的心

意，所以恳切祷告，向主问道：「主啊，

祢要我怎么做？」在主奇妙的安排下，

他们接触到一些信徒。这些爱主的基督

徒离开了苏格兰的浸信会（ Scotch 

Baptist），步上较后人称「弟兄会」 

（Brethren）的路线，但此路线不是教

派的路线，而是归回圣经的样式，单单

奉主名来聚会、敬拜与事奉（太18:20）。 

这些信徒在考德威尔家中聚会，

一同查考圣经，讨论各样的圣经教义，

并以圣经为根据，来考究许多长久以来

被人忽略的题

目。由于看清

圣经所教导的

洗 礼 其 实 是

「浸礼」，所

以考德威尔和

他的好友兼生意伙伴杨氏（Geo. Young）

决定遵照圣经的样式，在水中受浸，以

此表明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伟

大真理（参 罗 6:3-5）。 

在这重要时刻  —  我们不肯定到

底过了多少个月，只知到了最后  —  考

德威尔决定离开公理会的宗派（ the 

Congregational denomination；请参本文

附录：公理会）。不再作他们的会员，

并在余下的一生按照圣经的教导，简单

地奉主的名聚会（太18:20，这节原义是

聚集归入主的名）。正如他所见证的，

「我在那里找到那些可与我建立真正交

通的信徒；对这些信徒而言，主的道是

宝贵的，主的名是甜美的。」 

  

(C)       为主传道和写作 

考德威尔不仅是

个成功的商人，更是一

名爱主的基督徒。在繁

忙的事业中，他不忘抽出时间为主劳苦，

殷勤事奉。关于他的事

奉，有几点值得一提。 

  

(C.1)   主道的传讲 

那些有机会听过考德威尔讲道的

人，都会承认他的讲道叫人大得益处，

让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早晨的擘饼聚会

上，他常简短地分享神的道，高举基督，

提升敬拜的气氛。在主日学里、在福音

聚会上、在街道的某个角落，我们可以

看到众人安静热切地听他讲道。 

他对神子民更大的贡献，是以释

经讲道之法，来阐解圣经书卷如利未记、

哥林多前后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希

伯来书等等；还有一系列关于各样题目

的讲道，例如旧约的祭物、旧约的人物、

神拣选的子民、基督徒的责任等。因着

他肯多花时间私下默想神的道，所以他

领受更大的亮光，能从圣经许多部分或

各种题目带出宝贵的信息；例如他所分

享的「红母牛」（The Red Heifer）和

「至近亲属」（Kinsman-Redeemer），

都是极有造就性的信息。还有其他信息

如「父神」、「神的爱」、「召会」及

「主的再来」，也让人获益不浅。 

  

(C.2)   文字的事工 

考德威尔与杨氏共创「考德威尔-

杨氏丝绸制造公司」（Caldwell, Young 

& Co., Silk Manufacturers）。虽然他是

个忙碌的丝绸制造

商，又忙于各样聚

会和讲道事工，但

他总是抽出时间来

写作著书。其中一

本名著是《将来的

事 》 （ Things to 
      

 

Reuben A. Tor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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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此书是他早期的著作。皮克林

（Hy. Pickering）形容此书「精简、至

今都不过时，在加州洛杉矶的叨雷博士

（Dr. Reuben Archer Torrey，1856-1928）

之『末日征兆最佳著作』名单中高居第

三。」1  

考德威尔的其他书籍如《神的选

民》（God’s Chosen People）、《基督

的影子》（Shadows of Christ）、《在

利未五祭中的基督》（Christ in the 

Levitical Offerings）、《地上的关系》

（Earthly Relationships）、《因为你属

于基督》（Because Ye Belong to Christ）

和其他题目的书籍，都造就与建立许多

信徒。 

他 所

写有关哥林

多前后书的

释义，首先

是在主日下

午对六百人

传 讲 的 信

息，过后以

《召会的宪

章》（The Charter of the Church）之名

出版，成为哥林多前后书的解经书经典。

此外，考德威尔还写了许多小册子、福

音单张和杂志文章。他的作品显明他在

写作方面准备充分、用词谨慎，其目的

都是为了读者的属灵益处。他的后期作

品更是 60 年丰富的基督徒生命之流露，

往往叫读者灵命获益良多。 

世界各地的弟兄们常询问他对属

灵事物的意见，他总是以乐意的声音或

清晰的文笔，按圣经的教导给予他们忠

告和劝勉。他也是慷慨的乐捐者，虽然

他照新约圣经的教导，强调奉献必须按

照甘心乐意的原则（林后9:7），却极力

主张基督徒要有系统的奉献（systematic 

giving），来回应主丰富的恩典。 

(D)       为真道竭力争辩 

从考德威尔的作品中，我们不难

发现他是个忠心持守真道的人。当他看

见「高等批判学」（High Criticism）和

所谓的「新神学」（New Theology）到

处散播各种谬论，破坏圣经的权威时，

他便执笔写作与之对抗，维护真道。他

在基督徒杂志《见证》（The Witness）

的书页上，多次重申他的立场， 讲解并

高举圣经的基要教义。2 

他在 1910 年底所作的声明非常具

有代表性。论到奉主名聚会所持守的真

理，他写道：「虽我们不敢宣称（奉主

名聚会所持守的真理）是绝无谬误，但

我们喜乐地相信一件事，那就是整体而

言，我们持守了基要的真道 （ the 

fundamentals of the faith），为此摆出了

坚定的见证；所持守的包括： 

1) 圣经完全与逐字的默示（plenary and 

verbal inspiration）； 

2) 主耶稣基督的完美人性、实质神性、

荣耀工作和价值； 

3) 人的完全堕落； 

4) 基督救赎的重要性与

丰足性； 

5) 信徒现今已得永生； 

6) 所有信徒皆祭司； 

7) 基督身体的合一； 

8) 信徒按新约的基督徒洗礼来受浸； 

9) 每周进行擘饼聚会是神儿女的特权； 

10) 与世界和它的各种不义之 联系

（associations）分别出来； 

11) 奉主名聚会（按 太 18:20 的原文更正

确译作：聚集归入主的名），弃绝

教派主义的名称和圣职人员的委任； 

12) 主会亲自降临，并在千禧年前降临，

这是我们所等候的『有福的盼望』； 

13) 不悔改之人将承受那有意识的永远

刑罚（eternal conscious punishment）； 

14) 得救者将承受永远的福气和荣耀。」 

 

考德威尔的一些文章和著作

收藏在《召会作者文库》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files/2015/image04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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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补充说：「论到圣徒交通

（the fellowship of Saints）这争论不休的

问题，我们认为需要表明我们的立场…  

《见证》（The Witness）一直提倡接纳

所有信徒，只要他们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1）真正的重生得救；2）在基要教义上

持守纯正道理；3  3）在日常生活中保持

敬虔。这就是早期『亲爱的弟兄们』

（beloved brethren）所实践的，这也是

许多我们所敬重、已归天家的投稿者

（指《见证》杂志的投稿者）以文笔事

奉所维护的立场。」4 

作为弟兄们的领袖之一，他常表

明 自 己 不 愿 带 领 任 何 的 「 教 派 」

（party），惟愿把神的子民带领到真理

的道路上，或进入与神更亲的地步。这

也是我们所该追求和持守的立场。 

 

(E)       深信主必成就所应许的 

 考德威尔在其所著的《神的选民》

(God’s Chosen People)一书中写道：「今

日，他们（犹太人）当中很多人渴望回

归故土，重新设立耶和华的敬拜，包括

重建圣殿、祭坛、祭司职任、献祭等等，

像旧约时期一样。朝向这方向的运动现

今已在进行，并会无疑地发展下去，不

久我们将会看见一个犹太国重新出现在

巴勒斯坦。这个回归或恢复（restoration）

必须出现在我们先前讨论过的两次恢复

之间，即过去的恢复（主前 5 世纪犹太

人归回故土）与未来的恢复（七年灾难

后）之间。事情必会如此。」【摘自

John R. Caldwell ，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 vol. 9 ）（ Glasgow ：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1983），第 69-70 页】 

值得注意的是，考德威尔于 1917

年离世归主，所以上述这篇文章肯定在

1917年以前写成（甚至可能写于 1900至

1910 年间），而当时世上的犹太人仍处

于分散各地的光景，虽有很小部分犹太

人发动锡安运动，想要回归故土，但要

在回教国掌控的巴勒斯坦地建立犹太国，

可谓遥不可及的事。然而，我们在上文

读到考德威尔对神的应许坚信不疑，他

和其他许多奉主名聚会的弟兄们都相信

有朝一日，以色列人必定按照神所应许

的，归回巴勒斯坦地，重建犹太人的国

家，而此事在大约三、四十年后的 1948

年 5 月 14 日终于应验了。 

  

(F)       信靠顺服主带领 

1905 年，考德威尔要到法国去。

在未离开之前，有 52 位弟兄们认为以后

难再与这位他们所敬爱的弟兄相逢，所

以便于 1905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一），

在基督徒学院（the Christian Institute）

的一个房间里集合，与考德威尔相会。

考德威尔的回应感动在场每个人的心。

实际上，虽然他还有不少年日才离开人

间，但他当时所说的一些话，却仿佛成

为离别之言。 

我们节录他当时所言：「看来神

喜悦以最仁慈的方式，来阻止我公开讲

道，不然我的身体不会这么软弱。现在，

我有一件事要你们在祷告中记念，就是

当主这样对待我时，我能学习到主所要

我学习的功课。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

明白或掌握，但我渴望看见自己学到主

所给我的功课，我也认为所有弟兄们都

该寻求知道主所给他们的功课。我已把

这样做当作我的目标。我深信我们跟随

主，越靠近神的路线和方法，就会产生

这样的结果… 

「我只想说，我很感激你们如此

表达你们的怜悯之心。想到我能获得弟

兄们的怜悯、祷告和爱心，我就感到无

比快慰。我把你们所有人都『交托神和

祂恩惠的道』（徒 20:32）。至于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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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完全不配。我深觉自己『比众圣徒

中最小的还小』（弗3:8）；我深觉『在

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提后 1: 15）。

虽然我罪众多，但主权性的恩典更显盛

多。在这时刻，我们当中肯定有一些人

要赞美神，因祂丰富的恩典扶持我们，

带领我们走过人生路程，直到白发斑斑

的今天，并向我们保证祂绝不会丢弃我

们。」 

  

(G)       等候“复活的清晨” 

过后，考德威尔真的因身体软弱

而少公开讲道。虽然在无数日子里经历

身体上的软弱和痛

苦，但他没发怨

言，而是存心忍

耐，专心倚靠，全

心交托，像孩子般

地安息在祂父神的

怀中。感谢主，他学习到主耶稣基督要

他学习的功课。1917年 1月 14日的主日

早晨，考德威尔终于安然离世，安息主

的怀中，等候那日在『复活的清晨』，

在主荣美形像中荣耀地复活！5 

   

************************************** 

附录:   公理会 

(Congregational Church) 

 
公理会教徒（Congregationalists）奉

行公理制  —  教会全体信徒以民主方式，直

接选聘牧师管理。有人以为奉主命聚会的弟

兄们就是公理会教徒，但这是错误的。虽然

两者之间有一些共同点（例如强调基督是教

会的头，召会是独立自治等等），但公理会

是由一位牧师（在几位执事的协助下）牧

养教会，奉主名的聚会则是由多位长老牧

养召会，弃绝牧师制度。此外，公理会是由

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e）在 16 世纪末

时开创的，奉主名的聚会则是由一群因查经

而看清召会真理后，从不同宗派出来的信徒

在 19 世纪（1825–1830 年间）所开始的。 

公理会最大的贡献是强调地方召会

是 基 督 治 理 的 交 通 团 契 （ Christ-ruled 

fellowship）。一些著名的传道人曾在公理

会事奉，例如摩根（G. Campbell Morgan）、

帕克（ Joseph Parker ）、周伊特（ J. H. 

Jowett）、戴尔（R. W. Dale）等等。可惜现

今的公理会在很多方面已受到自由主义

（liberalism）所影响。 

 

——————————————————— 

1          Hy. Pickering，Cheif Men Among the 

Brethren（New Jersey：Loizeaux Brothers，

1986），第 152 页。 

2            考德威尔编辑此杂志长达 38 年之久

（1876-1914），并为此杂志贡献不少文章。 

3           值得注意的是，考德威尔所谓的 

「基要教义」（fundamental doctrine）是以

下他所声明的 14 项教义，包括施行下到水

中的浸礼（而非一些宗派所实行的滴礼或洒

水礼）、进行每周的擘饼聚会（而非某些宗

派一个月一次的圣餐），以及弃绝教派主义

的名称和圣职人员的担任（即弃绝宗派名称

和牧师制度）。这也意味着不少早期的弟兄

们在接纳宗派的信徒（指那些看清召会真理

后仍然选择留在宗派的信徒）方面是有保留

的，除非那些信徒愿意离弃宗派的错误制度

与做法，否则难以被弟兄们接纳到交通里。 

4         Hy. Pickering，Cheif Men Among the 

Brethren，第 153页。从 1876年起，有者劝

《见证》的编辑在召会交通方面提倡狭窄的

看法（即把交通接纳的圈子放得比上述三个

条件更狭窄），但他本人并不赞同。 

5       上文参考 Hy. Pickering，Cheif Men 

Among the Brethren（New Jersey：Loizeaux 

Brothers，1986），第 150-154 页；John R. 

Caldwell，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vol.8）

（ Glasgow ：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

1983），第 9-14 页。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files/2015/image04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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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篇 (三) 

威廉·范隐          

W. E. Vine  

( 1873-1949 ) 
 

(A)     德高望重的弟兄 

威廉·范隐（William Edwy Vine）

俗称「范氏」（W. E. Vine），是奉主名

聚会中一位德高望重的弟兄。他所著的

《新约单词评注字典》（An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Words ，

1940 年出版）实为

经典巨著，至今仍

获许多圣经学生和

学者（包括神学博

士 ） 的 好 评 与 钟

爱。他不仅是一个

领受特殊恩赐的圣经教师、是一位对神

学文献具有贡献的神学家，还是一个属

灵的召会牧者（长老），以及宣道事工

的领袖。他的品格、工作和文字著作，

都显出一个与神极其亲近之人的特质。

认识他肯定能帮助我们更认识神无比的

恩典、丰富的恩赐和奇妙的作为。 

  

(B)    英国校长的儿子 

范氏于 1873 年 3 月 21 日，出生

在英格兰南部的多塞特（Blandford，

Dorset）。他的父亲在那里开办一间男

校，也是该校校长。范氏出世两年后，

该校迁到埃克塞特（Exeter），取名为

雷德福山学校（Mount Radford School）。

他就在那里长大，并学到勤学、专注和

研读的良好生活习惯。那里也培养他对

板球、游泳以及其他运动的热爱。他的

母亲是学校老师，热爱教学。作为校长

的妻子和 11 个孩子的母亲，她仍然在百

忙中抽出时间探访患病的人，亲自拿食

物给他们吃，此事给年幼的范氏留下深

刻印象，使他学到如何在日后关心有需

要的人。这点也提醒身为父母的基督徒，

为孩子树立美好榜样是何等重要。 

  

(C)    少年时期的经历 

范氏在 13 岁时深感罪的沉重，决

志悔改信主而得救，并在 14 岁时受浸，

在水中顺服主，且被接纳进入在福尔街

（Fore Street，Exeter）召会的交通里。

他信主得救后, 就常渴望事奉主, 也领他

人信主。 

到了 17 岁，范氏到他父亲的学校

当 老 师 ， 过 后 到 阿 伯 里 斯 特 威 斯

（ Aberystwyth ）的威尔士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of Wales）深造。他

较后在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

毕业，荣获古典文学荣誉学士。大学的

生活充满试探。由于他有音乐的天赋，

便在这方面结交朋友，也感到很大的诱

惑正催促他转离全心跟从主的道路。 

在这段内心充满挣扎的时期，主

藉着他所敬爱的父亲常常写信给他，提

醒他专心跟从主的道

路，不要随波逐流。在

主的恩典和保守下，他

归回主的道路，这令他

经常想起这段难忘的经

历，也与那些在学院或大学深造的青年

基督徒感同身受，明白他们遭遇的试探

与内心的挣扎，并给予合适的劝勉。 

  

(D)       肩负重任的老师 

当范氏还在修读他的学位时，他

也抽空到父亲的雷德福山学校教书。由

于他的母亲在 1891 年离世，父亲更需要

    
 

范氏 (W. E. V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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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协助。当获得荣誉学士的学位时，

他面对重要抉择：接受在澳洲一个好的

教职，或留在英国帮助父亲的学校。他

选择后者，因他觉得父亲这里更需要他。 

母亲离世后，他的父亲再婚，他

的责任更加繁重了。他不单需要协助父

亲处理繁忙校务，还要帮助后母照料孩

子。他父亲于 1904 年逝世，但在离世前

的 10 年中，他的父亲体弱多病，所以主

要校务常由他处理。他显然在各种事务

上尽忠职守，以致他后母见证道：「一

切所需的，范隐都已处理好。」 

处理校务与照料弟弟们绝非易事！

他们不都是温顺型的乖孩子  —  他们当

中两人曾把爆竹放进后母的蜂箱，以点

爆它们让蜜蜂惊慌四散来取乐。某次，

范氏发现他收藏的鸟蛋漂浮在园中的水

上。另有一次，他的弟弟把他珍藏的小

圆盾一个一个地从楼上窗口丢出去。试

想，当他教书时，他需要把弟弟们带入

课室，这是何等大的挑战！无论如何，

这些年来不断加重的责任无疑帮助他塑

造出一个稳重坚定、严守纪律的生命。

这对他日后事奉具有极大的帮助。 

  

(E)     组织家庭的生活 

范氏是个

机智幽默、擅长

讲故事、天生巧

于模仿、喜欢音

乐的人。大部分

的傍晚，他以弹

钢琴来松弛紧张的生活。他总是一人独

自处理繁重事务，直到有一日，他遇见

了一个名叫菲比（Phoebe Baxendale）的

年 轻 女 孩 。 这 位 来 自 曼 彻 斯 特

（Manchester）的淑女有几个弟弟在雷

德福山学校。1896 年，泛氏在他们家中

过复活节假期，便开始了这段姻缘。泛

氏性格刚强、稳重、显著、外向；而她

温雅文静，但适应力强，且有坚定的信

心，能在艰难时刻仍然安定。这使她适

合成为泛氏未来的贤内助，与他共渡前

方各种艰难挑战。 

1899年 8月 10日，他们两人结为

夫妻，到基拉尼（Killarney）渡蜜月，

过后住在埃克塞特（Exeter）靠近学校

的地方。他一开始就设立「家庭祭坛」

（family altar），

每早晨和傍晚，带

领家人阅读一段圣

经经文，再简短地

解释；他一生都如

此行。就在埃克塞

特，他两个女儿先

后出生。3 年后，他搬到离学校较远的

海弗翠（Heavitree）。他唯一的男孩

（Edwin）在那里出世。菲比一共为范

氏生了 5 个孩子，4 女 3 男。1904 年，

范氏的父亲离世，他在弟弟狄奥（Theo）

的协助下，出任雷德福山学校的校长。 

  

(F)       精通希腊文的学者 

1906 年，范氏荣获伦敦大学

（University of London）所颁的古典文

学硕士学位。研读新约希腊文可说是他

的「爱好」。他常沉浸其中，享受它的

丰富。为了让别人与他一样受益，他开

办希腊文班，教导那些想要学习新约希

腊文的人。他的一些课文较后被刊登在

基督徒杂志中，并在

获得好评后，整个课

程被出版成书，取名

为 《 新 约 希 腊 文

法   —  自学课程》

(New Testament Greek 

Grammar  —  A 

Course of Self Help)。

 
泛氏与妻子菲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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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今改名为《范氏: 你也可以学新约

希腊文》 (Vine’s You can Learn New 

Testament Greek)。他也培养每天傍晚阅

读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习惯。  

当世界第二大战开始时，范氏出

版他的经典著作《新约单词评注字典》

(An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Words)四大册的前两册（整

套于 1939 至 1941 年出版）。他的大学

老友、著名的斯克洛基博士（Dr. W. 

Graham Scroggie）为第一册写序言，大

力推荐它。其他三册序言则由布鲁斯教

授（Prof . F. F.  Bruce）所写。 

很多人

认为，如果范

氏把这经典著

作 呈 递 给 大

学，便能荣获

博士学位！这

套四册字典较

后被合成一册出版，过了 70 多年后的今

天，仍是广受欢迎及普遍使用的查经工

具。范氏的字典曾被许多不同的基督徒

出版社所出版。感谢主，他的整本字典

已被放上互联网，读者可上网免费使用

（  http://www2.mf.no/bibel/vines.html ），

甚至有兴趣的读者可免费下载使用，其

网址是： http://download.cnet.com/Vine-

s-Expository-Dictionary-of-New-

Testament-Words/3000-18514_4-

47716.html 。 

诚然，范氏的

《新约单词评注字

典》至今仍获许多圣

经学生和学者（包括

神学博士）的好评与

钟爱；例如美国著名

的多产作家魏斯比博

士 （ Dr. Warren W. 

Wiersbe）表示这本评注字典是「我多年

来所钟爱的查经

工具之一…」 ; 

而泛氏的老友、

荣获爱丁堡大学

（ University of 

Edinburgh）神学

博士学位的著名

圣经学者斯克洛

基博士（Dr. W. 

Graham Scroggie，1877-1958）也在这本

字典的序言中写道：「这评注字典… 是

一本汇编、一本字典、一本注释，是在

所及的最佳学术成就下完成的。… 范氏

使普通的新约读者获得很大帮助，那些

熟悉原文的圣经学者亦可从中学到很多

功课。」 

 

(G)     属灵书籍的作者 

泛氏自年少时，就学习为福音作

见证，过后在查经班分享，然后在埃克

塞特和周围的召会中讲道。他很快便成

为众所周知的讲员，因他善于深入浅出

地解经，把困难的经文用浅白易懂的方

式阐明。 

1908年，他与霍格（C. F. Hogg），

一位曾在中国事奉数年的宣道士，一同

创办所谓的「埃克塞特查经函授学校」

（The Exeter Correspondence School of 

Bible Study）。他们复印和寄送「帖撒

罗尼迦书信之笔记」。这些笔记是为了

任何想要更正确明白圣经的基督徒而设

的，无论他们是否懂得希腊文，都能从

中获益。这笔记于 1914 年被出版成书。

他们两人也用同样方式写加拉太书，并

于 1922 年出版。3 

范氏还出版许多书籍和小册子，

含盖各种性质与各样课题，如圣经注解

（ expository ） 、 虔 诚 爱 主

（devotional）、末世论（eschatology）、

     
 

W. Graham Scroggie 

http://www2.mf.no/bibel/vines.html
http://download.cnet.com/Vine-s-Expository-Dictionary-of-New-Testament-Words/3000-18514_4-47716.html
http://download.cnet.com/Vine-s-Expository-Dictionary-of-New-Testament-Words/3000-18514_4-47716.html
http://download.cnet.com/Vine-s-Expository-Dictionary-of-New-Testament-Words/3000-18514_4-47716.html
http://download.cnet.com/Vine-s-Expository-Dictionary-of-New-Testament-Words/3000-18514_4-477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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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事工（missionary）等等，这些作品

有时由他一人所著，有时则与人合著。 

  

(H)     参与宣道的事工 

(H.1)   参与《事奉的回声》 

自 19 世纪初，奉主名聚会的召会

进行许多宣道事工，从欧洲到亚洲，从

非洲到南北美洲。在协助宣道方面，一

个重要事工就是「事奉的回声」(Echoes 

of Service)。从 1872 年开始，此事工负

责出版宣道月刊   —  《事奉的回声》

（Echoes of Service）。它是有关各地宣

道士的事工月报（monthly record）。1  

这月报由一群英国奉主名聚会的

弟兄们联合负责编辑，提供各地宣道工

作的资讯。编辑的弟兄们不单与数百位

奉主名聚会的宣道士通信，也负责把来

自他们家乡召会的奉献款项寄给他们。

由于它的办事处位于英国的巴思（Bath，

英格兰西南部城市），所以这群劳苦功

高的编辑们被冠上一个美誉  —  「巴思

勇士」（Men of Bath）。 

1909年 12月，「事奉的回声」其

中两位编辑弟兄贝内特（William H. 

Bennet）和斯帕克斯（Robert E. Sparks）

邀请泛氏成为「事

奉的回声」的编辑

之一。由于肩负各

种重任，范氏和他

的弟弟狄奥都不认

为他可接受这项邀

请。无论如何，发

生在同一星期的两个事件  —  一个在埃

克塞特（Exeter），另一个在克雷迪顿

（Crediton）  —  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首先是星期六早晨，当范氏像往

常一般的读经，申命记 31:7 的话深深吸

引着他：「thou shalt go with this people」 

（直译「你要和这些人同去」）。2   那

时，意义深长的事件亦同样发生在狄奥

身上。狄奥隔天主日将在克雷迪顿讲道。

当他进到信徒预备给他休息的房间时，

脑海充满着范氏是否该到巴思一事，所

以决定跪下祷告。祷告完毕起身时，他

的眼看到墙上经文不寻常的组合（墙上

挂着经文图片）：「I was left …  with 

good will doing service, as unto the Lord」 

（直译为「留下我… 甘心事奉，好像服

事主」；参 赛 49:21；弗 6:7）。3 

当 范 氏

去到埃克塞特

的学校，狄奥

迎接他，说：

「我恐怕你将

会离开，留下

我。」他问弟弟为何这样说，狄奥就把

他所看到墙上的经文一事告诉他。他感

到何等稀奇、何等惊讶，弟弟竟然看到

这样的经文，正如他在同一天看到经文

「你要和这些人同去」，这一切都指向

同一个方向  —  范氏该前往巴思，接受

这新的事工！不过，他们两人还需更进

一步的指引。 

最后，他们决定如果主预备另一

位助教协助学校教务，那么范氏就在巴

思每周工作三天，帮助「事奉的回声」。

他们也决定不打广告，只让神动工。就

在他们如此决定的那天早上，神就清楚

显明祂的旨意了。当天早上，范氏去到

城市办理事务。在市中心，他遇到一个

青年人，此人多年前是雷德福山学校的

学生。范氏偶然问他在做哪一行。那人

表示在会计师楼工作，但不想继续，而

想申请助教工作，并问范氏学校有无空

位。他在午后会见范氏兄弟两人，并答

应在 1910 年 1 月开学时上任助教一职。 

就这样，范氏印证了神的旨意，

并于 1910 年 1 月，开始了他事奉的另一

 
班纳特 (W. H. B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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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里程碑，每周三天到巴思事奉。4 他

于每星期一，早上 9 时 30 分抵达办公室，

并于每星期三傍晚回到埃克塞特。他一

直如此行，超过 1 年之久。5 

1911 年初，范氏看到他和妻子需

要搬到巴思，因为「事奉的回声」这一

事工逐渐扩展，来回两地非常费时费力。

在 1911 年 9 月，他们夫妻两人终于搬到

巴思居住，而他们最小的女儿也在那里

出世与成长。 

1935 年底，他们一家从门牌 9 号

搬到 1 号。他们常打开门户，接待许多

弟兄姐妹和主仆。「事奉的回声」事务

繁重，一般上，范氏每日要处理多达 60

至 70 封信，大部分都是由他亲自回复，

一些则交由秘书处理。他也尽力帮助处

理宣道士们所遇到的困难，给他们智慧

的忠言和劝勉的话语，坚固他们的手和

心。他就这样在巴思忠诚地劳苦事奉，

直到他于 1949 年被召回天家为止。 

 

(H.2)   推广宣道查经班 

大约在 1912 年，在英国兰开夏郡

（ Lancashire ） 开 始 的 宣 道 查 经 班

（Missionary Study Class，简称 M.S.C.）

运动逐渐扩展。在兰开夏郡的众召会多

年来对宣道事工表现热忱，也在波尔顿

（Bolton）、布莱克本（Blackburn）和

南港（Southport）举办常年讨论会。范

氏常受邀出席这些讨论会，积极帮助扩

展宣道查经班。起初有者对这运动采取

怀疑态度，但在神的带领和赐福下，此

事工兴旺起来。此事工也出版《帮助之

丘》（Links of Help）这本杂志，而范

氏成为它的编辑一段时间。 

积极参与宣道事工的修特教授

（Prof. A. Rendle Short；这位奉主名聚

会的弟兄也是 Inter-Varsity Felowship

「校园团契」的创始人）这样评述范氏

对此事工的贡献：6「范氏于 1912 年进

行一个影响深远的事奉。当年 8 月，尽

管面对极大困难，第一次宣道查经班假

日 讨 论 会 （ Missionary Study Class 

Holiday Conference ） 在 滨 海 韦 斯 顿

（Weston-super-Mare）举行。许多年长

信徒不看好这事

工，因主办查经

班的信徒年纪较

轻。但范氏具有

远见，看见此事

工的益处，所以

决定使用本身的

影响力来帮助推广这些新的查经班。他

接受邀请，作首次查经班讨论会的讲员，

使多人对它有了信心。它的成就非凡，

为接下来在英国各地举办类似的讨论会

树立美好先例。 

「在这些场合中，泛氏最大贡献

不单在讲台上，更是在私下交谈和问答

时间。最让人获益良多的，是他对圣经

和基督徒教义的博学深知，以及谨慎深

思的实际劝勉。他很有音乐恩赐，特为

这些查经班和讨论会制作优良的宣道诗

歌。许多人发现这些诗歌引人深省，且

具启发性。他把这些歌词配上旋律优美

的歌曲，令查经班讨论会更有效益。他

也利用这些场合作详细的财政报告，说

明《事奉的回声》之编辑们如何保管与

分配款项给宣道士。」7 

1920 年，宣道查经班也开始在兰

菲弗坎（Llanfairfechan）举办。一系列

的特别聚会在此举行，以为期一星期的

查经，来帮助在英国的宣道士，而海外

宣道士的查经班则长达两星期之久。范

氏受邀在这些聚会中作讲员，教导圣经。

与他同工的，还有哈罗德 · 圣约翰

（Harold St. John）和博尔顿（A. H. 

Boulton）。有者如此记载范氏这方面的

贡献：「他经常出席在兰菲弗坎的『收

 
修特 (A. Rendle Sh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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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所事工讨论会』（Home Workers’ 

Conferences）和『宣道事工讨论会』

（Missionary Conferences）。大约 50 至

60位宣道士常聚在那里进行为期 10天的

圣经学校。在这些场合中，泛氏常用各

种方式传达神的圣言  —  包括使用德文

郡方言故事（Devonshire dialect stories）、

音乐独奏或独唱，还有不可少的，就是

查经。」8 

 

(G.3)   姐妹的宣道培训 

范氏对宣道的另一贡献，就是与

马逊姆（H. E. Marsom）联办培训中心，

培训那些将前往宣道禾场的青年姐妹。

那时已有一些特为培训宣道士而设的课

程，不过对象都是弟兄，没有专为姐妹

而设的；例如 1919 年，修特教授和其他

弟兄在布里斯托（Bristol）开办为期 6

个月的课程，培训青年弟兄进入宣道禾

场，但无类似课程给予姐妹。 

泛氏觉得有这方面的需要，便与

马逊姆商量和策划。结果，1920年 10月，

在泛氏的推动和马逊姆夫妇的照料下，

9 位姐妹住进所买下的房屋，进行为期

一年的圣经课程和医务培训。泛氏和马

逊姆负责教导圣经课程，而负责医务培

训的则是史密斯医生（Dr. Wilson Smith）

和萨瑟兰医生（Dr. Alister Sutherland）。

前者是在马温斯堂（Manvers Hall）聚会

的弟兄，此人甚至安排这群姐妹到推尔

顿（Twerton）进行医务宣道的实习（注：

推尔顿福音堂后边有间房子特别装修作

此用途）。 

参加此课程的姐妹们都是仰望主

供应她们的经济需用，正如马逊姆夫妇

两人进行这事工时也是如此。【注：上

述培训是为了医务宣道，而非培训姐妹

上台公开讲道，因范氏也按圣经教导说

女人不可公开讲道（提前 2:12）；请参

他与其他弟兄合著的书《妇女的职分》】 

(G.4)   协助宣道研讨会 

1919 年，在马温斯堂的召会长老

们开始了巴思信徒聚会（Bath Believers’ 

Meetings）。这不单造就了当地信徒，

也帮助了各地的宣道士，英国各地的负

责弟兄亦受邀参加。 

此聚会一般上从星期一傍晚开始，

直到星期五早晨。这聚会（可说是宣道

研讨会，conferences）有如莱明斯特讨

论会（Leominster Conferences），「事

奉的回声」之编辑也利用这机会与那些

对宣道事工有负担的弟兄们讨论所面对

的困难。若天气良好，他们会在露天进

行一些聚会，然后在市区游行（他们沿

街派发福音

单张和小册

子，邀请路

人和当地居

民参加福音

聚会），以

露天福音聚

会作为结束。 

研讨会的讲道经常由著名的弟兄

负责；例如 1921 年，负责讲道的有：哈

罗德·圣约翰（Harold St. John）、霍格

（ C. F. Hogg ） 、 古 德 曼 （ George 

Goodman）、格兰特（W. J. Grant）、

博 饶 本 （ E. H. Broadbent ） 、 博 德

（Handley Bird）等等。这些培灵聚会的

讲道信息常被复印或印刷成书，寄给各

地宣道士。但可惜的是，世界第二大战

导致这些讨论会被逼停办。 

  

(I)     主恩保守的安息 

除了成为宣道事工的领袖，泛氏

也是召会的长老。大约在 1910 年代，他

成为在巴思的马温斯堂（Manvers Hall，

Bath）召会的长老，并负起牧养召会的

重任，长达 40年之久。1927年，他被诊

 
 

泛氏 ( 右 ) 与哈罗德 · 圣约翰

(Harold St. John) 在讨论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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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患有心脏病，随时会发作，但他仍马

不停蹄地为主劳苦事奉、到处讲道、教

导真理、著书写作、牧羊召会等。在主

奇妙恩典的保守和供应下，他竟然活到

1949 年，多活了丰盛的 22 年。 

在范氏离世的多年以前，他心脏

病曾数次发作，有一两次严重到他的妻

子也认为他已经逝世了。他的心脏病有

时是在他远离家乡时发作，但他康复后

依然坚持远行赴约，完成神所托付的事

工。尽管如此，在主的恩典中，他还是

在自己家中的床上安然离世。 

1949 年 10 月

的最后一个星期，

他仍像平常一样在

星期三积极参与弟

兄们在伦敦的各样

聚会，在宣道聚会

上也看不出他有何

不妥。在接下去的星期二（即 11 月 2 日）

凌晨 4 时，他心脏病发作，所以家人劝

他在床上休息。 

早上 8 时，他照常阅读和处理信

件。早餐后，他进入书房祷告，过后下

楼到办公室，甚至进城办理事务才回家。

下午，他处理更多信件，并在当天傍晚

写完他人生最后一篇文章，名为「理想

的生活」(Ideal Living)。傍晚 7时，他上

床休息。到了晚上 9 时，他起身吃晚餐，

然后照常阅读他的希伯来文圣经，读完

后便躺下休息。他太太离开房间数分钟，

重回房间时发现他已蒙主恩召，归回天

家，永享安息了。诚然，他活出了一个

理想的生活，完成了主的使命。9 

 

编译者注：基于篇幅有限，我们必须在此

停笔。更多有关范氏作为圣经学者、召

会牧者（长老）和宣道领袖的事，请参

阅：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

4/09/威廉爱德威范隐下/。 

——————————————————— 

1         读者可上网参阅「事奉的回声」

(Echoes of Service) ， 其 网 址 是 ：

http://www.echoes.org.uk/ ；若有兴趣知道

「事奉的回声」之历史和事工简介，可参

http://en.wikipedia.org/wiki/Echoes_of_Service 。 

2        中文圣经《和合本》译作：「你要

和这百姓一同进入」。 

3        这两节经文在中文译作：「... 撇下

我一人独居的时候...」（赛 49:21）；「甘

心事奉，好像服事主... 」（弗 6:7）。 

4      由于范氏在 1909年 12月底就已看清

神的旨意，并决定参与「事奉的回声」这一

事工（他于1910年1月正式到巴思事奉），

所以一般记载，他参与「事奉的回声」之事

工长达 40 年之久（1909-1949）。 

5       Percy O. Ruoff，W. E. Vine：His Life 

and Ministry （ London ： Oliphants Ltd. ，

1951），第 18-20 页。 

6       修特教授（Prof. Arthur Rendle Short，

1880-1953 ） 是 布 里 斯 托 大 学 （ Bristol 

University）的著名手术教授。除了撰写许

多医学书籍，这位奉主名聚会的弟兄也写了

诸多的护道作品，极力反对进化论。他创办

了 「基 督徒校 园团契 」（ Inter-Varsity 

Fellowship，一个专为大学生设立的全球性

基督徒组织），并常向大学生分享基督信仰，

为主证道。 

7      Percy O. Ruoff，W. E. Vine：His Life 

and Ministry，第 20-21 页。 

8 W. T. Stunt, et al., 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 A Century of Missionary 

Endeavour （ Bath ： Echoes of Service ，

1972），第 56 页。 

9     上文主要参考 Percy O. Ruoff，W. E. 

Vine：His Life and Ministry，第 13-23，27-

29，33-49 页；W. T. Stunt, et al.，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 A Century of 

Missionary Endeavour，第 52-58页；也查考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Edwy_Vin

e 和 http://www.plymouthbrethren.org/user/111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9/威廉爱德威范隐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9/威廉爱德威范隐下/
http://www.echoes.org.uk/
http://en.wikipedia.org/wiki/Echoes_of_Service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Edwy_Vine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Edwy_Vine
http://www.plymouthbrethren.org/user/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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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篇 (一)                       E. W. Rogers 

 

召会的 

荣耀盼望 
 

 

(A)       序言 

在讨论预言的事上，必须避开两种

危险：（1）盲目跟从著名的教师；（2）

完全不碰不谈预言的课题。论到第一个危

险，所有圣经教师都是可能犯错的人，所

以无论何人，他的教导必须经过圣经的验

证，看看「圣经上怎么说？」。另一方面，

圣经论到神的子民（指基督徒）最宝贵的

盼望，以及接着下来将发生的事。若神的

子民对此不加注意，岂不损失？任何关乎

救主未来荣耀的事，都是我们这些蒙主救

赎、永远亏欠祂之人所该关心和重视的。 

 

(B)       召会的独特地位 

 为了正确了解「我们的盼望」，我

们必须意识到「召会，就是祂（基督）的

身体」（原文直译，弗 1:22-23），在神

的旨意中占有独特地位。她是在五旬节那

一天开始，因为在那一天，我们（所有基

督徒）「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

体」（林前 12:13；原文作「归入一个身

体」，即主的身体）；当基督把召会「献

给自己，作个荣耀的召会，毫无玷污」之

时（弗 5:27），召会将会圆满和完美了。 

 我们不该把召会与「神的国度」

（the kingdom of God）、「神的家庭」

（the family of God）、「忠信者的家族」

（the line of the faithful）或「橄榄树的见

证」（the olive tree testimony）混为一谈。

它们的出现都比召会（基督的身体，即宇

宙性的召会）更早，并且当召会被提离开

地上后，它们都将会持续一段时间，有者

的时间可能更长。它们不该被认为是基督

的身体（宇宙性的召会）。1 

 反观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全

新的事物   —  在性质上是全新的（弗

2:15）。圣经用另一个暗喻（metaphor）

基督耶稣是这属灵圣殿的房角石，新约时

代的使徒和先知是属于根基的肢体（弗

2:20；注：召会也是基督的新娘，参 弗

5:31-32；启 19:7）。有者认为五旬节（使

徒行传第 2 章）以前的圣徒也是召会的一

分子。但施洗约翰清楚拒绝此看法，他称

自己为「新郎的朋友」（约 3:29）而不是

「新娘」。如果他不是「新娘」（召会）

的一部分，在他之前的旧约圣徒也不是了。 

 事实上，召会是一个「秘密」或

「奥秘」，2   没有任何旧约先知揭露此奥

秘（弗 3:5；西 1:26），所以召会没有出

现在旧约的历史记载或预言事物中。主耶

稣在世的日子也表明召会是将来的事（意

指祂说这话时，召会还未出现），祂说：

「我将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原文直译，太 16:18）。「将要...建造」

是意义深重的【因为这字在希腊原文是

oikodomêsô ，是未来时态；英文圣经

KJV 正确译作 will bulid。这表明主当时说

这话时，召会还未存在。这点证明「召会

在旧约时代已经出现」是错误的看法】。 

正如上

文所言，召会

是在使徒行传

第 2 章的五旬

节那一天开始

（或诞生），自此以后便逐渐成长，「得

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弗

4:13）。为了召会的存在，地上有圣灵的

同在是重要的，同时也必须在天上有那位

复活与得着荣耀之人耶稣基督的同在。两

者缺一不可（参 约 7:39）。 

神把关乎基督身体的教义特别启示

给作使徒的保罗。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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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译：大马色）的路上就初次学到这方

面的真理：耶稣基督告诉他，逼迫圣徒

（基督徒）就是逼迫基督（徒 9:4-5）；

在天上的头（基督）感受到祂在地上的肢

体（基督的身体  —  召会）所感受到的。

这说明召会在扫罗（保罗）未归信之前就

存在了，只是未向众圣徒揭晓，直到神把

这「奥秘」托付给保罗（弗 3:4，8）。 

 虽然如此，我们不要认为召会是神

的应急之策，即祂先前给人的计划失败了，

只好尝试其他方法。不是的，召会是神意

念中首要的事，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就计划好了（弗 1:3-14）。既然神从创立

世界以前就拣选了召会， 那么「时候、

日期」（即现世政治经济的时势现状）就

与她无关（指无法拦阻

神在她身上的计划）；

她的福气并非暂时和属

地，而是永远和属天的

【注：弗 1:3清楚表明是

天上各样属灵福气】。 

  

(C)       召会被提 

 召会既是属天的，我们就不稀奇保

罗揭开另一个「奥秘」，那就是召会被提

（rapture，参 林前 15:51-57；帖前 4:13）。

【注：「被提」（希腊文：harpazô ）的

英文 rapture源自拉丁文 raptura，而 raptura

意即「夺取」（seizure），暗指召会被提

是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快速完成的事；

犹 23 和 徒 23:10 把 harpazô 译作「抢出

来」，与拉丁文的 raptura 有相同意义】 

按照《牛津英文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英文 rapture 一词的

意思是从一处转移或转运到另一处（a 

transportation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另

有「狂喜」之意）。这点确实正确地表达

圣经所说的。读者只要翻查「被提」的希

腊字 harpazô {G: 726} 在新约圣经中出现

的所有经文，就不会怀疑 rapture这字的重

要性，以及使用这字的合理性。 

但以理书第 9 章的著名预言（七十

个七）不容置疑地意味着「第 69 个七」

与「第 70 个七」之间存着一段长时期与

不确定多久的时间空档（gap，或作「间

隔」，interval）。靠近罗马城的波图斯

（Portus）有个名为希波律陀（Hippolytus）

的主教。此人是第三世纪初期最有学识的

教父之一，他也教导关于上述的时间空档

（间隔论），所以这看法不像一些人所谓

是属后期或近代的看法。 

在这时间空档里，发生了什么事？

答案在保罗所说的几个「奥秘」里，那就

是：（1）呼召出来的召会之奥秘（或称

「基督身体的奥秘」，弗 3:6）；（2）以

色列部分与暂时瞎眼的奥秘（罗 11:25）；

（ 3）召会被提的奥秘

（林前 15:51-54；帖前

4:16-18）。 

       随着以色列人钉死他

们的弥赛亚，神已把以

色列国民暂时地搁置一

旁不理。这就仿佛一列

火车暂时停在一旁不动，

让路给另一列火车先过，

然后才开动，继续它的路程。照样，以色

列国民因犯了大罪（钉死他们的弥赛亚）

而被神暂搁一旁，然后让召会通行（引入

召会的时代）。召会被提后，神会重新启

动祂对以色列的计划，在地上恢复祂对以

色列国民的作为。旧约的节期礼仪（特指

「耶和华的节期」如吹角节、赎罪日、住

棚节等等所预表的真理）都证实这一点。 

 

(D)       不同的事物 

 主耶稣在未离开「属自己的人」

（约 13:1），还未归回天家以前，祂向其

跟随者保证自己一定还会再来（约 14:3）。

有者宣称主耶稣的再来是「属灵方面」

（spiritual，而非真正亲身降临），当圣

灵被差遣从天而降，就应验了主耶稣所谓

的再来。然而，一件明确的事情是：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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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许关于祂的再来是可见的（visibly），

亦是有形有体的（bodily）。徒 1:11 清楚

说明这方面的真理：「这离开你们被接升

天的耶稣，你们见祂怎样往天上去，祂还

要怎样来」【注：主耶稣是带着肉眼可见

的形体往天上去，也必如此归来】。由此

可见，祂所应许的再来绝不能解释为「属

灵方面」（spiritual）的归来。亚 14:4 向

我们保证说「祂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

朝东的橄榄山上」。 

 主的众门徒看来最初可能以为主耶

稣在 约 14:3 所说的再来，是指祂回到地

上迎接他们。较后借着主的启示，保罗才

解释主给祂的特别教导  —  召会被提。他

们（众门徒）都等候主的再来，但保罗教

导他们说，主再来时，神会把那些已死的

信徒一同带来（帖前 4:14：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

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

带来」）。既然他们要与主

一同前来，他们就必须先去

与祂同在天上。那些在基督

里死了的人和我们这些还活

着的人，在召会被提时，必

同得荣耀身体。此外，当主

回到地上时，现今蒙召的信徒将会与祂一

同显现在荣耀里（西 3:4: 「祂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保罗自己显然期望主耶稣的再来会

发生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因为他说：「我

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

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帖前 4:17）。

「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表明保罗期待

主再来时，他是属于那些「活着还存留」

的圣徒之一，但在别处，他把自己包括在

那些「已睡了」（死了）的圣徒当中（林

后 4:14：「... 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

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

一同站在祂面前。」）。这表示无论是活

是死，或在地上事奉时，保罗都已准备好

了【这也暗示「召会被提」是随时可发生

的事（imminent），编译者按】。 

有关主再来的事，有者断言保罗看

错了，所以需再写一封帖撒罗尼迦后书，

来纠正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错误看法。

但这样的主张严重破坏了圣经的默示与无

误性，片刻难容。【编译者注：事实上，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主要谈及召会被提，

是关乎「主为圣徒（召会）而来」，而在

后书才论及「主的日子」，关乎「主与圣

徒（召会）同来」，两者在本质和时间上

是不同的，参本期《复苏刊》教义篇二】 

 还有一事，你是否想过，为何保罗

从不指示圣徒应该怎么做，来面对死亡或

将来地上的灾难？他总是鼓励他们等候基

督  — 「直等到祂来」（林前 11:26），因

为这是我们基督徒与众不同的盼望。当祂

再来时，死了的圣徒将要复活，改变成荣

耀的身体；还活着的圣徒也

要改变（得着荣耀的身体），

然后他们一起被提到空中，

与主相遇。主也要履行祂的

诺言，把他们带回父家。到

那时，祂向父神的祷告就获

得应允了，「父啊，我在哪

里，愿祢所赐给我的人也同

我在那里」（约 17:24）。 

这一切与主耶稣对马大所说的话相

符一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

11:25-26）。这句话是在保罗离世多年后，

才记载在福音书中【注：按召会传统，保

罗在大约主后 68 年殉道，约翰福音可能

是在主后 85 至 90 年才写成】。我们不清

楚保罗是否知道上述主耶稣所说的话。不

过，可以肯定的，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圣

徒关乎被提的事，是「照主的话告诉你们」

（帖前 4:15），而非出自保罗自己的想象。 

  帖前 4:15 的「降临」一词（KJV：

coming）希腊文是 parousia {G:3952}，专

用来指某人在离开一段时间后的归来，包

括了他的到来（coming）、到达（arrival）

和留下住宿（resultant stay）。这字出现

在别处的新约经文，读者该用圣经汇编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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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每一处。它有时指主来到空中（帖前

4:15），有时指主来到地上（太 24:37, 

39），有时用在其他与主无关的事上。我

们可从这些经文的上下文判断其意。 

 

(E)       以色列的盼望与我们的盼望 

 我们（指基督徒或召会）的盼望不

可与以色列的盼望混为一谈。以色列人的

盼望是等待基督作为「公义的太阳」，荣

耀降临（玛 4:2）【注：我们基督徒则等

待基督作为「明亮的晨星」的到来，启

22:16】；以色列人等候祂来到橄榄山

（亚 14:4）。他们的眼界是在地上（我们

的眼界则在天上）。我们的盼望是在空中

与主相遇，并蒙主带到（天上的）父家。

祂会来接我们；祂将会降临（从第三层天

降临到第一层天），而我们将要被提，升

到空中与主相遇。「相遇」（KJV：meet）

可用来指两个人见面然后分开，或他们见

面然后继续前往同一个方向。「相遇」一

词不意味着主来到空中后

会继续祂的路程来到地上

（如一些学者所言）。 

 我们的盼望（帖前

2:19）是完全没有指定的

时间或伴随的预兆，而以

色列的盼望却有预兆。在

马太福音 24 章，主亲自指明祂回来以前

将会发生的种种事件，但主在 约 14:1-3论

到祂给基督徒的盼望时，却没有提到任何

预兆。祂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只把他们

留在不断期待的状况下，祂只表明在祂不

在的这段期间，他们会被世人憎恨，正如

世人憎恨祂一样（约 15:18-25；16:1-3）。 

 保罗的教导也跟随同样的路线。任

何读者，无论是过去或现在的读者，若仔

细阅读保罗的书信，就不会总结说：保罗

教导圣徒说基督不会随时降临来接召会，

或说一定要（在保罗离世之后）过了几个

世纪才会再来。除了 帖前 4:13-18 和 帖后

2:1，也请思考以下经文，我们从中看见

保罗认为主的再来是一个现在式、随时可

应验的盼望（ever-present hope）。 

 林前1:7：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

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林前 11:26：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祂来。 

 林前 15:51-52：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

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

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

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

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  

 腓  3:20：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

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西3:4：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祂显现的时

候，你们也要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提前6:14：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

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提后4:8：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

存留，就是按著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

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
慕祂显现的人。  

 多 2:13：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

的神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

书第 2 章指明在「离经背道」

（apostasy，或译「离道反

教」）的事和大罪人显现以

前，必先发生「主耶稣基督

降临（ parousia ）和我们到

祂那里聚集」（即召会被提，

在空中与主相聚）的事（帖后 2:1-3）

【故此，我们不该把「主降临空中迎接召

会」与「主降临地上设立天国」混为一谈】 

我们是否已失去「召会被提」这个

荣耀的盼望？是否基督的「耽延」使我们

感到一些失望？（看似耽延，其实不是，

彼后 3:9）。又是否我们被属地事物缠身，

不再切慕主的再来？我们是否忘记耶稣基

督是我们的拯救者，要降临「救我们脱离

将来的忿怒」？（帖前 1:10）【注：这节

的「忿怒」在希腊文是 orgê ，有时译作

「烈怒」，是指末日的七年灾难，参 启

6:16-17；14:10；16:19】  我们是否忘了

「神不是安排我们遭受忿怒（指末世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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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乃是要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

着拯救」？（帖前 5:9 原文直译；《新译

本》也注明「刑罚」原文作「忿怒」）  

我们不该容许任何事物使这荣耀盼

望变得模糊暗淡。愿祂帮助我们经常「住

在主里面。这样，祂若显现，我们就可以

坦然无惧；当祂来的时候，在祂面前也不

至于惭愧」（约壹 2:28）。3 

 

********************************* 

附录:   召会被提后发生在 

天上与地上的重大事件 

 

(A)       发生在天上的重大事件 

 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召会将

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帖前 4:16-17）。接

着，主会接召会（基督的新娘）到天上的父

家，正如祂所应许的（约 14:2-3）。天上将

会进行以下两件大事。 

 

(A.1) 基督的审判台 

神借着保罗教导我们，「无论是住

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

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

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

报」（林后 5:9-10）。对于基督徒，他一切

的罪已蒙赦免（西 2:13），不会再为罪受到

审判（来 10:17）。不过，他在世上的生活、

品格与事奉将会被神评审，借此得着奖赏。

这评审也被称为「基督台前的工作审判」。 

(a) 评审的原则 

主在三处经文中教导这评审的原则： 

 比喻 经文 评审时的考量 

1 葡萄园工

人的比喻 

太 20: 

1-16 

受评审者有不同

的事奉机会 

2 按才干受

审的比喻 

太 25: 

14-30 

受评审者有不同

的才干或恩赐 

3 十锭银子

的比喻 

路 19: 

11-27 

受评审者有一些

共同该负的责任 
 

 上述第 2与第 3项强调每个基督徒都

要为着主所托付他们的事向主负责，并要在

主回来时向主交账（太 25:19；路 19:15）。 

(b) 评审的范围 

评审的范围有两大方面。首先是内

在方面  —  基督徒的真实品格（character）

或事奉动机（motive）。罗 14:10，12 说：

「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 我们各人必要

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时候

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祂要照

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

各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林前 4:5）。 

其次是外在方面  —  基督徒的所作所

为（actions）和事奉方法（method）。「人

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

（提后 2:5）。林前 3:1-17 论到信徒在地方

召会中的事奉。在建造召会方面，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工程」。在评审那日，若我们的

工程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便经得

起火的考验而存留，我们也要因此得着奖赏。

若我们的工程是用「草、木、禾楷」来建造，

便被烧毁。「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

亏损（失去奖赏），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

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林前 3:15）。 

. (c) 评审的结果 

林前 3:15 向我们保证，没有任何基

督徒会因基督台前的工作审判而失去救恩，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

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

过的一样」，像罗得那样，他一生辛苦积蓄

的财物全在审判烈火中烧尽，何等悲伤、何

其羞愧。所以 约壹 2:28 劝勉道：「你们要

住在主里面（指按着主的旨意生活与事奉）。

这样，祂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

祂来的时候，在祂面前也不至于惭愧。」 

 

(A.2) 羔羊的婚礼 

 在主还未回到地上以前，另有一个

重大事件要发生，就是羔羊的婚礼。「我们

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祂。因为羔羊婚娶

的时候到了；新妇（新娘）也自己预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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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

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

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

（启 19:7-9）。 

 这「新妇」或「新娘」就是召会，

有者反对说召会是「基督的身体」，而非基

督的新娘。但圣经可以用不同的象征或隐喻

（metaphors）来形容同一个事物，弗 5:25-

32 证实召会是基督的「妻子」（参 弗 5:31-

32），所以羔羊婚娶的对象肯定是召会。 

值 得 留

意的是，那些在

五旬节召会成立

以前的众圣徒，

不是基督的「新

娘」。施洗约翰

表明他是「新郎

的朋友」（约

3:29），这意味着在他之前的旧约圣徒（包

括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

各、摩西等等，来 11:1-32）都不是基督的

新娘，而是新郎的朋友。他们是那些「被请

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者（启 19:9）。 

启 19:8 指出新娘「蒙恩得穿光明洁

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

义。」这与我们上文所说的相符一致，所有

基督徒会先在基督台前受工作的评审，也会

按我们所行的获得基督的奖赏，正如主所说

的：「看哪，我必快来！赏赐在我，我要照

着各人所行的报应他」（启 22:12 原文直

译），我们将「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

着称赞、荣耀、尊贵」（彼前 1:7）。整体

基督徒（召会，即羔羊的新娘）以这些从主

而得的赏赐、荣耀与尊贵，编织成这件光明

洁白的细麻衣，来荣耀主耶稣基督。 

羔羊的婚礼必然令天上充满喜乐与

赞美。那时，主耶稣基督在 约 17:24 的心愿

和祷告也就实现了：「父啊，我在哪里，愿

祢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

祢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祢

已经爱我了。」这就是父神在创世以前所预

定的计划  —  为祂的爱子（基督）拣选召会

作为祂的新娘，并预定召会以完美圣洁的荣

耀状况献给基督为新娘  —  使我们「在祂里

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

的，照着祂旨意所预定的，叫祂的荣耀从我

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

赞」 （弗 1:11-12）。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 

 

(B)       发生在地上的重大事件 

 召会被提后，地上将发生几个重大

事件。我们现在要按圣经所启示的作出判断，

来照着发生的顺序，简略地解释这些事件。 

 

(B.1) 以色列与「七十个七」 

 以色列是神属地的子民（出 19:5-8），

因着硬心不信，拒绝他们的弥赛亚（把耶稣

基督钉在十架上），以致被神暂时搁置一旁。

但以色列余民（在七年灾难时）将悔改归向

基督，最终得蒙拯救（罗 11:26-27）。圣经

用三种树来比喻他们的过去、现在、未来。

当神评审他们过去的历史，他们被喻为「葡

萄树」（赛 5:1-7）；他们也被喻为「橄榄

树」，枝子已被折断，这是他们整体国民现

今的情况（耶 11:16；罗 11:17）；他们也好

像「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象征以色列复

国），预告夏天近了（意指「公义日头」耶

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太 24:32；路

21:29；参 耶 24:5-8）。 

但以理

书 9:24-27 提到

神为祂属地的

子民（以色列

人）所定的计

划，称为「七

十个七」，即 490年（70 x 7年 = 490年）。

这计划启示有关神为以色列民除净罪恶、引

进永义之前所将发生的种种重大事件（如重

建耶路撒冷城、受膏君的显现及被剪除、圣

城圣所被毁、七年灾难等等）。这 490 年中，

在第 69 个七和第 70 个七之间，有一个时间

空档（gap），有一段间隔时期，即召会时

代  —  从五旬节圣灵降临成立召会开始，直

到主再来接召会的时候结束。当召会被提后，

「预言时钟」的第 70 个七（最后 7 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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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启动，即所谓的「七年灾难」。由于篇幅

有限，我们无法在此详解这「七十个七」，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

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 。 

 

(B.2) 七年灾难与两个兽和大淫妇 

 召会被提，启动了「七十个七」中

的最后一个七，开始了「七年灾难」时期。

灾难开始的初期，先是白马（短暂的和平）,

过后是红马（争战的爆发），接着是黑马

（通货膨胀），然后是灰马（因争战、饥荒、

传染病引发大量的死亡），还有许多见证人

被杀、地大震动、海岛移位等等（启 6:1-

17）。以上是六个印记的灾难，揭开第七印

记，引进七枝号筒的灾难（启 8-11 章），

过后还有七个金碗的灾难（启 15-18 章）。 

在这七年灾难时期，世上将出现两

个风云人物：（1）「海中上来的兽」（启

13:1-10） —  政治的兽（敌基督）；（2）

「地中上来的兽」（启 13:11-18） —  宗教

的兽（假先知）。  圣经称他们二人为

「兽」，因为他们虽有人的样貌，却是人面

兽心。大红龙（撒但）与这两个兽同组「邪

恶三一体」（evil-trinity），与神父、圣子、

圣灵三而一的真神对抗。 

但以理书曾预言有关「巨像」的两

个铁腿和十个脚指头（但 2:40-43）。不少

圣经学者指出，两个铁腿代表古代的罗马帝

国，而铁的脚和十个脚指头则代表那将在七

年灾难时期出现的「十国联盟」，或称「复

兴的罗马帝国」。政治的兽（敌基督）将会

是「十国联盟」的最高首领，凭着强大的军

事力量，征服各方各国，「又有权柄赐给他，

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 又任凭他与圣

徒争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伏

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启 13:5，7）。 

宗教的兽（假先知）则为政治的兽

制造一个像，叫全地的人都拜此兽像（启

13:14-15）。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

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

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

名数目的（即 666），都不得作买卖（启

13:16-18）。换言之，魔鬼撒但利用这两个

兽，控制了全球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信仰。 

在七年灾难中

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就

是启示录 17 章的「大

淫妇」。在圣经的预表

中，女人常被用来代表

某种宗教制度或体制

（ religious system）。

「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作见证之

人的血」（启 17:6）；「又与地上的君王行

淫」（启 17:2）。依上述特征，「大淫妇」

可代表对主不忠、离经背道的基督教世界

（apostate Christendom），以罗马为它的中

心和全面发展。【启 17:9 表明这女人坐在

「七座山」，而罗马就有「七山城」之称】 

「大淫妇」额上的名字与奥秘的巴

比伦有关（启 17:5），可见这宗教体制源

自巴比伦（创 10-11 章）。马唐纳写道：

「大淫妇是一个庞大的宗教和商业组织，以

罗马为总部。很多人相信，第 17 章所形容

的是宗教上的巴比伦，第 18 章则形容商业

方面。宗教方面的巴比伦涉及离经背道的基

督教世界（Christendom），包括更正教与

天主教。她也可能代表普世教会。」许多圣

经学者或解经家把「大淫妇」解释为罗马天

主教、天主教教廷或教皇制度，持这看法的

有 : John N. Darby、 John Phillips、A. C. 

Gaebelein、吴华青、吴主光、黄丹尼等等。 

「大淫妇」骑在兽的身上，以此控

制他或利用他，以操纵世界政权，但这情况

并不长久（不少学者认为只是七年灾难的前

三年半），她最后被兽消灭。威明顿评论道：

「假教会（指大淫妇所象征的假宗教制度）

在大灾难的前期，将要借出她所有的罪恶能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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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高举敌基督。在短期内，她兴盛、奢

华、财富过人；但突然，事情戏剧化地改变

过来。『兽必恨这淫妇，使她冷落赤身，又

要吃她的肉，用火将她烧尽』（启 17:16）。

其中的可能理由是淫妇使敌基督得着权力后，

意图操纵他。历史也提供许多例子，诸如罗

马天主教（或其他的宗教制度）企图控制君

王和首领… 但敌基督不会俯首屈服。他要

攻击她、消灭她的建筑、焚烧她的圣书，和

杀害她的祭司… 最后消灭了她。」 

有关七年灾难中的「两个兽」、

「兽的国」和「大淫妇」，请上网参阅：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8/将来

的事十五-敌基督下/。（请参阅附录一至五） 

 

(B.3) 主耶稣荣耀降临审判全地 

 七年灾难期间将有几件重要的事发

生，例如：敌基督与多国多人立约（包括以

色列人期待已久的「和平条约」，但 9:27）、

耶路撒冷的圣殿将被重建（启 11:1-2）、神

兴起两个大有能力的见证人为神作见证（启

11:3-7）、神特选 14 万 4千名以色列人为神

作见证（启 7:1-8）。 

 在七年灾难的三年半时（即「一七

之半」的时候），发生了几件重大的事。首

先是大红龙（撒但）从天上被摔到地上（启

12:4,9），并开始逼迫以色列国民，就是

「那生男孩子的妇人」（启 12:13，注：那

男孩子是耶稣基督，比较 启 12:5与 启 19:15；

「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代表以色列，因为基

督出自以色列）。魔鬼撒但借着第一个兽，

逼迫神属地的子民以色列人（犹太人）。 

 但 9:27 预言说：「一七之半，他必

使祭祀与供献止息」。第一个兽（敌基督）

之前与以色列人立约（和平之约），让他们

可以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来敬拜和献祭给

神。不过就在「一七之半」（三年半）的时

候，他下令终止以色列人在圣殿的敬拜和献

祭。换言之，他毁掉自己先前与以色列所立

的和约。不但如此，他还攻占圣城耶路撒冷

（但 9:27；太 24:15），并坐在圣殿中自称

是神（帖后 2:4；注：此人极有可能在圣殿

中设立自己的像，吩咐人拜此兽像，比较 

启 13:14）。他极力逼迫和杀害在以色列地

的犹太人，犹太人开始逃难（太 24:16-21）。 

犹太人逃亡的这「后三年半」被称

为「大灾难」（太 24:21），也就是所谓

「雅各的遭难时候」（耶 30:7），因为犹太

人曾杀了基督，并高喊道：「祂的血归到我

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太 27:25），所以

「神的忿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

（帖前 2:16）。神的忿怒临到那些不愿悔改

的犹太人身上，却保守那些愿意悔改的犹太

余民（启 12:14；可能有三分之一的犹太人

悔改归主，亚 13:8-9）。 

 犹太人惨被逼迫和屠杀，直到「后

三年半」快要结束的急难时刻，救主第二次

降临拯救他们。「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

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

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祂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祂的选民，

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

（太 24:30-31）。那时，敌基督和他的军团

准备在哈米吉多顿与基督交战（启 16:12-

16），可是基督带领众圣徒和天军从天降临，

消灭了敌基督的军团，把第一头兽和假先知

活活地扔在硫磺火湖里（启 19:11-21）。 

《复苏刊》主编注： 
 

有者主张以色列应该动用其强大军力来成就

神的应许  —  建立千禧年国。我们反对这主

张，因为圣经清楚说明是耶稣基督亲自从天

降临拯救祂属地的子民犹太人，建立千禧年

国（启 19:11-20:6）。因此，我们的立场是

反对「靠世上军力建立千禧年国」的主张。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8/将来的事十五-敌基督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8/将来的事十五-敌基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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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主这次的降临，亚 14:5 清楚预

言道：「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

（或译：圣徒，KJV：saints）同来。」与

基督同来的，有一切的圣徒（saints），他

们就是组成召会的所有基督徒（参 林前 1:2；

罗 1:7；弗 1:1；2:19）。所以这次的降临也

被称为「基督同祂的圣徒而来」（The 

Coming of Christ With His Saints），不同于

「基督为祂的圣徒而来」（The Coming of 

Christ For His Saints）。有关这两者的区别，

请参本期《复苏刊》教义篇二的附录二。 

 

(B.4) 千禧年或「天国时代」 

 启示录记载基督降临消灭敌基督和

他的军团之后，撒但也被捆绑，扔在无底坑

一千年（启 20:1-3）。主亲自审判以色列民

与外邦列国（太 25:1-46）。那些信靠基督

的人可以进入祂所设立、旧约多处经文所应

许的千禧年国（Millennium 

Kingdom）。此国度有一千

年之久（启 20:2,3,4,6,7），

也被称为「天国时代」。那

些在七年灾难中为耶稣基督

作见证而被斩者的灵魂，和

那些没有受过兽印者的灵

魂，都复活了，与主一同作

王一千年（启 20:4）。 

 在这一千年的千禧年国里，万物将

被更新，狮子也与牛羊一样吃草，喜乐与和

谐充满全地（赛 65:17-25）。天国的大君王

主耶稣基督将「用铁杖管辖列国」，治理全

地（启 19:15；赛 11:3-5）。这意味着基督

的统治和管理绝对正直，对一切犯罪者实行

严厉审判（参 亚 14:16-19）。 

此外，神将实现祂给以色列的诸般

应许，使以色列在万国中「作头为首」（申

28:14：「作首不作尾」）。神借耶利米所

预言有关「新约」的福气（如神要把祂的律

法放在以色列民里面，使他们认识真神）也

必全面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耶 31:31-34）。

神也必从以色列民中取人为祭司和利未人

（赛 66:21），以恢复献祭的条例与祭司的

职分（赛 66:21-23；结 40-48 章）。那时，

耶路撒冷成为全球的京城，地上万族必须每

年上耶路撒冷敬拜天国的大君王主耶稣基督

（亚 14:16-17）。 

召会在千禧年的时代将会如何？那

时，「圣徒要审判世界」，「我们要审判天

使」（林前 6:2-3）。正如现今地上事务是

受到灵界众掌权者所管理（参 但 10:13,20），

照样，在基督的统治下，地上事务会被交给

召会的众圣徒管理；他们与主一同作王，治

理全地（启 5:10）。 

 

(B.5) 最后的叛变 

 千禧年不仅是神信实的明证（证实

祂所应许的必然成就），也是神给人类最后

的试验。人再也不能责怪魔鬼撒但制造邪恶

的环境，因为他已被捆绑一千年（启20:2）；

人也不能责怪治理的制度，因为这一千年由

公义慈爱的神亲自治理全地（赛32:1）。这

试验确实显露人心。一千年结

束了，魔鬼被释放出来。那些

在千禧年出生的人类，虽活在

丰盛的恩典与完美的环境下，

可是人心诡诈莫测（耶17:9），

受到魔鬼诱惑便群起反叛，要

攻击伤害圣徒，「他们上来遍

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

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

灭了他们」（启20:9）。 
 

 

(C) 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圣经论到七种不同的审判，而白色

大宝座是最终的审判。启 20:11-13形容这恐

怖情景。我们应该跪着思想此景，以沉重心

情为失丧者忧伤。这审判是发生在 路 16:19-

31 所描述的「中间状况」（ intermediate 

state）之后。在千禧年国结束后，所有在这

「中间状况」

（在阴间里）

的失丧者都将

复活，得着复

活的身体，受

审后被扔在地

狱火湖里（太

10:28：「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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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主

耶稣提醒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

不灭的」（可 9:48）。此话出自那位为罪人

舍身流血的主  —  祂舍了自己，为叫一切信

祂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 3:16）。 

务须谨慎的是，约 3:16 的「灭亡」

（希腊原文：apollumi {G:622}）常被一些

人误解或曲解为灵魂消灭或消失无踪

（annihilation）。但这「灭亡」指的是永远

的死  —  永远与神这万福根源隔离（注：死

意即分离，separation）  —  就是这段经文所

谓「第二次的死」（启 20:14；21:8），与

「永生」相反。人的灵魂是不灭的，失丧者

会在硫磺火湖里永远受苦，这是第二次的死  

—  永远与神隔离受苦（太 25:46称之为「永

刑」，与「永生」形成强烈对比）。 

主耶稣在 约 5:24 应许道：「我实实

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

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

生了。」所有相信主的人是绝对不会出现在

白色大宝座面前，因他们「已经出死入生

了。」他们是何等蒙恩的罪人啊！ 

 

(D) 永恒的情形 
 

 这壮丽荣美的永恒情形，只能选用

我们在地上所明白的言词来大略形容，使我

们能用现今人类有限的经历，来稍微理解那

将临到赎民的莫大喜乐和无比荣耀。启示录

21:3-4 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祂要

与人同住，他们要

作祂的子民。神要

亲自与他们同在，

作他们的神。神要

擦去他们一切的眼

泪；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

都过去了。」 那将是全新的一切，也必定

成就，正如那坐在宝座上的神所说的：「看

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

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启

21:5）。感谢神赐我们何等荣美的永恒。4 

 

——————————————————— 

1   「神的国」是广泛的，从创世以前

到永远，超越时空的限制，但召会是从五旬

节才开始的。「忠信者的家族」也包含古代

的亚伯，来11:4就把亚伯列为忠信者名单的

第一人。至于「橄榄树的见证」（罗 11:1-

27），虽然以色列和召会都是神的见证人，

都与亚伯拉罕有关系，但两者的性质、地位

和前景却是完全不同的，请读者参阅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5/新约

的召会是否取代了旧约的以色列 。  

2 按旧约时代所得的启示，只有犹太

人是神的选民，得着特别的应许和福气（罗

9:4-5）。但使徒保罗从主得到一个新启示，

即外邦人与犹太人已没有分别，而是共同组

成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即宇宙性或普世

性的召会），同享应许，所以说召会是个

「奥秘」，正如保罗所解释的：「这奥秘就

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

为後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弗 3:6）。 

3  编 译 自  E. W. 

Rogers ， The Revelation 

and Future Events（UK：

Precious Seed Magazine ， 

1971），第 7-12 页。罗杰

斯（E. W. Rogers，1893-

1977）是英国奉主名聚会

的著名圣经教师，著有很多文章与书籍。 

4  此附录主要参考上引书，第 13-33 页；

也参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

（香港：种籽出版社，1986 年）、潘德科

著，《将来的事》（香港九龙：活石福音书

室，2001 年）、马有藻著，《将来必成的

启示  —  末世神学概要》（台北：天恩出版

社，2002 年）等等。  

      
 

E. W. Rogers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5/新约的召会是否取代了旧约的以色列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5/新约的召会是否取代了旧约的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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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篇 (二)                C. H. Mackintosh 

「基督为圣徒来」 

与 

「基督同圣徒来」 
 

 

(A)       基督徒等候什么？ 

我们所爱慕的主离开门徒之前，曾

以最亲切甜美之言，安慰他们忧愁的心：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

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

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

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

你们也在那里」（约 14:1- 3）。 

我们在此获得基督最明确的保证，

「我... 必再来」(KJV：I will come again)。

这是何等令人欢呼的安慰之言。祂不是说

「我会为你差遣天使来」，也不是说「你

离世后就会到我这里来」。差遣一个天使，

甚至一整营的天使，都无法与「祂亲自来」

相比。差遣一个天使或一大群的天使来接

我们，是无法满足祂那爱我们的心。祂必

亲自再来，以此成就祂自己对我们的应许。 

来到新约书

信时，我们注意到

保罗写道：「因为

我们的福音传到你

们那里，不独在乎

言语，也在乎权能

和圣灵，并充足的

信心… 你们作了马

其顿和亚该亚所有

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

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

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

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

经报明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

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事那又真又

活的神，等候祂儿子从天降临，就是祂从

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忿怒的

耶稣」(帖前 1:5-10)。  

  如果你问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他

在等候什么，他的答案是什么呢？他会说

「我在等候世界改善，就是靠着福音而改

变得更好」吗？或说「我在等候我离世的

时刻，能够去到主那里，与主同在」吗？

不会的。他的答复是「我在等候神的儿子

从天降临」。这就是基督徒正当的盼望，

是召会真正的盼望。 

等候世界改善根本不是基督徒的盼

望。我们从帖撒罗尼迦书信中看到，主再

来的盼望与基督徒生活各个层面（指灵命、

事奉等等）息息相关，以致保罗说：「我

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

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祂面

前站立得住吗？」（帖前 2:19）。 

 

(B)       主再来的影响 

 主再来这一事实具有双重影响  —  

对主子民的影响，以及对世界的影响。在

新约中，前者是指基督再临来接祂子民回

到祂那里，后者则被喻为「主的日子」 

—  一个旧约圣经也经常用到的词语。 

 这两件事在圣经中绝不混淆。有些

基督徒将之混为一谈，以为是同一件事，

导致主给基督徒「那有福的盼望」（that 

blessed hope）被重重黑云笼罩，使我们想

到的是可怕、忿怒和审判的情景。但事实

上，这情景与主为祂子民而来完全无关，

而是与「主的日子」有关。感谢主，当主

为我们而来时，不会有可怕、忿怒和审判

罪恶的情景。这情景乃是属于「主的日子」

所将发生的事，如使徒彼得所言：「在天

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

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

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

日子未到以前」（彼前 2: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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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分辨两者的不同 

当我们的主再来，接祂的子民到祂

那里去时，除了祂自己所救赎、所爱的子

民以外，没有其他人的眼睛看见祂，也没

有其他人的耳朵听见祂的声音。让我们谨

记天使的话：「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

稣，你们见祂怎样往天上去，祂还要怎样

来」（徒 1:11；祂是有形有体、只在属祂

之人的眼见下升天，也要这样的再临）。 

请问当时是谁看见主升天呢？除了

属祂的门徒，没有其他人。祂怎样往天上

去，还要怎样来（照样，主来接召会时，

只有属祂的召会圣徒会看见祂，而不是 

启 1:7 所说的「众目（原文作：所有人的

眼睛；指世上所有人）要看见祂」。因此。

人若把「主为祂的召会来」（即召会被提）

与「主（耶和华）的日子」混为

一谈，其实是忽略了圣经最清楚

的教导，夺去信徒正当的盼望。 

 我们请读者留意  彼后

1:19 所说的：「我们并有先知更

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

们在这预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

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

候，才是好的。」【马唐纳注：

先知的预言就是照耀的灯。暗处

就是这个世界。天发亮代表现今

召会时代的结束（罗 13:12）。

晨星的出现代表基督再来接祂的

圣徒。所以，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我们

应该常将先知明确的预言放在眼前，心里

珍而重之，因为这些预言在这黑暗的世界

中如同明灯照耀，直至这个（召会）时代

结束，基督在云彩中降临，将那些等候祂

的子民接回天家。】 

 这段经文表明「先知（指旧约众先

知）的预言」不同于基督徒真正的盼望  

—  等候「晨星」出现。我们必须谨记预

言的大题目是神对世界的治理，「至高者

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

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分

本是祂的百姓；祂的产业本是雅各」（申

32:8-9）。 

 这就是旧约预言的范围和主题  —  

以色列和外邦列国。若我们翻阅旧约所有

先知书，从以赛亚书到玛拉基书，我们将

不会读到任何一段经文关于神的召会  —  

她的地位、福分或前景。「先知的预言」

无疑非常吸引人，基督徒查考它必受益良

多；可是若与那属基督徒自己的特别盼望

相比，后者更为珍贵。 

 

(D)       召会是个隐藏的奥秘 

 在旧约圣经中，没有一言半语关于

神的召会  —  基督的身体。我们请读者查

考与察验我们这项宣称。在新约圣经的光

照下，我们可以在旧约圣经中看

出或明白一些关于召会的预表、

影儿或例证。不过，任何旧约的

圣徒都不可能看到「基督与召会

极大的奥秘」（弗 5:32），因为

神在旧约时代没有赐下这方面的

启示。使徒保罗清楚告诉我们，

它被隐藏在神里面，「这历代以

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

秘…」（弗3:9）。「这道理就是

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

向祂的圣徒显明了」（西 1:26）。 

 我们在旧约圣经中岂能读到

「犹太人与外邦人组成一个身体」，同时

圣灵把这身体与它属天的头（主耶稣基督）

联合起来？旧约时代的一个特征是：「犹

太人与外邦人是分离的」，而召会或基督

信仰的特征却是：「犹太人与外邦人紧密

相联在一个身体里」（林前 12:13）。 

简之，上述两种情况是强烈的对比。

只要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隔墙仍存，有

关召会的真理就不能被揭开。在新约时代，

基督的死已将两下（指犹太人与外邦人这

两组人）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弗 2:14），又借着圣灵降临把两者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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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个身体（林前 12:13），透过祂的内

住把这身体联于天上那复活荣耀的头  —  

主耶稣基督。此乃基督和召会极大的奥秘。 

 

(E)      主为祂的圣徒而来  —  召会被提 

 我们请求读者自行察验此事。让他

查考圣经，看看以上所言是否真实与正确。

这是唯一获得真理的方法。我们必须放下

自己的一切看法和理论，撇弃偏见与成见，

以小孩那般单纯的心，来到圣经面前，让

神透过它向我们说话。以此方法，我们将

明白神对这宝贵题目所存的真正意念。 

 查考新约圣经，我们会发现神的召

会， 即基督的身体，是在基督复活升天

后，五旬节圣灵降临时才成立（注：新约

信徒借着「圣灵的洗」成了一个身体，而

「圣灵的洗」发生在五旬节，比较 林前

12:13 和徒 1:5,8；2:1-14；37-42）。我们

也发现有关召会的完整与荣耀真理是在使

徒保罗的时代才被启示出来（比较  罗

16:25-26；弗 1-3 章；西 1:25-29）。最后，

我们清楚无误地看见召会在地上的历史是

从五旬节（徒 2 章）直到召会或圣徒被提

（帖前 4:13-17）。 

 因此，我们看到召会真正适当的盼

望是等候「明亮的晨星」（启 22:16）。

旧约圣经没有一言一语述说这个盼望。旧

约预言清楚地述说「主的日子」（或译：

耶和华的日子，The day of the Lord） —  

那是审判世界的日子（参 赛 2:12-22；珥

2:1-11）。随着「主的日子」而来的情况

是惧怕、忿怒和审判（对罪的审判）。 

反观基督为祂的子民（召会）而来

时，是以祂大爱的甜美温柔来迎接祂所爱

的赎民回到自己身边（然后回到天上的父

家，参 约 14:2-3），1 而不是带来惧怕和

审判（指对罪施行审判）。来 9:28清楚表

明这点：「基督… 将来要向那等候祂的

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

他们」（注：拯救他们脱离将来的忿怒，

即将在地上发生的七年灾难，帖前 1:10）。 

 主耶稣

是以新郎的身

分来接祂的新

娘。当祂来的

时候，只有属

祂 的 人 （ 召

会）会听到祂

的声音，看见

祂的面容。祂

来的时候，那

些睡了（指肉身死了）的圣徒必先从暂睡

中苏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得着不朽的身

体）；所有活着的圣徒在一刹那间都会改

变（得着不死的身体），然后大家一同被

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并与祂一同回到父家

（约 14:3；帖前 4:16-17；林前 15:51-52）。 

 此乃召会被提的意思，完全与以色

列和外邦列国无关。把这召会的盼望与旧

约预言所说的混为一谈，是破坏了神的真

理，误导神的子民。神的仇敌已成功进行

破坏的工作，导致很少基督徒对主的再来

持有合乎圣经的观念或看法。他们混淆了，

把主作为「公义的日头」与主作为「明亮

的晨星」混为一谈；他们误以为「基督为

祂子民来（coming for His people）」（主

来到空中迎接召会）与「基督同祂子民来

（coming with His people）」（主同召会

来到地上施行审判，设立天国）是相同的

事，其实不是！ 

 

(F)      主与祂的圣徒同来  —  主的日子 

 当基督与祂属天的子民同来时（指

召会被提回到天家，地上发生七年灾难，

到了灾难末期，基督与祂的召会圣徒同来

之时，编译者按），圣经说：「众目（指

      
 

主耶稣来迎接祂的新娘(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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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所有人）要看见祂」（启 1:7）。当

祂显现（manifested，明显地被人看见），

祂的子民也要显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祂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祂一同显现在

荣耀里」（西 3:4）。 

基督降临施行审判时，祂的圣徒

（saints）也与祂同来。「看哪，主带着

祂的千万圣者（KJV：saints）降临，要在

众人身上行审判… 」（犹 14-15；也参 亚

14:3-5）。因此，

启示录 19:11-16 提

到骑白马的（主耶

稣基督）降临时，

「在天上的众军骑

着白马，穿着细麻

衣，又白又洁，跟

随祂（基督）」

（启 19:14）。这「众军」不是天使，而

是圣徒；因为在这同一章里清楚解释了

「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启 19:8）。 

 既然主降临（施行审判）之时有圣

徒同来，这些圣徒必然要在这事之前与祂

同在，方可同来。这与我们先前所说的相

符一致。基督先是降临，把祂属天的子民

接回身边，与祂一同回到父家，与祂同在

一起（那段时间，在天上先有工作的评审

和奖赏，然后进行羔羊的婚娶，请参本期

《复苏刊》教义篇一的附录，编译者按）。

与此同时，神会在地上处理以色列和外邦

列国，以法官身分执行审判（神用各种灾

难审判世界，启示录 6-19章），为祂的长

子（主耶稣）回到世界预备道路。 

 让我们现在思考一下有关「主的日

子」（the day of the Lord，旧约译作：耶

和华的日子）。这是一个在旧约圣经中经

常出现的词语。基于有限篇幅，我们无法

引述一切关于它的经文，我们只引述几个，

然后让读者自行查考其他经文。 

 我们在 以赛亚书第 2 章读到: 「必

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

傲狂妄的（注：《钦定本》译作：万军之

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

自高的都必降为卑… 在那日，惟独耶和

华被尊崇; 偶像必全然废弃。耶和华兴起，

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

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祂威严的荣光」

（赛 2:12，17-19；这与 启 6:14-17 有关七

年灾难的情景相似）。 

 约珥书第 2 章也论到此日: 「你们

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

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

已经临近。 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

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因为

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

（珥 2:1-2，11）。2 

 从上述和其他同类经文，我们学习

到「主的日子」（the day of the Lord，旧

约译作：耶和华的日子）是关乎审判临到

世界  —  临到背道的以色列人，临到高傲

的世人和他们心中所看重的事物（如偶像、

财富等等）。它被称为「主的日子」，与

「人的日子」相对（注：「日子」在圣经

中可指一段时期）。现今是「人的日子」

（man’s day），由人支配，但将来是「主

的日子」，由主支配。 

 

(G)      帖撒罗尼迦信徒所担忧的事 

 使徒保罗曾到帖撒罗尼迦，教导那

里的信徒有关基督徒的盼望  —  基督再来

接召会脱离将来的忿怒。但他在那里不久，

编译者注：「主的日子」其实是一段很

长时期，包含四大重要时期或事件：

(1) 七年灾难时期（帖前 5:2-4）；(2) 基

督与祂圣徒同来（玛 4:1-5）；(3) 基督

作王统治的千禧年（亚 14:1,8-9）；(4) 

天地最终被火毁灭（彼后 3:7,10）；有

关「主的日子」、「基督的日子」与

「神的日子」的关联与区别，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基督

的日子-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神的日子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基督的日子-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神的日子/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基督的日子-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神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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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被逼离开（帖前 2:15-17），没有更多

时间教导他们关于这盼望的细节。这也难

怪他们陷入一些谬误和误解中。掌控一切

的神允许初期基督徒（特指帖撒罗尼迦的

召会)陷入这些教义谬误，为要利用这种

情况来赐下更多的指示和引导，使召会时

代的所有召会都能获益。 

 比如说，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正确

地盼望主的再来，也期待主在地上设立祂

的国度。但他们不能分辨两者的差别。所

以他们担心那些已经离世的弟兄们无份于

这蒙福的领域  —  荣耀的范围。神用帖撒

罗尼迦前书第 4 章来纠正此事。神借着论

到已睡的圣徒（已死的基

督徒）来解明基督徒的福

分：基督会召集祂所有子

民（指所有基督徒）归回

祂身边；在这方面若有任

何优势，反而是他们所担

忧的那组人先得福气，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

先复活」（帖前 4:16）。 

 然而，从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读

到这些帖撒罗尼迦的初信徒陷入另一个严

重错误。此错误不是关系到「已死去的基

督徒」，而是「还活着的基督徒」；不是

关于「基督为圣徒而来」（召会被提），

而是「主的日子」。起初的情况是：他们

担忧「已死去的基督徒」无份于基督为圣

徒来时所引进的福气；另一个情况是：他

们害怕他们这些「还活着的基督徒」已进

入「主的日子」之可怕情景。 

 由于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受到敌人

的逼迫，面临种种灾难，假教师为了困扰

他们，便误导他们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

（帖后 2:1），使他们以为「主那大而可

畏的日子」已经临到，而他们正在经历的

逼迫苦难就是「主的日子」的灾难。如果

真是这样，保罗的整体教导便是错误了

（因他曾教导说，基督徒有荣耀盼望，即

等候主从天降临，来拯救他们脱离将来的

忿怒，帖前 1:10）。 

 保罗解释说，「主的日子」降临并

非为要扰乱祂的子民，而是刑罚那些逼迫

祂子民的人，「我们在神的各召会里为你

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

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 神既是公义

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

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

那时，主耶稣同祂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

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指外邦

人）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指犹

太人）」（帖后 1:4,6-8）。 

 此外，保罗表明「主的日子」未开

始前，基督必先降临，而我们所有基督徒

必须到祂那里聚集，在空

中与主相会（帖后 2:1：

「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

我们到祂那里聚集」）。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已

教导这个关乎召会的荣耀

盼望。此外，保罗也提醒

说「主的日子」（特指主

再来设立天国方面）未到

以前，必先发生几件重要事件，「因为那

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

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帖后

2:3；详情请读 帖后 2:4-12）。 

 简之，关于主的降临，神借着帖撒

罗尼迦圣徒的误解，或被假教师的误导，

来给保罗机会写信纠正这方面的错误，也

让后来世代的召会圣徒能清楚分辨基督降

临（主的再来）的两个阶段：（1）基督

为祂的圣徒而来（召会被提，回到天上进

行羔羊的婚娶）；（2）基督与祂的圣徒

同来（回到地上施行审判，设立天国）。

【请参本文附录二】 

 

(H)      总结 

 总括而言，圣经记载许多关于末世

的预言，在这一切预言的背景下，什么是

我们荣耀的盼望？答案是明亮晨星的出现  

—  主耶稣的再来，即召会的新郎从天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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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迎接召会。这是召会真正的盼望。「我

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启 2:23）「看哪，

新郎来了」（太 25:6原文直译）。我们可

能要问：

晨星何时

出现？答

案是：就

在黎明时

分，天刚

破晓之前。谁能看见晨星？就是那些在深

夜里，黑暗最深时刻仍然儆醒守望的人。

你我是否是这样的人呢？这是何等实际、

引人深省的应用啊！ 

 召会应该儆醒守望  —  存着切慕之

心仰望和等候主的再来。可惜，整体召会

在这方面失败了。但这不该拦阻个别信徒

在个人方面儆醒守望这何等蒙福的盼望。

启 22:17 说：「听见的人也该说：来」

（编译者注：原文指单数的人，是属个人

方面；KJV：Let him that heareth），神所

要求的是个人方面的回应。诚愿作者与读

者都能惯常地经历到

这属天盼望所带来的

洁净与成圣之能！使

徒约翰说：「凡向祂

有这指望的，就洁净

自己，像祂洁净一

样」（约壹 3:3）。深

愿我们都能体会与彰

显此话的实际能力。3 

 

************************************ 

附录一:  基督第二次降临（再来） 

 

新约圣经多处论到基督第二次降临

（Second Coming of Christ）。罗杰斯（E. W. 

Rogers）解释道：「帖前 4:15的『降临』一

词（KJV：coming）在希腊文是  parousia 

{G:3952}，4   专用来指某人在离开一段时间

后的归来，包括他的到来（coming）、到达

（arrival）和留下住宿（resultant stay）。」 

在评注 parousia 一词时，希腊文学

者范氏（W. E. Vine）解释其字义是「在场、

到场、出席」的意思（presence；由 para 

【with】和 ousia 【being】二字组成 ），可

指某人「到达、到来」（arrival），亦可指

到达后的「在场」（ consequent presence 

with；故可指「有一段时间的在场」）。 

上述解释是有根据的，例如学者发

现了一封蒲草纸信件（papyrus letter，注：

第一世纪的信很多是用蒲草纸写的），写信

者是个女士，她在信中表示她需要 parousia

于某个地方，去处理有关

她在那里的产业【注：可

见 parousia 一词可指某人

「临在」某处一段时间处

理某些事务】。保罗也在

书信中提到他parousia于腓立比（指在场，

presence；腓 2:12 译作「在...那里」）；这

与他在同一节所说的 apousia（不在场，

absence；腓 2:12译作「不在...那里」）形成

鲜明对比。【注：正如他「不在...那里」有

一段时间，「在...那里」也可指一段时间】 

在圣经中，parousia 这字也被用来

描述基督在改变形像的山上，与祂门徒的临

在或同在（彼后 1:16； presence of Christ 

with His disciples）。当用在基督再来，召

会被提方面，它意味着不单是基督为祂圣徒

而来的那一刻（momentary coming），也表

示祂与他们同在，从被提那一刻起，直到祂

向世人显示和显明自己（ revelation and 

manisfestation to the world，注：这整段时间

包括基督再临，召会被提，七年灾难开始，

直到七年灾难结束，基督来到地上为止）。 

在一些经文中，parousia 注重的是

上述这段时间的开始（强调基督的到达，即

在七年灾难前的到达），当然也暗示这段时

间的过程（暗指基督继续在场  —  与召会圣

徒同在），这些经文是：林前 15:23；帖前

4:15；5:23；帖后 2:1；雅 5:7-8；彼后 3:4。

另一些经文则强调整个过程（course，注重

的是整段时间），如 太24:3，37；帖前3:13；

约壹 2:28；也有一些经文注重这段时间的结

束（强调七年灾难时期结束时基督来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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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如 太 24:27；帖后 2:8。（摘自 Vine’s 

Complete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Old and 

New Testament Words，1985，第 111 页） 

容我再引述另一个希腊文学者佐德

亚特斯博士（Spiros Zodhiates）的解释。这

位希腊裔的圣经学者指出，parousia 字义为：

临在（presence）、在场（a being present）、

临到（a coming to a place），故可表示「临

在（ presence ）、来（ coming ）或到达

（arrival）」之

意。佐德亚特

斯继续解说：

「 Parousia 一

词指主第二次

降临，但这第

二次降临并非

指在某个特定

时间所发生的

一件事，而是

由一系列事件

所组成。我们

只能借着仔细

查 考 出 现

parousia一字… 的上下文（context），才能

明白经文所指的是哪一件事。」【注：正因

此故，parousia 一词有时指主来到空中迎接

召会（帖前 4:15），有时则指主来到地上施

行审判（太 24:37,39）】 

佐德亚特斯进一步解释说，parousia

一字可指主降临来除掉祂门徒在地上的苦难，

接他们回到祂在父家为他们预备的住处（约

14:2-3：「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这正是 帖前 4:15 所谓主的 parousia（降临）

所指的意思（即主为圣徒而来，以祂的临在

来与他们同在）。【这降临也被称为「基督

为圣徒来」，编译者按】这降临是意想不到

的（随时可发生的）。在基督里死了的信徒

要先复活，活着的也要改变，一同被主接去，

与祂同在（林前15:50-54；帖前4:13-17）。

这构成基督的日子（腓 1:6，10；2:16）或

主耶稣的日子（林前 5:5；林后 1:14）。 

无论如何，同时发生的是（召会被

提后）活着的非信徒将面临极大苦难。这被

称为主的日子（the Day of the Lord；旧约译

作「耶和华的日子」，赛 2:12；13:6,9；结

13:5；30:3；珥 2:1,11,31；摩 5:18,20；番

1:7,14；亚 14:1；玛 4:5；帖前 5:2；彼后

3:10）。这些经文述说灾难时期，包括各种

审判，直到以下的另一个 parousia。 

必须留意的是，parousia 一字也可

指主在七年灾难时期的尽头或结尾时的降临

【这降临也被称为「基督同圣徒来」，编译

者按】，就是主耶稣在以下经文所指的，太

24:15-22，32-34；

可 13:14-30。主

这次特别的降临

是发生在主对世

界最后的审判之

前（注：佐德亚

特斯所谓的「最

后审判」不是指

千禧年后白色大

宝座的审判，而

是指主设立千禧

年国以前的最后

审判  —  审判当

时世上所有的人，

包括以色列人和外邦列国）。这个降临

（coming）也称为 epiphaneia {G:2015}（显

现，manifestation），例如 提前 6:14和 提后

4:1（皆译作：显现）；帖后 2:8（译作：荣

光）【注：有者认为 epiphaneia不专指基督

同圣徒来，因这词也可用来指基督为圣徒来

（参 多 2:13），故需按上下文来判断】 

换言之，主的 parousia（降临）其

实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进程，包含数阶段的降

临（stages of a continuous process，特指主降

临的两个阶段）。5   【编自 Spiros Zodhiates，

The Complete Word Study Dictionary: New 

Testament （ Chattanooga, TN ： AMG 

Publishers，1992），第 1123-1124 页】 

总括而言，圣经中提到基督的降临

或主的再来主要是强调基督的「临在」

（ presence ），这可与祂的「不在场」

（absence）作鲜明对比。基督在大约两千

年前荣耀升天（离开世界），对世人而言，

祂「不在场」已大约两千年了。但在不久的

未来，基督将会降临，祂将「在场」处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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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祂子民的事，包括祂属天子民（召会）和

属地子民（以色列人）的事。  

 

************************************** 

附录二:  「基督为圣徒来」 

与「基督同圣徒来」的区别 
 

 「基督为圣徒来」与「基督同圣徒

来」有所不同（注：这里的「圣徒」是指基

督徒或召会）。下表清楚显示两者的区别： 

 主为圣徒(基督徒)

来 (帖前 4:16-17) 

主同圣徒(基督徒)

来 (犹 14) 

1 是随时可发生的

(Imminent) (林前
15:52) 

是一连串明显不法

的事(在七年灾难

中)进行后才发生的 

(帖后 2:2-4) 

2 主来到空中 (圣徒

被提到云里, 帖前

4:17; 「空中」在

希腊文是 aêr, 常指

4 千公尺以下) 

主来到地上 (因祂

的脚站在橄榄山, 亚

14:4; 注: 徒 2:11-12

表明橄榄山是主升

天和降临之处) 

3 主的来临不被世人

所见 (只有基督徒

能看见, 林前 15:52)  

主以能力荣耀的降

临 (被世人或地上

万民所见) (太

24:27,30; 启 1:7) 

4 主带召会离开地上, 

脱离七年灾难的审

判 (帖前 1:10; 4:17; 

5:9; 启 3:10) 

七年灾难的审判过

后, 主同圣徒/基督

徒/召会回到地上 

(亚 14:5; 帖前 3:13) 

5 基督徒受工作的审

判/评审, 以决定是

否能得奖赏 (林前

3:10-15; 林后 5:10) 

地上的以色列人和

外邦人/列国先后被

主审判, 以决定是否

能进天国 (太 25:31-

46) 

6 主基督是黎明时分

的「晨星」, 被喻

为「明亮的晨星」

(启 22:16; 彼后 1:19)  

主基督是黎明过后

的「太阳」, 被喻为

「公义的日头」(玛
4:2) 

7 被称为「基督的日

子」(Day of Christ) 

(林前 1:8; 林后

1:14; 腓 1:6,10; 

2:16) 

被称为「主的日

子」(Day of the 

Lord) (彼后 3:10); 

旧约译作「耶和华

的日子」(珥 2:11) 

8 是只有在新约才显

示的奥秘 (林前
15:51-52) 

是新旧两约都有显

示的事 (但 7:13-14; 

太 24:27-30) 

9 将在天上进行羔羊

的婚娶和婚筵 (启

19:7-9; 注: 有者认

为婚筵是在地上) 

将在地上设立一千

年的千禧年国/天国

(启 20:6; 赛 9:6-7) 

——————————————————— 

1   召会圣徒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后，

不是直接随同主来到地上，而是跟主归回天

家。请留意主耶稣在 约 14:2-3 所说的话：

「在我父的家里...」（指天上的家，或作天

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

(指去父家或天堂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

你们到我那里去」（指接召会到祂那里）；

换言之，主接下来去的地方理当与「父家」

或「天堂」有关，因为祂开始时提到「父

家」，并先去那里预备地方，所以主来接召

会之后所要去的地方，一定与祂在「父家」

或「天堂」为召会预备的地方有关。 

2  有者宣称约珥书这段预言（珥 2:1-11）

已经应验，与将来的事无关。马唐纳正确指

出：「因为耶和华的日子... 已经临近。即时

发生的事件是巴比伦人的掳掠，但完全的应

验仍是将来的事。」此乃所谓的「双重应

验」！请留意这章经文中，珥 2:28-32 的预

言有一部分已在五旬节应验（徒 2:16-21），

但五旬节却未使预言全数实现。这些预言要

等到基督设立的一千年国度（千禧年国）开

始时，才得到完全的实现。 

3 改编自  Charles 

Henry Mackintosh，The 

Lord’s Coming

（ London ： Chapter 

Two， 1995），第 13-

14，20-21，24-32，37-

51，43-44，57-58 页。 

4 根据王正中所编辑的《圣经原文字

典》（1996 年版），parousia 一字的字义

是「在场、临到」，在新约圣经出现 24 次，

最多被译作「降临」(10 次；太 24:3，27，

37，39；帖前 4:15；帖后 2:8)、「来」（8

次；帖前 2:19；3:13；帖后 2:9；雅 5:7,8）、

「到」（2次；林前 16:17；腓 1:26）、「来

的时候」（1 次；林前 15:23）、「来到」

（1 次；彼后 3:12）、「见面」（1 次；林

后 10:10）、「在」（1 次，腓 2:12）。 

5 Parousia 一字可指两个阶段的降临，

即「主为圣徒来」(主只回到空中)和「主同

圣徒来」(主回到地上)；参本文图表一。  

  
 

C. H. Mackint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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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篇 (三)                Fredk. A. Tatford 

我们该以 

实义或灵意 

 来理解千禧年？ 
 

 

(A)       初期基督徒的盼望 

初期基督徒（主要根据但以理书第

2 和第 7 章，以及启示录第 20 章）确实预

期他们的主从天回来，设立神权统治的国

度，和平公正地治理全地一千年。教会历

史学家弗鲁姆（LeRoy Edwin Froom）写

道：「初期的召会无疑地是前千禧年论者

（premillennialist），满怀期望地等候基

督第二次降临。主的再临和祂的国度是他

们持续的盼望。教父们（Apostolic Fathers）

预期一个与救赎主降临有关的未来国度。」

哈纳克（Adolph Harnack）说道：「有关

基督可见的再临和千禧年的设立是很早就

有的盼望，… 早到可以当作是基督徒信

仰的主要部分；它与福音是形影不离的。」 

 罗马的革利免（Clement of Rome，

约主后 35-100年）在他所写的第一封书信

第 23 章中（写于大约主后 95 年）说：

「诚然，祂的旨意将很快和突然地成就，

正如圣经所说的，『祂将很快降临，并不

迟 延 』 ( 参  来

10:37），『主必

忽 然 进 入 祂 的

殿，就是你们所

仰 慕 的 圣 者 』

（参 玛 3:1）。」 

 主后 155年

左右殉道的士每

拿 监 督 坡 旅 甲

（Polycarp）也清楚地预期一个荣耀的时

期，和一个按字面意义由基督治理的国度。

他在离世前写道：「我们若在今世讨祂喜

悦，我们也会承受将来的世界，按祂所应

许我们的，祂将叫我们从死里复活，... 我

们将与祂一同作王。」 

约主后 163 年殉道的希拉波立监督

帕皮亚（Papias，Bishop of Hierapolis）是

坡旅甲的朋友。他

与坡旅甲一样，亲

耳听过使徒约翰的

教训。帕皮亚教导

说，死人（指属主

的死者）复活后，

基督将会亲自治理

全地一千年。 

著 名 的 殉 道 者 游 斯 丁 （ Justin 

Martyr）于主后 147 年表示，一切思想正

确的基督徒「都被确保

将有死人复活，在耶路

撒冷将有一千年，它将

被主建立、装饰美丽和

扩充地域，正如先知以

西结、以赛亚和其他人所宣告的。」（参 

Dialogue with Trypho，第 90 章）他在第

81章三次提到这个一千年的时期，清楚表

明他所期待的是照字面解释的真实千禧年。 

较后，在少过 40 年的时间，里昂

的监督爱任纽（Irenaeus，bishop of Lyons）

在他的著作（Against 

Heresies ， 写 于 主 后

184 年）中说：「当这

敌基督（Antichrist）破

坏世上一切事物... 主将

从天驾云降临，在父的

荣耀中... 为义人引入国

度时期，就是那『安息』，那尊为圣的第

七日；并把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产业归还

给他，就在这国度中，主宣告『从东从西，

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太 8:11）」

（Book V，ch. 30：4）。 

被誉为学识最渊博的学者、波图斯

的监督希坡律陀（Hippolytus，Bishop of 

  
 

Clement of Rome 

   
 

Papias of Hierapo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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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us）在其所写的作

品中（A Treatise on 

Christ and Antichrist，

写 于 大 约 主 后 220

年），解说但以理书

第 2、7 和 8 章时，就

表明他相信主在地上

会有实在的统治，有

千禧年的国度。 

  

(B)       「灵意化」圣经的预言 

 正如上文所证明的，至少首三个世

纪的初期召会普遍接受的教义是一个照字

面意义理解、真真实实的千禧年国度

（literal millennial kingdom），由基督第

二次降临所设立和治理。 

 然而，现今这个按字面意义理解的

国度已被「灵意化」，实实在在的国度已

被「寓意化」，例如大主教坦普尔

（Archbishop Wm. Temple）在他的作品

（Readings in St. John’s Gospel，第 xxx 页）

中写道：「当基督被高举在十架上时，那

国度（the kingdom）就

在权能下被设立了。从

那刻开始，『祂驾云降

临』就成了真实的；那

是现今的事实。祂从十

架上统治。但不是每个

人都能注意或察觉到；

『众目都要看见祂』仍

是未来的事，这就是我们所盼望有关基督

再临或第二次降临的真理。这国度的进展

在于人心中爱心和信心的增长，这爱是出

于十字架为世人和神的荣耀所发出的爱... 

我们还等候一个最终的完满终结，即包含

了我们必朽之身的改变，并除去我们现今

种种的局限。在这世界，那国度无法完美

的来到。」 

 上述看法认为国度（指千禧年国）

不是一个按字面意义理解、真真实实一千

年之久的国度，而是一个属灵的国度

（spiritual kingdom），而我们已进入此国。

此看法近期获得更广泛的接受。这属灵国

度通常被认为始于各各他的十字架，也因

基督胜过死亡，撒但已被捆绑和放逐到无

底坑（启 20:1-3）。按这解释预言的看法，

以色列民族（ethnic Isreal）没有未来，神

给以色列民的诸般应许被认为已灵意化地

转移和实施在召会身上，而召会被视为神

真实的以色列（the true Israel of God）。 

 启 20:6的「头一次复活」被解释成

信徒（在地上所经历）的重生，或赎民在

天上与主作王统治。既然信徒今已享受

「千禧年」，所盼望的是基督在这时代的

末了第二次降临，来消灭世上的恶势，以

一次普遍审判来审判死人，并引进永恒的

状况（或译：永恒的景象，eternal state）。 

 

(C)       「无千禧年论」的起源 

 虽然上述解

法在最近几十年相

当受到重视（注：

此篇文章出版于

1969 年，故指 1969

年 之 前 的 几 十

年），但它其实在

第四世纪 已经盛

行。第一个主要提倡者是亚历山大的革利免

（Clement of Alexandria，约主后 150-215

年），他受到希腊「柏拉图理想主义哲学」

（ Platonic idealistic 

philosophy）所影响，

采纳希腊 的 寓意法

（allegorical method）

来解释圣经。革利免

这方面的教训被他的

学生俄利根（Origen，

约主后 184-253 年）进

一步发展。 

俄 利 根 深 受 阿 里 斯 托 布 鲁 斯

（Aristobulus）于主前 160 年所创的「寓意

系统」所影响，导致他在第三世纪上半叶

的作品中，以寓意法和灵意化解经来取代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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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持的实义解经。俄利根教导说，基督信

仰战胜世界是靠一个漫长与渐进的过程，而

非靠神直接地介入。不过，一个名为尼波斯

（Nepos）的埃及主教强烈谴责俄利根的看

法，他在其著作中（The Refutation of 

Allegorists）极力坚持「将会有基督在地

上的统治」。他离世不久，亚历山大主教

狄奥尼西（Dionysius）宣称要按字义解释

圣经预言是不可能的，并质疑那多次论到

「千年论」的启示录之作者是使徒约翰。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

在主后 324 年「归信基

督」，罗马政府对基

督信仰的态度完全改

变，也停止迫害基督

徒。这点在很大程度

上削弱了「由基督统

治、实义的千禧年」

之教义。在罗马帝国的惠顾保护下，很多

人认为基督的国已经降临，众先知所预告

的千禧年福气也已在此时此刻临到神的子

民。教会历史之父优西比乌（Eusebius）

特别声明基督的国已经降临。 

主后 373 年，在罗马举行的教会会

议谴责「千年论」（chiliasm），并支持

「国度与召会是同义词」的看法，这也为

七个世纪之后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Pope 

Gregory VII，1020-1085 年）立下根基，

使他以此凭据来宣称教皇拥有最高权柄，

超越一切世俗王权（注：他掌控政治大权，

甚至在 1076 年把当时的罗马皇帝亨利四

世（Heinrich IV）驱逐出天主教）。 

就在大约这个

时候（第四世纪），

希波的主教奥古斯丁

（ Augustine ， Bishop 

of Hippo，354-430）

在他的书中（The City 

of God）把神的国描

述成召会在地上的治

理。他把召会想象成神的城，把世界制度

想象为撒但的城，后者最终被前者挫败。

按照他的教训，信徒现今已经与基督一同

作王，统治大地。 

我们引证阿利斯（Oswald TAllis）

的话（Prophecy and the Church，第3页）：

「奥古斯丁教导说，要以灵意来解释千禧

年，这千禧年已实现在基督徒的召会。奥

古斯丁认为『撒但被捆绑』是发生在我们

的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路 10:18），

『头一次的复活』是信徒的新生（约

5:25），千禧年必须发生在基督第一次与

第二次降临之间（inter-adventual period），

或作召会（教会）时代。」 

 

(D)       「前千禧年论」的立场 

早期的神学家把基督（弥赛亚）的

国度看作是肉眼可见的召会，但改革家们

（Reformers）却认为它是那看不见的。

奥古斯丁的影响力至今仍然有效。改革家

如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 、 加 尔 文

（ John Calvin）、默

兰顿（ Melancthon ）

和其他许多人的观点

实质上是「无千禧年

论」。对于改革家们，

这国度是「神在赎民心中作王统治」。与

「后千禧年论」一样，无千禧年论其实源

自奥古斯丁的理论。无千禧年派教导说，

神的国是属天的，而非属地的，所以启示

录 20 章的一千年不该被解释为实实在在

有一千年在地上的福气。 

 前千禧年派的态度与无千禧年派的

不同 ，正如 瓦 沃 德教 授 （ Prof. J. F. 

Walvoord）于 1951 年刊登在 Bibliotheca 

Sacra（No. 431）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前千禧年派的立场是：解释圣经时应该

按照它原本的文法与历史之意，这原则应

该用在每一个神学的领域（包括末世论），

除非那段经文有上下文或神学性的理由清

楚表明作者的意思并非如此。无千禧年派

采纳字义或实义法（literal method）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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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所有经文，可是一旦遇到某段经文的字

义指向『前千禧年论的观

点』时，就将之灵意化

（以避免经文支持前千禧

年论）。显然，这是非常

主观的原则，使解经者可

以随意操纵经文的意思，

来支持几乎任何一种他想

要支持的神学系统。」 

 瓦沃德继续指出：「保守派的无千

禧年论者会按照字义来解释基要教义的经

文，如关乎基督的神性、代死的救赎、基

督的复活等等教义。他们把任何窜改或损

害这些基要教义的人定为异端分子，例如

无千禧年论之父俄利根（Origen）就是如

此行。不过，这些保守的无千禧年论者却

灵意化那些证明有千禧年的经文，例如论

到未来地上有公义的治理、以色列恢复其

民族和政治实体、重新集合在巴勒斯坦地、

基督真实地在地上统治一千年。他们觉得

将这些经文作灵意化的解释是完全合理的。

他们的理由是这些教义乃是荒唐和不可能

发生的，所以必须以灵意化来解释它们。 

「反观前千禧

年派却坚持所有神学

领域都必须应用一个

普遍解经法则，不能

解释预言时用灵意解

经，解释其他真理就

用实义解经 ...。」我

们承认圣经里也常采

用「象征式的言词」

（symbolic terms），

但它们通常都能被人

清楚认出。诚如瓦沃德所说，我们无权任

意地把「地」解释成「天」，不能把「从

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赛 11:12）

解释成外邦人的悔改归主和召会的发展。 

这是整件事的关键  —  到底圣经所

陈述的言词应该以字义或实义来解，或仅

是象征而已？初期召会认为主会真实地回

到地上，设立一个由祂亲自统治的真实国

度。难道初期召会上述看法是错误的吗？

忠 实 的 无 千 禧 年 论 者 凯 斯 （ Shirley 

Jackson Case ）在其所著的书中（ The 

Millennial Hope，第 215-216 页）评述道：

「自俄利根的时代，一些解经家断言圣经

中有关主的再来之记载必须以象征性意义

来理解，以此尝试驳斥对千禧年国的期

望... 这是难以捉摸的逃避式策划（evasive 

devises），专门设计来符合现今的情况，

却忽视了古时（初期召会）活泼的盼望... 

前千禧年论者是完全有正当理由去反对那

些人，因他们寓意化或灵意化相关的圣经

经文，以此保留圣经的语词但却完全曲解

经文的原意。」这番话出自一个无千禧年

派学者的手笔，其意义更为深长。 

 

(E) 神与大卫所立的约 

 当大卫作王统治时，神指示先知

拿单告诉大卫关于神给他家、他的王国

和宝座的旨意，「你寿数满足、与你列

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续你

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

名建造殿宇；我必坚

定他的国位，直到永

远。我要作他的父，

他要作我的子；他若

犯了罪，我必用人的

杖责打他，用人的鞭

责罚他。 但我的慈爱

仍不离开他，像离开

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

罗一样。 你的家和你

的国必在我（原文作

你）面前永远坚立。

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撒

下7:12-16；代上17:11-14；22:9-10）。

神给大卫的应许是明确的。大卫的王朝

会持续下去，他那政治性的以色列国是

会持续到永远。人的失败会遭致神的惩

罚，但不影响神的应许。 

 

 许多无千禧年论者宣称，这约大部

分已成就在所罗门身上，并完全实现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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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和祂现今对世界的治理。因此，所应许

的国度被认为是属灵的和属天的，大卫王

朝的治理预表基督现今的治理。然而，潘

德科（J. D. Pentecost）写道：「一切关于

国度的教导显示，无论是约翰（太3:2）、

耶稣基督（太4:17）、十二门徒（太10:5-

7 ）或七十个门徒

（路10:1-12）所教导

的，没有一次显示那

应许给以色列的国度

不是在地上真实的国

度。即使遭到以色列

人的拒绝... 基督还是

预期建立一个在地上

真实的国度」（参 

太25:1-13，31-46）【编译者注：基督在

31和34节所说的：「当人子在祂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祂荣耀的

宝座上。… 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

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
们所预备的国（kingdom）。」。这国是

基督同着众天使降临审判列国后才设立的，

而现今还未看到基督同着众天使降临，这

点足以证明此国现今还未出现，它是将来

基督降临后才设立的国度。】 

 

 我们的主现今坐在天上的宝座，这

是属祭司性质（sacerdotal，按着那位祭司

兼君王的麦基洗德之等次作祭司，来 6:20；

7:1），还未在地上全面作王统治。祂以

「大卫的后裔」之身分进行的统治，是要

等到祂降临地上，「万物复兴的时候」

（徒 3:20-21）。主耶稣也应许祂的十二

门徒：「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祂荣耀

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太 19:28；路

22:29-30）。我们很难合理地将之灵意化，

随意把上述主的应许解释成一个属灵的治

理，审判属灵的以色列  —  召会！ 

 神会实现 祂

与大卫所立的约，在

地上设立祂所应许的

国度。那些不接受这

预言的人断言说，那

关乎大卫之约的好处

已转移到召会身上。他们解释说，由于以

色列人的不信，所以本要给他们的国已被

夺去，赐给召会。他们引证 太 21:43：

「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

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雷历（Charles C. Ryrie）解释道：

「神的国指的是真正信靠神的领域... 主是

向（当代）那些犹太人说，由于他们不信

和拒绝祂，所以不能进入神的国，因为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

3:3）... 这国是要赐给谁? 是要给那能结果

子的百姓，这可指任何归信基督的人，但

按照严谨的解释，它是指那些在（将来的

时代）千禧年国设立以前，归信主而得救

的以色列百姓（罗 11:25-26）。」【注：

虽然目前以色列整体国民普遍上拒绝信靠

耶稣基督，但在七年灾难的日子，借着两

位见证人所传的福音和 14万 4千个犹太人

的见证（启示录 7和 11章），许多犹太人

将会悔改，回转信靠耶稣基督，如  罗

11:25-26 所说：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

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

色列全家（直译：所有以色列人；KJV: 

all Israel，指所有真信主的以色列/犹太余

民，罗 11:4-5；参 罗 9:6）都要得救】。 

格里尔（William. J. Grier，归正神

学家兼无千禧年论者）引述 徒 15:16 的话，

武断地说：「雅各宣告『重新修造大卫倒

塌的帐幕』已在现今时代发生，即神眷顾

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

名下（徒 15:14）。借着召集外邦人，神

修造了旧约召会的倒塌情况。」 

不过，这节清楚的意思是：神呼召

外邦人之后，才转向大卫家，修复与重建

神给他的国度【注：徒 15:14 述说神眷顾

和召集外邦人归向祂，第 16 节才引证说：

「此后（after this，意指呼召外邦人归向

祂之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

的帐幕」，由此可见，「呼召外邦人归向

祂」并非「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

按照神的旨意和计划，先是呼召外邦人归

向祂（召会时代），此后才重新修造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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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的帐幕（重启神给大卫和以色列的计

划  —  设立千禧年国）】 

此外，雅各在 徒 15:16 是引述先知

阿摩司的预言，请留意阿摩司所说：「到

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

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

造，像古时一样」（摩 9:11）。换言之，

重新修造大卫的王国，是像古时一样，是

像古时大卫所拥有、所统治、实实在在的

王国一样。这样的修复才与神的应许相符

一致，也完全与召会无关。 

 

【编译者注：基于

篇幅有限，本文只

能编译一小部分塔

福特（Frederick A. 

Tatford） 1   所著的

《 会 有 千 禧 年

吗？》（Will There be a Millennium？）。

塔福特在此书中也从其他很多方面的题目

（如无条件的福气、

耶 利 米 所 预 言 的 新

约、橄榄山的讲道、

以色列眼瞎的奥秘、

启示录等等），证实

了千禧年国度确实是

一个将出现在地上、

由基督统治、实实在

在的国度。我们大力

推荐读者阅读此书，

以及塔福特的另外两

本书  —  Christ and the 

Future（1986 年）和

God’s  Programme of 

the Ages（1967 年）】 

 

(F) 结语 

 神永恒不变的旨意必定成就，神给

列祖们的承诺必定实现。神权统治的国度

必定设立，神的荣耀必定彰显在祂子民当

中【编译者注：但此国是靠基督降临亲自

设立的，绝对不靠「犹太复国主义」或以

色列军事力量来成立】。在那日临到以前，

神属天的子民  —  召会  —  必须被提，一

段无法相比的灾难时期（七年灾难）将临

到全地。然而，永生神的终极旨意必定成

编译者注：对于 徒 15:13-18，我们引述马唐

纳（William MacDonald）的正确评注：「雅

各引述阿摩司书 9:11-12。注意他没有说呼召

外邦人是应验了阿摩司的预言，反而是（强

调此呼召是）与众先知的话互相呼应。神要

以救恩临到外邦人，会众不能认为这是件奇

事，因为旧约清楚预言此事。神预言外邦人

会这样蒙福，与信主的犹太人不同。 

「阿摩司书的节录指向千禧年，那时基督将

要坐在大卫的王位上；而外邦人将寻求主。

雅各没有暗示这个预言会在他说这话的时候

应验。相反，他说当时的外邦人得救，跟阿

摩司说的日后将要发生的事（指主再临设立

千禧年国时，信主的外邦人将要得救，得以

进入千禧年国， 太 25:31-40），意思相合。 

「雅各的论点是：首先神临到外邦人中间，

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这正是当时发生

的事（并且继续进行）。悔改归主的外邦人

与悔改的犹太人一样，都加入召会。那时这

事（外邦人得救）规模细小、稍后会以大规

模出现。基督会再来、复兴以色列国，并拯

救凡称为祂名下的外邦人。事情次序如下： 

1. 在这恩典的时代，选取百姓归于自己名

下（14 节）。【雅各时代已开始的事】 

2. 基督再降临，重新复苏以色列中信主的

一群（16 节）。【七年灾难后的事】 

3. 重新修造以色列国后，跟着是外邦列国

得救（17 节）。【设立千禧年国之时】 

「『此后我要回来』（16 节）。雅各说过神

在这世代的计划，是要为外邦人开启信道之

门。不是每人都会得救，但祂会从他们中间

选取百姓归于自己名下。雅各补充说，『此

后』，即是召会从各国中被召出来之后，神

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大卫

的帐幕』是借喻手法，指大卫的殿宇或皇

室。重新修造此帐幕意指大卫皇室将来会重

新建立起来，大卫的王位得以重新确立，基

督坐在宝座上作王。那时，以色列成为祝福

世界的途径，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祂名下

的外邦人，都寻求主。」《新约圣经注释》 

 

 

Frederick A. Tat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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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因无一事可阻挠或挫败祂的旨意。依

此亮光，基督徒可适当地向神祷告说：

「愿祢的国降临」（太 6:10）。2  

 

编译者注： 

有些人认为神不会按字面意义实现

祂与大卫所立的约，不会在地上设立一个

实实在在的国度。他们强调以色列因着不

信，已经 被神弃绝，被召会取而代之，

所以这些应许和预言都该以灵意解释。对

于持此看法的人，请读神给耶利米的话： 

 耶33:23：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耶33:24：「你没有揣摩这百姓的话
吗？他们说：『耶和华所拣选的二族

（以色列和犹大），祂已经弃绝

了。』他们这样藐视我的百姓，以为
不再成国。  

 耶33:25：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白
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若是我未曾安

排天地的定例，  

 耶33:26：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

人大卫的后裔，不使大卫的后裔治理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指以

色列人）；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

归回，也必怜悯他们。」 
 

既然今天白日黑夜的约仍然存住，

同时耶和华神已安排天地的定例，所以祂

就必不弃绝雅各的后裔（指以色列人），

也必使大卫的后裔（可指主耶稣）治理亚

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特指以色列

人）。简之，神宣告只有当日月不按时轮

转，祂才废弃祂与大卫、祭司和利未人所

立的约（耶 33:20-26）。上述这些约是永

远的（结 37:26），是无条件的，也是不

能废除的（耶 33:25-26；结 37:24-28）。 

 

附录一：前千禧年论、 

后千禧年论、无千禧年论 

 

千禧年（Millennium）是指启示录

20章所说的千年国度（长达一千年的国度，

启20:4,6），是基督与召会（以及其他在

「头一次复活」的圣徒）一同作王掌权的

时期。另一个与之相关的概念是「千年论」

（Chiliasm，指有关「耶稣基督在地上统

治一千年」的信仰）。根据赖若瀚，有关

末世论的「千禧年」基本上有三个主要学派： 

  

a) 前千禧年论（Premillennialism，或译

「前千禧年派」）：它相信基督的再来

是发生在「祂在地上掌权一千年」之前。 
 

注：英文millennium一词源自拉丁文  mille 

（1千）及  annus（年）。Premillennialism 

的前缀 pre 意谓「之前」（before），所以

「前千禧年派」认为基督会在千禧年之前
再临地上。他们相信基督会在召会被提时再

临, 过后与众圣徒一同在地上作王1千年。此

派人士认为召会并没取代以色列（神给以色

列的应许，不会实现在召会身上），因在千

禧年中，以色列会经历和承受神赐给亚伯拉

罕和大卫的应许之福气，这包括以色列国土

（迦南地）、子民（后裔）和王权（宝座）

方面的应许。「前千禧年论」的支持者有达

秘（J. N. Darby）、凯利（William Kelly）

廷德尔（William Tyndale, 1492-1536）、瓦

沃德（ John F. Walvoord）、潘德科（ J. 

Dwight Pentecost ） 、 艾 朗 赛 （ H. A. 

Ironside）、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

等等。几乎所有在19和20世纪奉主名聚会的

信徒支持「前千禧年论」。「前千禧年论」

可分为两种：（a）历史性前千禧年论；

（b）时代论前千禧年论。【参附录二】 

 
b) 后千禧年论（Postmillennialism，或译

「后千禧年派」）：它认为「千禧年」

乃指世界逐渐基督化，而在「千禧年」

大同世界的末期，基督将会降临在地上。 
 

注：Postmillennialism 的前缀  post 意思是

「之后」（after），所以「后千禧年派」认

为基督会在千禧年之后 才回到地上。他们

相信召会不是国度，但她会借着传扬福音而

将国度（一个乌托邦 [完美]、基督化的境

况）带到地上。此派人士相信千禧年国度时

期，基督不会在地上，而是统治人的心灵，

并且在千禧年之后才会再临地上。「后千禧

年派」的支持者有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1703-1758）、卫斯理（Charles 

Wesley，1707-1788）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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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千禧年论的立场是错误的，因为圣经

清楚教训我们，在基督再来以前，世界

的情况必然是每况愈下  —  绝不会逐渐

好转（提前 4:1；提后 3:1-5）。 

 此错误理论由 Daniel Whitby （1638-

1726）传开，到了 20世纪初期盛行。但

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人们开始怀疑世

界会越变越好。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更少

的人相信这个谬论了。 

 
c) 无千禧年论（Amillennialism ，或译

「无千禧年派」）：它解释「千禧年」

乃象征一段很长的时期，代表信徒在天

堂或在今世的生活，并非实在的一千年。  
 

注：Amillennialism 的前缀  a 意谓「无」

（no）或「没有」（none），所以「无千禧

年派」认为基督不会实际地在地上统治 1 千
年，因为基督现今已在天上掌权。他们相信

天国存于基督两次降临之间，例如霍基玛

（Anthony A. Hoekema）表示「我们正处于

千禧年中」。此派人士相信神给以色列的应

许在现今已由召会以属灵方式来实现。「无

千禧年派」的支持者有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加尔文（John Calvin）、阿利斯

（ Oswald T. Allis ） 、 伯 阔 福 （ Louis 

Berkhof）、华菲德（B. B. Warfield）等。 
 

 有关无千禧年论的错误，请参附录三：

改革宗末世论  —  无千禧年论 

 

惟有「前千禧年派」是按实义法解

经，忠实地将「千禧年」按字面意义解释为

实实在在的一千年；「无千禧年派」和

「后千禧年派」将之象征化，认为它并非

实在指一千年（而是一段很长的时间）。简

言之，这两派（「无千禧年派」和「后千禧

年派」）的许多论点都抵触圣经整体的教导，

惟有「前千禧年派」是完全合乎圣经的。3  

 

 

********************************** 

附录二：有关末后事件的四大观点 

 对于圣经所预言的末后事件，主要

有三大观点：（1）无千禧年论；（2）后

千禧年论；（3）前千禧年论。前千禧年

论又可再分为两个观点：（a）历史性前

千禧年论【此派采用灵意解经法】；和

（b）时代论前千禧年论。参以下列表： 

关于末后事件的观点 
事

件 

无千禧

年论 

后千禧

年论 

历史性前

千禧年论 

时代论前 

千禧年论 

1

以

色

列

与

召

会 

召会是

新以色

列. 以

色列人

与召会

是没有

区别的. 

召会是

新以色

列. 以

色列人

与召会

是没有

区别的. 

召会是属

灵的以色

列. 但也

认为未来

会有以色

列国(这

点是按字

义解释).  

以色列与召

会绝对不同. 

两者各有神

为他们所定

的不同计划

(召会完全没

有取代以色

列) 

2 

 

千

禧

年 

基督第

二次降

临后, 

地上没

有按字

面意义

的千禧

年国. 

国度出

现在召

会时代. 

世界借

福音广

传,罪恶

渐少,成

为基督

化的世

界,成为

千禧年

国(可

超过一

千年) 

基督的国

不单在千

禧年, 基

督现今已

在天上统

治.千禧年

不一定指

一千年.千

禧年分为

现在的,也

是未来的. 

基督第二次

降临时, 会引

进一个按字

面意义、在

地上有一千

年之久的千

禧年国。 

3 

 

灾

难 

灾难是

指今世

的经历. 

灾难是

指今世

的经历. 

灾后被提

观: 召会

要经历将

来的灾难

(指七年

灾难). 

灾前被提观: 

召会在灾难

前（指七年

灾难之前）

已被提(没有

经过灾难). 

4 

 

基

督

第

二

次

降

临 

单一事

件; 被

提和第

二次降

临没有

分别; 

引进永

世. 

单一事

件; 被

提和第

二次降

临没有

分别; 

基督在

千禧年

之后降

临. 

被提和第

二次降临

同时发生

(在千禧

年前); 基

督回到地

上统治. 

第二次降临

分为两个阶

段: (1) 召会

被提(基督为

圣徒而来); 

(2) 七年灾难

后第二次降

临(基督同圣

徒而来). 

5 

 

复

活 

基督第

二次降

临, 信

徒与不

信者皆

复活. 

基督第

二次降

临, 信

徒与不

信者皆

复活. 

千禧年前

信徒复活; 

千禧年后

不信者复

活. 

不同的复活: 

(1) 召会被

提; (2) 第二

次降临, 旧约

和灾难中的

圣徒复活; 

(3) 千禧年后

不信者复活. 

6 

 

审

判 

所有人

都受神

的审判. 

所有人

都受神

的审判. 

第二次降

临的审判. 

 

灾难后的

审判.  

不同的审判: 

(1) 召会被提

时审判信徒

的工作; (2) 

灾难后审判

犹太人和外

邦人; (3) 千

禧年后审判

不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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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支

持

者 

a. 无千

禧年论 

 L. Berkhof 

 T. Allis 

 G. C. Berkhouwer 

b. 后千

禧年论 

 Charles Hodge 

 B. B. Warfield 

 W. G. T. Shedd 

 A. H. Strong 

c. 历史

性前千

禧年论 

 G. E. Ladd 

 A. Reese 

 M. J. Erickson 

d. 时代

论前千

禧年论 

 L. S. Chafer 

 J. D. Pentecost 

 C. C. Ryrie 

 J. F. Walvoord 

 J. N. Darby  

 W. Kelly 

 C. H. Mackintosh 

 

摘自 殷保罗著,《慕迪神学手册》, 第 374-375 页 

 

 

********************************** 

附录三：改革宗（归正神学）末世论 

—  无千禧年论（Amillennialism） 

 

(A) 末世论的三大观点 

保守派神学对末后事情，主要有三

个观点：无千禧年论（或称：无千禧年派，

Amillennialism）、后千禧年论（或称：后

千禧年派，Postmillennialism）和前千禧年

论（或称：前千禧年派， Premillennialism)。

英文 millennium（千禧年）这个字，是从拉

丁文 mille 而来的，意思是「一千」。这与

启示录20:4的话有关：「他们都复活了，与

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句话应从字面或

实义解译？还是按象征或灵意解释？答案决

定于当事人所持的末世论教义（doctrine of 

last things，即英文所谓的 eschatology）。 

 

(B) 「无千禧年论」简介 

         (B.1)   有关「千禧年」的观点 

无千禧年的末世论是改革宗（或称：

归正宗，Reformed Church）末世论的观点。

他们主要是坚持无千禧年观点的保守派，自

由神学虽然也持无千禧年观点，但他们大都

不 关 注 末 世 论 。 无 千 禧 年 论

（Amillennialism）的「A」字，有负面的意

思（指「无」之意），所以无千禧年论是指，

不会有一个按字面意义、未来的千禧年。 

支持无千禧年论者（Amillennialists; 

无千禧年派）不否定基督的再来，但他们不

相信基督会在地上有一个按字面意义的一千

年统冶（所以无千禧年派以「灵意解经法」

或「神学解经法」来解千禧年，不同于按字

义解经法的「前千禧年派」）。4  无千禧年

派认为，神的国度就是现今召会的时代，

世代结束后，永世就开始，中间不用有一个

「千禧年」。基于这个理由，无千禧年派提

出一个字眼，「实现的千禧年」（realized 

millennialism），来说明他们并不否定千禧

年，不过是相信千禧年已完全在今世实现了。 

         根据无千禧年派，启 20:4-6 是指

「与基督同在天上，已死信徒之灵魂，现在

的统治」，而神的国就是「得胜的基督，正

在用祂的话语，及祂的灵统治人类，而人类

都正在期待着来世一个在新的世界里、属于

未来、荣耀及完美的天国。」5   简言之，正

如马有藻所指出的，按照「无千禧年派」的

看法，「千禧年」一词只是象征意义，没

有千禧年国在地上这一回事。千禧年是指天

国在人心，是今天的情况，如天国便是教

会，主回来后便引进永远国度。6   

 

         (B.2)   有关启示录的解释 

         有些无千禧年派的人士，用平行进

展方式（progressive parallelism）来解释启

示录。他们说启示录共有七个互相平衡的部

分；每个部分都说明基督第一次降临和第二

次再来之间，教会及世界的情景：第 1 章至

第 3 章是第 1 世纪，但可应用到今世；第 4

至第 7 章形容教会受到试炼及逼迫；第 8 至

第 11 章形容教会复兴，受到保护及得胜；

第 12 至 14 章形容基督的降生，及撒但的敌

对；第 15 至 16 章描述神对不肯悔改的人的

愤怒；第 17 至 19 章形容属世及无神论的势

力，最终的崩溃；第 20 至 22 章则描写基督

敌人的没落，和基督及教会的最后凯旋。 

         

 (B.3)   有关基督第二次再临 

         无千禧年派认为，基督再来（第二

次再临）是个「单一事件」（single event）；

相对之下，时代论者（dispensationa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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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认为基督的降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主为圣徒来」，第二阶段则是「主同圣

徒来」，参本期《复

苏刊》教义篇二）。

无千禧年派说，有一

些事件是必定在基督

再来之前发生的，因

此 基 督 再 来 不 可 以 称 为 「 随 时 的 」

（imminent，即任何时间都可以来，此乃时

代论的观点）。无千禧年派强调，基督第二

次来临之前，有以下几项预兆： 

 

1) 外邦入蒙召（太 24:14；可 13:10；罗

11:25）：各国都有福音传到；其中有些

相信的，直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 

2) 以色列人悔改：罗马书 11:26 所说的

「以色列全家」不是指以色列人，而是

指蒙拣选的以色列人之数目。 

3) 大背道及大灾难（太 24:9-12，21-24；

可 13:9-22；路 21:22-24）：这些事在耶

路撒冷被拆毁时，都已局部应验，但还

要有将来的应验。 

4) 敌基督的显现：在保罗的时代，及罗马

的教宗（教皇）系统中，都有假基督的

迹象，但真正的敌基督是在末世出现的

一个人。 

5) 预兆及奇事：战争、假先知的兴起、撒

但的神迹，及天体的征兆等都是预兆。  

 

事实上，时代论者所相信的「基督

会随时再来」并不因上述事件而无法成立，

因为基督再来是有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是「为圣徒（召会）而来」，即召会被提。

这阶段随时可以发生。第二阶段则是「同

圣徒（召会）而来」，回到地上设立千禧年

国；就是召会被提后，地上有七年灾难，七

年结束时，基督同祂的圣徒（新郎与新娘）

回到地上，要设立千禧年国，开始天国时代。

这第二阶段的再来之前，会有上述（1）至

（5）的事件发生。           

此外，前千禧年派教导说，基督再

来是为要在地上建立国度（指「天国」或称

「千禧年国」），而无千禧年派则说，基督

的再来是「引进一个未来的时代，就是永

远」。这与死人复活和最后的审判一起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无千禧年派认为只有一个普

遍性（general）的复活，即信徒与非信徒

（义人和恶人）复活的时间是相同的（他们

引证 约 5:28-29；徒 24:15）。7   按此派看法，

将来也有一个普遍性的审判；这最后的审判

是在末日发生的，那是与基督再来、所有人

复活，以及永世的开始相连的。8   

 
(C) 评审“无千禧年论” 

 (C.1)   “无千禧年论”于近年的兴起 

潘德科（J. Dwight Pentecost）在其

所著的《将来的事》一书中表示：「在过去

数十年，无千禧年论极受欢迎；究其原因，

主要是由于原本为大部分神学家所支持的后

千禧年论已经破产了。由于无千禧年论与后

千禧年论一样，以灵意解经原则为根据，同

样地认为千禧年在基督第一次及第二次降临

之间的时期出现了，即发生在基督第二次降

临之前；因此，对后千禧年论者来说，无千

禧年的观点就比较容易接受。」9   

潘德科继续指出，现今的无千禧年

派可分为两个阵营（一个认为有关神国度的

预言应验在今世地上的教会身上，另一个则

认为国度的预言要成就在天上的圣徒身上）：  

1) 第一个阵营的支持者包括阿利斯（或译：

艾里斯，Oswald T. Allis）和伯阔福（另

译：伯可夫，Louis 

Berkhof）。他们虽

然承认奥古斯丁的无

千禧年思想要作出修

订（需要细化），但

基本上他们还是支持

此说的。这当然也是

罗马教廷的立场。他

们认为，旧约圣经一

切有关神国度及其福

乐的应许，都透过基

督坐在父神的宝座上

统治教会来成就，就

是（现今已经）在地

上成就了。 

2) 第二个阵营的立场，是由杜斯达第克

（F. Duesterdieck，1859）及卡拉伏夫

（Theodor  Kliefoth，1874）提出，并由

华菲德（B. B. Warfield）在美国提倡发

 
Oswald T. Allis 

 
Louis Berkh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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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他们反对奥古斯丁所认为的神的国

度在地上建立的观点，并认为神的国度

就是神对圣徒属天的统治，所以这国度

也是属天的。10      

 

简而言之，被喻

为保守派的无千禧年论者

当中，有两个主要的立

场：（1）其一认为今世

在地上的教会可以使有关

国度的预言应验；（2）

另一认为这些预言要成就

在天上的圣徒身上。后者比前者需要更大程

度的灵意解经；不但从灵意上解释启示录第

20 章，而且以此法解释旧约圣经中提到在

地上建立公义国度之黄金时代的众多经文。 

   

(C.2)   “无千禧年论”兴起的原因 

 无千禧年论近来得以兴旺，大行其

道，有以下数个原因： 

1) 这是一个涵盖性甚广（inclusive system）

的信仰体系，容纳各层面的神学思想，

包括更正教（另译：复原教，Protestant）

的自由派及保守派，以及罗马天主教。 

2) 除了前千禧年论之外，无千禧年论是最

古老的千禧年理论，故此带有先言古论

的光彩。【注：可是若属古老却不合圣

经，就不是我们所该采纳的观点】 

3) 无千禧年论具有所谓「正统信仰的认可」

（stamp of orthodoxy），因为改革宗接

受这立场，并成为不少信经内容的基础。

【注：改革宗在「圣经论」的见解非常

正统，但不表示在其他方面如「末世论」

或「救恩论」一定正确。每一个教义都

该经过圣经真理的察验与审核】 

4) 无千禧年论提供一个简单的末世论架构，

只有一次复活、一次审判，而关于将来

的计划所言不多。 【注：对一个真诚爱

慕真理的信徒，所该寻求的不是一个简

单易懂的神学架构或解释，而是「按着

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后 2:15）】 

5) 无千禧年论与「圣约神学」（covenant 

theology）这神学上的预设概念极其容易

地配合起来【注：圣约神学正确吗？】。 

6) 无千禧年论很受人欢迎，因为以「灵意

解经」，而不是从字义解经（实义解

经）；从字义解释千禧年，被喻为千禧

年的「属肉体观念」。11  【注：灵意解

经被误解为比较属灵，其实不然】   
 

 
 

(C.3)   反对“无千禧年论”的论点 

 论到无千禧年论的缺点，马有藻在

《将来必成的启示》一书中评述道： 

1) 无千禧年派的解经法将「千禧年」、灾

难时期，及一切在将来要发生的事【如

召会被提、二十四位长老在天上敬拜

（启 4:4,10）、地上的大灾难、144,000

见证人（启 7:1-4）、两个见证人（启

11:1-7）、撒但被捆

绑（启 20:1-3）、基

督台前的审判（林后

5:10；罗 14:10）等

等】均作象征性的解

释（将之灵意化、寓

意化），以此「一笔

勾销」，此法似乎将

太多有关末世的真理象征化去解。【注：

有关「灵意解经」的错谬，请读者参阅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9/

灵意解经法和实义解经法 】 
 

2) 有关但以理书第 9 章的「七十个七」的

预言，根据无千禧年论的解释法，头 69

个七是按字面解释，最后一个七（或最

后一个七的后一半）是按象征法解释，

这样释经太混乱（乱来？），很不一致。 
 

3) 此派认为 启 20:4-5 的两个复活分别指

「属灵复活」（首个复活指得救，属灵

意解经）及「身体复活」（第二个复活

却按字义来解释）。但这是太主观与武

断的解释，释经法则变成全无意义之举。 
 

4) 无千禧年派认为 启 20:2的撒但被捆绑一

千年已经发生了。但这与今日事实截然

不同。今天魔鬼如吼叫狮子，遍地寻找

可吞吃的人（彼前 5:8）。加尔文（他

支持无千禧年论）解释说，神用一条极

长的大铁链将撒但捆绑，因铁链够长，

撒但仍有相当多的自由活动空间；如主

人用长链子将恶狗绑起来一般（但这样

的捆绑根本没有意义，有等于没有，况

且 启 20:3清楚说明天使把撒但捆绑一千

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

B. B. Warfield 

 马有藻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9/灵意解经法和实义解经法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9/灵意解经法和实义解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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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这

捆绑的目的是「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

但今日撒但显然还在迷惑列国，可见 启

20:3 所说的捆绑还未临到撒但）。12   

 
 

(C.4)   “无千禧年论”的七大危险 

 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前任院长瓦沃德（另译：华富

得，John F. Walvoord）正确指出，「无千

禧年派」的解经法有七大危险： 

1) 他们用灵意法来解经，但如果不是将这

方法限制在只用来解释末世论，而是加

以广泛应用的话，便

对基督信仰的教义造

成彻底的破坏【注：

例 如 把 「 因 信 称

义」、「守主的晚

餐」等等给灵意化，

将破坏基督信仰的真

理或教义】。 

2) 他们在解释一般预言

时，并没有遵照这灵意解经的原则，而

只是在否定「前千禧年派」的立场时才

运用。【注：如此解经其实是随己意解

经，而这样随私意解说是神所禁止的，

正如 彼后 1:20 所提醒的：「第一要紧的，

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

说的。」】 

3) 他们辩称，灵意解经法可以消解预言在

应验上的困难；然而这只是假定存在的

问题，不是在解经过程中自然的产生。

【注：对于信实与全能的神，祂的预言

在应验上是毫无困难的（创 18:14）。问

题是出在人受自己神学的错误观念所误

导或局限而曲解圣经，或是不信神能够

按照祂所预言的去应验。】 

4) 为求确立他们的信仰体系，在需要时，

他们毫不犹疑地用灵意解经法解释预言

以外的其他经文。 

5) 现在流行的现代主义（Modenism）差不

多完全接受无千禧年立场；这证明灵意

解经法很轻易地渗透到一切神学思想

（包括错误的神学思想）的基本领域。 

6) 无千禧年派的方法不能提供一个稳固的

基础，无法在其上建立一套前后一贯的

神学体系。无千禧年派的释经法可以用

来支持保守的加尔文神学、自由派的现

代主义，甚至天主教神学。 

7) 无千禧年论的兴起，不是源于对圣经预

言的研究传统，反而是因忽略这方面的

研究才产生的。13   

 
 

(C.5)   受“无千禧年论”影响的领域 

在 《 将 来的 事》

（Things to Come）一书

中，潘德科表示有三个主

要 教 义 的 领 域 或 范 畴

（ field），最受到无千禧

年派解经法的影响。  

1) 在救恩论方面（Soteriology），无千禧

年论的害处，在于造成「简化的错误」

（reductive error），这与圣约神学的错

误相同，即把神计划中的一个次要点视

为主要点（major point），并将神的整

个计划理解为「只是一个救赎计划」，

把所有时代当作逐步启示有关救赎圣约

（covenant of redemption）的各个层面。 
 

2) 在召会（教会）论方面（Ecclesiology），

他们认为历世历代的圣徒都是召会的一

份子。此说忽略了神分别对以色列和对

召会的计划；这间接否定圣经所教导的：

召会是一个奥秘，

在过去的世代（旧

约时代）被隐藏着，

直到现今时代（新

约时代）才被揭示

出来（弗 3:5）。他

们认为整个国度的

计划，要在现今这

介于基督两次降临

的时期实现，或是由现今在天上的圣徒

实现。他们没有所谓「召会是基督独特

的身体」之观念；他们只认为召会是一

个组织而已。这方面的整个概念正是前

千禧年派和无千禧年派的基本分别。 
 

3) 在末世论方面（Eschatology），虽然他

们一致地否定前千禧年论，但在无千禧

年论的旗帜下却众说纷纭。无千禧年派

的自由主义者拒绝接受诸如复活、审判、

主第二次降临、永远的刑罚等教义及相

关题目。无千禧年派的天主教徒发展出

诸如炼狱（ purgatory ）、地狱边境

 
 

J. F. Walvoord 

 
 

J. D. Pente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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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bo）及各种不合圣经的教义；这一

切都成为他们信仰体系的一部分。无千

禧年派的保守主义者仍支持按字义诠释

复活、审判、永远的刑罚等教义及相关

主题。因此，要为无千禧年论整理出一

套有系统的末世论，是一件困难的事。

此乃「无千禧年论」与「前千禧年论」

对圣经立场的最主要分歧。14       

 

总括而言，无千禧年论认为，透过

神的话、神的灵和神的召会，神的国度现今

已临到世上。15   无论如何，此论的看法并

不一致地解释圣经预言  —  有时按字义解经，

但更常用灵意解经来诠释许多原本可以或应

该按字义解释的预言  —  使之在释经学上遇

到很大问题。针对这点，英国圣公会学者赖

尔（ J. C. Ryle，1816-1900）正确写道：

「我相信旧约预言的字面意义已被众教会大

大忽略，现今受忽略的程度更大。由于受了

灵意化的错误解经法所影响… 基督徒往往

完全错失经文原本的意义。」他又说：「我

相信我们已珍爱一种任意与鲁莽的解经习惯，

即按字面解释（literally）有关主第一次降

临的经文，却灵意化（spiritually）有关主

第二次降临的经文。」16   

此外，无千禧年论没有看清以色列

与召会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个体（罗 9:3-4；

弗 2:12），没有分辨神对这两者各有不同的

计划。简之，召会并没有取代以色列（因神

并没有放弃以色列，罗 11:1,26；耶 33:24-

26），而神应许给以色列的「千禧年国」至

终将会按字面意义实现在地上（耶 33:14-26；

赛 65:17-25）。    

 
(D)    结语 

 一般而言，改

革宗的加尔文（ John 

Calvin，1509-1564）不

赞同寓意解经。他在加

拉太书释义中，曾清晰

地表明他的立场，写道：「我们当晓得，圣

经的真义乃其正常而明显的意思，让我们接

受、谨守这意思」。他在《罗马书》的序言

里也说：「解经者的首要任务，是让作者说

出他原来要说的话，而不是把我们以为祂该

说的，当作他所要说的。」17    

可惜加尔文和其他改革宗学者（归

正神学家），因受到奥古斯丁和教会形式主

义（ecclesiasticism）的影响，18   以致在解释 

启 20:2-7的「千禧年」时，竟不按「一千年」

这个显然清楚的字义将它解释为「一千年」，

反倒采纳罗马天主教的神学立场  —  无千禧

年论，实在叫人感到难过，深感可惜。此乃

神学解经法（按照自己的「神学系统」来

作解释）的例证之一。19    

 

——————————————————— 

1   塔福特博士（Dr. Fredk. A. Tatford，

1901-1986）是奉主名聚会的多产作家。他

于 1901 年出生在英格兰普茨茅斯（另译：

朴茨茅斯，Portsmouth，England）一个敬虔

的基督徒家庭。塔福特在政府部门担任高职，

是英国原子能管理局局长（Director of the 

British Atomic Energy Authority）。在忙碌

职务中，他仍抽空写了超过 70 本书，包括

不同圣经书卷的注释书、还有十大册的《让

世界知道》（That The World May Know）

（此著作编辑了奉主名聚会的宣道士在五大

洲的宣道事工）。塔福特对圣经预言有深入

研究，写了许多关于预言的书籍和文章。他

所著的最后一本书，名为 It’s Never Been So 

Late Before（可译作《从来没有这么晚》），

是关乎主随时的再来，提醒信徒现今已到末

世时期，当预备迎接主随时的再来。 

www.plymouthbrethren.org/article/10251 。 

2  Frederick A. Tatford，Will There be a 

Millennium？（Sussex：Prophetic Witness 

Publishing House，1969），第 17-21，23-27，

46-47，50-54，115 页。 

3 参 苏克著，杨长慧译，《基础解经

法》（香港九龙：宣道出版社，1996 年），

第 283-293 页。 

4 一些支持无千禧年论的学者强调，

「千禧年」的「千」字只出现在 启 20:2-7

而已，单单这 6 节的启示不足以构成真理。

马有藻贴切评述道：「圣经的真理虽只有片

 
 

加尔文(John Calvin) 



63 
 

言只字，若是神的启示，那就是真理，不是

用多少节来衡量，否则标准何在？此外，千

禧年的『千』虽然为使徒约翰所言，没有其

他人提及，因那是启示渐进的真理。天国在

地上早在旧约神学里便有提到（de facto），

然而天国在地上的长短（duration），即主

在地上与人作王的时间是后来才启示给人知

道的。譬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赐给保罗

的真理，在保罗之前的众使徒都没有领受此

项启示。」马有藻著，《将来必成的启示  

—  末世神学概要》（台北：天恩出版社，

2002 年），第 52-53 页。 

5  殷保罗著，《慕迪神学手册》（香

港九龙：福音证主协会，2003 年五版），

第 367 页。 

6  马有藻著，《将来必成的启示》，第

54页。 

7  事实上，按圣经教导，有数个不同

的复活和审判。连在美国爱荷华州（Iowa）

和密歇根州（Michigan）的改革宗众教会里

牧会的布特马（Harry Bultema，1884-1952）

也赞同这点。这位改革宗

神学家在客观地查考圣经

预言之后，发现旧约与新

约圣经都没教导所谓「一

个普遍性的复活」（one 

general resurrection）。他

把这方面的研究发现刊登

在他的书《主必要来 — 未应验之预言的研

究》（Maranatha — A Study of Unfulfilled 

Prophecy ， 此 书 于 1985 年 由 Kregel 

Publications 重印）。他对头一次复活的讨

论非很详细，甚至比许多时代论者更详细。 

8  殷保罗著，《慕迪神学手册》，第

367-369 页。 

9  支持无千禧年论的学者有：Oswald 

T. Allis、Louis Berkhof、William Hendriksen、

Anthony Hoekema、Abraham Kuyper（以上

五位都是改革宗/归正宗的学者或支持者）、

以及其他改革宗的神学家和罗马天主教的学

者，参 H. Wayne House，Charts of Christian 

Theology and Doctrine （ Grand Rapids ：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2），第

136 页。 

10  潘德科著，《将来的事》（香港九

龙：活石福音书室，2001年），第 355页。 

11  同上引，第 356 页。 

12  马有藻著，《将来必成的启示》，

第 55-56 页。 

13  潘德科著，《将来的事》，第 357页。 

14  潘德科著，《将来的事》，第 357-

358 页；也参其英文版第 389-390 页以对中

文版的译文稍加修饰。 

15  H. Wayne House，Charts of Christian 

Theology and Doctrine，第 136 页。 

16  J. C. Ryle，Are You Ready For The 

End Of Time?（Fearn, Scotland：Christian 

Focus, 2001），第 9, 46 页  【 reprint of 

Coming Events and Present Duties】。 

17  潘德科著，《将来的事》，第 31 页。 

18  根据圣公会的作者法拉（Frederic W. 

Farrar）所言：「奥古斯丁的释经法，有最

显著的缺点... 他定了规矩，解释圣经必须按

照教会的正统（Church Orthodoxy，指教会

的信条），而圣经辞句的解释不能舍正统而

求他… 斐罗派（Philonian）和拉比的规则

（Rabbinic rule）代代相传，认为圣经中任

何显为不正统，或不道德的东西，必须隐秘

地解释。奥古斯丁执着这点，认为许多『圣

灵所写』的经文表面意思，是可以提出反对

的。这样，他在自己所提倡的『超然启示』

的信条上（dogma of supernatural inspiration，

注：此信条表明「圣经是神超然的默示」，

而奥古斯丁也提倡此信条）制造混乱，也向

恣意的狂想大开中门。」同上引，第 25 页。 

19  近年来，改革宗的一些神学家稍微

改观了一点，说神给于以色列的福气现在扩

大到包括召会（教会）在内。这看法虽比纯

粹的「替代神学」（Replacement Theology，

指召会替代了以色列）好一点，却忽略了神

给犹太人一些独特的福气（例如应许赐「巴

勒斯坦地」的福气）是不包括召会在内的。  

 
 

Harry Bult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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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篇 (一)  

丹·克劳福德       

Dan Crawford  

( 1869-1926 ) 
 

(A)       追随先贤的脚踪 

有者说得好：「按神的旨意，以神

的方法做神的工作，必不缺乏神的供应。」

纵然神忠心仆人的时间到了总要离世，但

信实的神往往为他兴

起接班人，以接续神

自己的工作。我们在

非洲宣道的事工上就

看见与证实这点。 

非洲拓荒与宣

道 之 父 李 文 斯 顿

（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1离世后，

神兴起奉主名聚会的

腓特烈·阿诺特（Frederick Stanley Arnot，

1858-1914）2 跟随他的脚踪，在非洲接续

拓荒宣道，开拓李文斯顿未得之地。过后，

神再兴起另一位奉主名聚会的丹·克劳福

德（Dan Crawford，1869-1926）为阿诺特

的同工，继承非洲拓荒宣道的使命。 

  

(B)      越线之前的抉择 

丹·克劳福德于 1869 年出生于英国

的古洛克（Gourock），此镇位于英国苏

格兰西南部的克莱德河口（the mouth of 

the Clyde）。他信主得救的经历非常独特。

据说有一位工人在某福音堂地上划了一条

线，恳求他在还未越过此线之前决志信主。

丹·克劳福德写下并多次重复这故事，他

总结道：「在 10 时 20 分，我靠着神的恩

典，越过那条线。」他在当晚未越过此线

之前，已决志信主。 

蒙恩归主后，他立即成为圣经的爱

慕者，并渴望阅读好书，为此立下美好根

基，这点可从他日后在非洲的事奉和他写

的书信中表露无遗。他的早年同伴也指出，

他开始显露出勇敢果断的精神与性格，这

是他日后在非洲事奉所迫切需要的。 

  

(C)     非洲宣道的使命 

他在自己家乡

市镇的召会中殷勤事

奉主。数年后，他心

中深受圣灵感动，愿

意前往非洲中部宣道

事 奉 。 「 中 国 内 地

会」的创办人戴德生（Hudson Taylor）3

提醒这位满怀宣道热诚的年轻人，鼓励他

道：「魔鬼可能在你四围筑起栅栏围困你，

但他不能在你头上筑起屋顶（拦阻你与天

上的神交通），与圣山上之神的交通是不

断的敞开，永不能被魔鬼所中断的」（诗

3:4）。这位宣道战场老将所说的这一番

话，肯定给他非常大的鼓励。 

1889 年，他与阿诺特夫妇（Mr. 

And Mrs. F. S. Arnot）、费希尔医生（Dr. 

Walter Fisher）、莫里斯（Tom Morris）、

弗雷德·莱恩（Frederick Lane）、乔治·费

希尔（George Fisher）、芒诺克（Archie 

Munnoch）、吉尔科莱特（Jeanie Gilchrist）

和其他人前往非洲

宣道。4 由于人数众

多，他与其中三位

弟兄（即弗雷德·莱

恩、乔治·费希尔、

芒诺克）先于 1889

年 3 月 22 日从英国

的伦敦（London）

启程，并于同年 5月

9 日抵达非洲西海岸

的本格拉（Benguella / Benguela）。在前

   
 

丹·克劳福德 
(Dan Crawford) 

 
 

戴德生(J. H. Tay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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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比赫（Bihe）的路途中，他们遇到了贩

卖黑奴的商队，他写道：「为数 800 的人

群，全都注定要被放逐，一生离乡背井。」

这些可怜的黑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决

心更积极传扬福音，好叫基督福音的恩光

更快地照亮非洲土地，解放非洲土著脱离

罪恶的捆绑，得着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 

丹·克劳福德在内陆200哩的比赫居

留 一 段 日

子，然后再

度启程，经

历了许多令

人毛骨悚然

的 危 险 之

后，他终于

到达非洲中

部的加任干西（Garenganze，即现今名为

加丹加【Katanga】的地方）。他能在离

开祖国仅仅 32个月（即在 1891年 11月左

右），就抵达这深入内陆 1000 哩的加任

干西，实在不简单，实为神恩典的带领。

丹·克劳福德万万也没有料到，他将在这

处于非洲心脏（非洲中部）的偏僻之处花

上 20 多年，直到 1912 年，才得重见祖国

的海岸。 

当时，加任干西是由大酋长米斯里

（Msiri，或称：

米斯狄，Msidi）

统治。他专制暴

虐，拥有 500 位

妻子，常醉酒荒

宴，残杀了数以

万计的土著。在

这样一个暴君的

统治下，加任干

西无安宁之日，但这一切并不使丹·克劳

福德感到害怕退缩，反加深这位福音使者

的使命感，令他深信已找到一个迫切需要

福音之地，要彰显神福音的拯救大能。 

加任干西较后发生政治动乱。1891

年 12 月 20 日，大酋长米斯里被人枪杀。

过后，丹·克劳福德从刚果（Congo）的当

权者那里获得一块赠地，便决心在罗安扎

（Luanza）建立一个模范非洲村落。到了

1896年，它已几乎成为一个市镇，其街道

超过 1 哩之长。这模范村落在道德和属灵

方面成为神所赐福的中心，也让四围广阔

的地区同蒙神所赐福。 

他在此处建造了他所谓「30英镑的

宣道屋」（£30 mission house）。这间房

屋面对美丽的默维鲁湖（Lake Mveru），

风景怡人。他就在这间舒适的房屋中，于

1916 年左右款待比利时的国王（King of 

the Belgians）。丹·克劳福德乐于述说当

时的情景，当他们坐着欣赏美丽的大湖风

光，比利时国王问他有关更正教徒与天主

教徒的宣道工作有何不同。丹·克劳福德

捉紧良机向他传讲福音，他说：「我清清

楚楚地向他传讲神恩惠的福音，长达 45

分钟之久。」 

丹·克劳福德原本反对宣道士结婚。

他认为婚姻会令宣道士分心，无法专一事

奉主。在他眼中，「结了婚的宣道士是美

中不足的宣道士」（a missionary married 

was a missionary marred）。实际上，夫妻

同心的宣道士夫妇在事奉上绝不比独身的

宣道士逊色，有时做得更好，非洲宣道之

父李文斯顿夫妇便是最好例子（也参 传

4:9-12）。 

神在丹·克劳福德心中动工，令他

改变原本的想法。当阿诺特（F. S. Arnot）

在 1896 年见到他时，他向阿诺特吐露他

已改变看法，认为宣道士结婚也是一件美

事。原来他心中已有意中人。1896 年 9 月

14 日，他终于与神为他预备的伴侣格蕾

丝· 提司理小姐（Grace Tilsley）结为夫妻。

翌年，他带着妻子深入非洲，寻找扩展事

工的适当地点。他们深入南部直到其坦波

斯（Chitambos），就是埋藏李文斯顿心

脏之处，并修好李文斯顿已破损的墓碑。 

关于丹·克劳福德在非洲宣道的这

些年日，《英国周报》（ the British 

Weekly）贴切地报导说：「在非洲与外界

  
 

大酋长米斯里（Msiri） 

 
 

加任干西（加丹加）的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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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绝的生活加深了丹·克劳福德对哲学的

真正天赋才华，使他的直觉能力一大跃进，

他在这方面所达到的境界，是其他人只能

靠正规作品方能达到的。他在非洲中部的

那些年日，仍然熟悉英国、欧洲和美国所

发生的当代时事，这是那些听他说话的人

所百思不解的。」 

  

(D)     返回祖国的日子 

经过 23 年的

劳苦事奉，他与妻

子于 1912 年回到祖

国，5 并于那年出版

了本身所写的书  —  

《思黑》（Thinking 

Black）。丹·克劳福

德为出版此书而花

尽心血筹备多年。

此书出版后深受好评，以致一版再版，被

当代书评者喻为「宣道经典著作」（a 

missionary classic）。慷慨的丹·克劳福德

把此书版税所得的 2,000 英镑捐给非洲的

数间土著学校，协助发展土著的教育。 

阅读《思黑》一书的读者们不难发

现，丹·克劳福德所写的真有独到之处，

激励人心；他由一镇赶到另一镇，屡次受

挫却不气馁；他交游广阔，结交名流却保

持清廉，不受世俗污染。他善于陪伴各式

各类的人，但常抓住机会为他的主（基督）

发言作见证；就如发生在伦敦的一个典型

例子：某个夜晚，他在怀特查伯尔

（Whitechapel district，即伦敦东部一区名）

见到一群穷人走进一座建筑物吃「廉价食

物」，他便钮上衣领，拿下帽子，将之收

起，装作穷人走进屋内，与他们一同用餐。 

隔天晚上，他受邀向一群与英国皇

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有关的卓越人士演讲。当晚出席者皆为贵

族、爵士，以及拥有各种衔头和勋章的社

会名流。在演讲中，他津津有味地比较当

晚的美食与前晚的廉食，并以此传福音，

强调无论是穷人或富人，神已为他们预备

一个既免费又丰富无比的筵席（太 22:4）。 

皮克林（Hy. Pickering）写道：

「当晚也颁发皇家地理学会会员（Fellow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简称 F. 

R. G. S.）的学衔；论到启发世人关于非洲

未开发之地，以及第一个在黑人之地深入

开拓的白人，若在场人士有配得这项荣誉

的人，此人非丹·克劳福德莫属。他是其

中一位最早重返李文斯顿墓地的人，李文

斯顿的心脏被葬在一棵树下，遗体被运回

祖国，葬在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

丹·克劳福德发现埋葬他心脏的那地已杂

草丛生，墓碑几乎毁坏，他便采取行动，

将之修好。」 

  

(E)     回到非洲的长草 

丹·克劳福德自 1889 年离开英国到

非洲宣道，直到 1926 年离世这 37 年间，

只有一段时期离开非洲，即从 1912 年

（有记录指 1911 年）至 1915 年。1914-

1915年间，他横渡大西洋，到访加拿大和

美国许多城市；甚至

去到澳洲。他所到之

处，礼堂群众爆满，

心灵万分鼓舞。结束

这次充满意义的回国

之旅，他和妻子回到

罗安扎（Luanza）。

他以一架在伊丽莎白

威勒（Elizabethville）的印字机有系统地

传送信件，这些信件在大西洋两岸被刊登

于各种报章，令许多朋友知晓罗安扎宣道

事工的消息。他还出版一本名为《回到长

草》（Back to the Long Grass）。他也用

了先前收集的大笔钱财（包括捐款），在

罗安扎四围的地区兴建学校。 

丹·克劳福德不掉入钱财的网罗，

他把得到的钱财慷慨地使用在他所爱的非

洲土地上，帮助教育、医疗和社会的发展。

在非洲有一间医院以他命名（即「丹·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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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福 德 纪 念 医 院 」 ， Dan Crawford 

Memorial Hospital），以纪念他的贡献。 

丹 ·克劳福德

也是一位语言专家，

在翻译委员会中负责

翻译一两种非洲语

言。他一生最大的心

愿之一，是将整本圣

经翻译成土著的语

言，特别是译成鲁巴

桑加语（Luba-Sanga），使非洲的土著能

读到神完整的话语。蒙神的恩典，在归回

天家的前几个星期，他终于如愿以偿，完

成了翻译整本圣经的伟业。从此以后，爱

慕圣经的非洲土著基督徒不再仅仅拥有神

部分的话语，而是神完整的话语，得以明

白神完全的旨意（参 徒 20:27）。 

  

(F)        投入主怀的安息 

自从回到非洲以

后，他扩展了宣道地

区，探访了沿海一带或

铁路尽头站的市镇，宣

扬基督的福音。他在人

意料不到的情况下，在

罗安扎结束了在世的日

子，享年 57 岁。他离世前并无健康衰退

的迹象。他的手仅受轻伤，接着中毒，跟

着便传出一则惊人的消息：「丹·克劳福

德于 1926年 6月 3日去世。」他的灵魂投

入他所爱之主的怀抱，遗体则被葬于他所

爱的土地   —  在非洲罗安扎的一块土

地  —  默默地安息，等候复活大日转变成

荣耀不朽的身体！6 

   

——————————————————— 

1   李文斯顿（另译：利文斯通、利文

斯敦，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是苏

格兰宣道士，深入非洲腹地从事宣道和地理

考察活动长达 30 年，发现恩加米湖（1849

年），勘察赞比西河地区（1855 年），发

现维多利亚瀑布，著有《南非考察和传道旅

行》等。有关李文斯顿的身平与宣道事迹，

请参 2004年 5/6月份至 2005年 5/6月份（第

52 至 58 期）《家信》的「云彩见证：开拓

非洲三万哩  —  李文斯顿」。 

2        腓特烈·阿

诺 特 （ Frederick 

Stanley Arnot ，

1858-1914 ）是第

一位前往非洲拓

荒的奉主名聚会

之宣道士。有关

他的生平和他在非洲宣道的事迹，请参

2007 年 3/4 月份，第 69 期《家信》的「属

灵伟人：腓特烈·阿诺特」。 

3       有关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

－1905），请参 2007 年 5/6 月份，第 70 期

《家信》的「宣道禾场：神必供应！中国内

地会创办人  —  戴德生」。 

4         阿诺特于 1889 年回返非洲时，英国

共有 12 人先后同行前往非洲宣道（其中一

人便是丹·克劳福德），另有 6 人在 19 世纪

结束前到非洲事奉。 

5         有记录指出他回祖国是在 1911 年。

他自 1889 年离开伦敦前往非洲，直到他于

1926 年离世期间，只有一段时期离开非洲，

即从 1911 年 5 月至 1915 年 6 月。他利用这

段时期的最后两年，到美国和澳洲激发信徒

对非洲宣道事工的关注。W. T. Stunt, et al.，

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 A Century 

of Missionary Endeavour（Bath：Echoes of 

Service，1972），第 392页。 

6     上 文 主 要 参 考  Hy. Pickering 

（comp.），Chief Men Among the Brethren

（New Jersey：Loizeaux Brothers，1986），

第 220-223 页。也参 Fredk. A. Tatford，That 

The World May Know (vol.6): Light over the 

Dark Continent（Bath：Echoes of Service，

1984），第 340-342，364-367 页；W. T. 

Stunt, et al.，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 

A Century of Missionary Endeavour，第 379-

380，388，392，400，5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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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篇 (二)  

亚历山大·马歇尔       

Alexander Marshall  

( 1846-1928 ) 
 

 

(A)     圣洁爱主的家庭 

「福音单张之王」亚历山大·马歇

尔（或译：马赛尔，Alexander Marshall，

1846-1928）于 1846 年 12 月 13 日，在苏

格兰威格敦郡的司特廉拉尔城（Stranraer，

Wigtownshire）出生。此郡富有许多属灵

复兴的美好回忆。他的父亲约翰·马歇尔

（John Wallace Marshall）是位虔诚爱主的

布商，被这城市的人称为「圣洁的马歇尔」

（Holy Marshall）。 

约翰 ·马歇尔也是福音联合教会

（ Evangelical Union 

Church）的长老之一。

这教会在当时不但是福

音派，也更积极传扬福

音。亚历山大·马歇尔

的母亲则是一位敬虔爱

主的妇女。因此，亚历

山大·马歇尔可说是享

有无比珍贵的属灵环

境，在敬虔的家庭中成长，有美好的基督

徒榜样可效法遵循。 

  

(B)    单靠基督的赎罪 

他在 18 岁那年离开家乡，到格拉

斯哥（Glasgow）一家闻名的卖布和服装

商店工作。他在工作上取得优良业绩，受

到雇主的信任，升为部门主管。在这两年

期间，他追求城市的各种娱乐。然而，他

心灵深处多次受到催促，知道成为基督徒

是重要的，只是心里拦阻重重。他后来表

示：「我当时不想得救，因我渴望享受多

一点世界的娱乐。事实上，我是一个胆怯

的人。我害怕成为基督徒之后，我的同伴

们会称呼我为『复兴家』（Revivalist）或

『祷告的虚伪者』（praying hypocrite），

我觉得自己无法忍受这样的嘲讽。我心中

有一个信念，即一个人若要作基督徒，他

必须放弃娱乐与欢笑。」可是，他的良知

深感不安，不满的心不停催促，这叫他倍

感扎心，渴望内心重担获得释放。 

一日，他到格拉斯哥的印革兰姆街

（Ingram Street）圆形广场，听到戈登·福

隆（Gordon Forlong，1819-1908）在传福

音。这位传道者曾是自然神论者（deist），

但悔改信主后加入奉主名的聚会。福隆热

心传扬福音，抢救失丧灵魂，传福音时惯

于不断重复福音真理的字句。 

马歇尔回忆道：「我认为他是最特

出的传道人。我能清楚回忆他不断重复的

字句：『拯救我们的是这宝血。拯救我们

的是这宝血』（It’s the Blood that saved. 

It’s the Blood that saved）。他表明罪人要

从罪中得释放所需的一切，已被基督在十

架上完成了，接着他讲道时呼喊道：『成

了! 成了! 成了!』一直以来，一想到救恩，

我的思想就集中在『相信』一字，却忽略

了『当信的对象』  —  基督并祂已完成的

工作。圣灵将『成了』一字深印在我的内

心和良知。 

「我问自己：『到底什么事成了？』

我记得这是主耶稣临死前所说的话（约

19:30）。他（指戈登·福隆）解释这奇妙

字句的意思，表明代死牺牲的工作已经完

成  —  基督『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

（来 9:26），每一个相信祂的人都必得救，

享有永生。… 我一直以为自己必须感受

到一些巨大改变，才能确定本身已经得救，

所以不断省察内心寻找平安。那位传道人

似乎明白我的困惑，并解说一个人必须先

信靠耶稣  —  感觉会随之而来。他强调这

个真理，不断重复道：『信靠是根，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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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果；信靠是根，感觉是果。』顿时，各

各他的荣光射入我心。我看见耶稣为我代

死，承受罪的刑罚，透过信靠所听到的

『好消息』，我蒙拯救得享永生。」1 

  

(C)     加入奉主名聚会 

马歇尔信主不久，就接触到一群热

诚的基督徒。这群信徒就是被称为「奉主

名聚会的基督徒召

会 」 （ assemblies of 

Christians gathered unto 

the name of the 

Lord）。他们按照新

约圣经的简纯性来聚

会，特别是按使徒行

传所设立的样式，实

行信徒的浸礼，在每逢七日的第一日擘饼

记念主，并倚靠召会的头（基督）透过圣

灵来带领他们一切的事奉。 

先是马歇尔的好友约翰·考德威尔

（John R. Caldwell）2 看到这方面的亮光，

与其他信徒一同奉主的名来聚会。过后，

马歇尔在考德威尔的影响下，也自己查考

圣经，因而发现并确信此乃合乎圣经的聚

会样式，所以便加入这群门徒在（格拉斯

哥）西坎贝尔街（West Campbell Street，

Glasgow）的聚会中。 

马歇尔深知神的心意是要祂的子民

遵照新约召会的样式来聚会、敬拜与事奉。

所以日后当他被主呼召，成为传福音者

（evangelist）的时候，他重视教导初信徒

有关召会的真理。他不像一些著名的「超

宗派」布道家，传完福音见有人得救后便

自觉任务完满结束，没有进一步帮助悔改

归主者面对今后何去何从的问题。 

某次，有个牧师问他对悔改归主者

有何打算。他回答说：「凡主所吩咐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参 太 28:20）；即教导

他们关于受浸、所有信徒皆祭司、擘饼记

念主、与罪恶分别出来。」马歇尔和早期

弟兄们的这般立场虽受到反对，甚至有者

控告他们是「教会的破坏者」和「分裂的

撒种者」，但为了讨主喜悦，他们立场坚

定，继续按主的吩咐行事，也蒙主所赐福。 

  

(D)   完全倚靠主供应 

马歇尔被基督的爱所激励，积极传

扬福音。当他做完一日的生意后，便把晚

上的时间献于传道事工。无论是在教堂里，

或在露天的地方，总之一有机会，他就宣

讲基督并祂荣耀的福音，甚至为此不惜去

到很远的地方。 

过了一些时候，他知道无法兼顾世

俗事业与属灵事工，所以经过不少祷告和

省思，他终于选择后者。在这方面，他还

面对很多试探，例如他的好友邀请他合伙

做生意，还有一些朋友不断请他到福音联

合教会（Evangelical Union Church）事奉

主，这都是其中一些他断然拒绝的事。他

愿意为主放弃属世的财富，并甘心在那些

按圣经样式聚会的召会当中事奉主。 

值得一提的是，留在奉主名聚会中

作全时间事奉主的传道人，是需要又大又

真的信心。这群按新约召会的简纯性来聚

集的基督徒，人数不是很多，财力也非雄

厚，并且这些早期弟兄们一向奉行的做法

是「完全倚靠主的供应，拒绝固定的薪金

制」。因此，当马歇尔出来全时间事奉主

时，他背后全无任何委员会或组织答应照

顾他的生活需用，也没有任何人的承诺和

保证，他所有的是神的应许：「我的神必

照祂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

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 4:19）。 

他深信神能借着感动别的信徒，或

用其他方式，来供应他物质上的需用。而

当时他所参加的召会，即在格拉斯哥的希

望 堂 （ Hope Hall ，

Glasgow ）聚会的圣

徒，也按照使徒时代

的榜样，为他聚集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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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举荐他全时间作主工，与他认同，在

物质上与他交通（即按圣灵感动来供应他

的物质需用）。马歇尔一生都没有后悔他

这次的选择，也经历了神信实的供应。 

  

(E)   广传福音的大使 

《弟兄中的首领》（Chief Men 

Among the Brethren）一书论到马歇尔时，

写道：「1876年，马歇尔在格拉斯哥的一

个聚会上，被举荐为主的仆人，从事传福

音的工作。过后，他在苏格兰和英格兰的

许多城市和小镇，积极进行传福音的活动。

神特别施恩赐福，多人蒙恩归向救主。

1879年，他感到加拿大有需要，便去到安

大略省（Ontario）宣道。他在那里的事奉

也蒙神大大赐福，多人悔改归主，而这些

人当中，更有不少在日后成为杰出的领人

归主者（soul-winners）。」 

马歇尔有「加拿大福音拓荒者」之

称。他在加拿大拓荒的日子，带领多人信

主。马歇尔曾写道：「当我在 44 年前，

即在 1880 年开始在安大略工作时，主的

工人不等到那里的召会所『召唤』或『邀

请』。在冬天时，我们在学校、礼堂、剧

场和各种可聚会的房子传福音。夏天时，

我们到没有福音见证的地区，在露天场所、

谷仓和帐篷里宣扬福音，多人因此得救。

我们将主的道路教导那些悔改归主者，使

他们受浸，并聚集敬拜，为福音作见证。

我在加拿大的首两年，在北安大略为大约

200 人施浸，其中许多信徒简单地奉主名

聚会。」3  

1883 年 11 月，他在加拿大的拉格

比（Rugby）进行为期 8 个星期的福音聚

会。聚会后有多达 100 人，其中大部分是

寻求者，愿意在晚上 10 时后留下来听更

多有关神拯救之道。结果有不少过 75 人

悔改归主。 

为了传扬福音，马歇尔付上极大代

价，也多次遇到危险。根据报导，某个星

期五傍晚，在安恩街（Ann Street）露天

布道时，马歇尔受到恶徒的袭击。当时从

人群中走出三个人，来到马歇尔面前。其

中一人（麦格罗提，McGrorty）到他身后，

另一人站在他前面。麦格罗提突然握紧拳

头，狠狠地将马歇尔打倒在地。另一人拿

块砖头抛向他的头，险些击中他，却误中

麦格罗提的眼睛。在混乱中，马歇尔逃到

安恩街的另一端，又被另一人袭击，倒在

地上。这时，人群涌至，将马歇尔救出来。

麦格罗提在星期六下午被捕。这次的袭击

事件并未叫马歇尔却步，反倒加强他为福

音受苦的心志。在接下来的年日，他继续

露天布道，传扬福音。 

显然，马歇尔对福音有着非常大的

负担。为了宣讲与传扬福音，他到过北大

西洋的法罗群岛（Faeroe Islands）4 、巴

巴多斯（Barbados）5 、挪威（Norway）、

瑞士（Switzerland）、

俄罗斯（Russia），甚

至到过靠近北极圈的冰

岛（Iceland），并常在

苏格兰与英格兰，加拿

大和美国，积极进行传

福音运动。为了传福音，

他横渡大西洋到加拿大

和美国不少过 36 次。 

在 71 岁的高龄（1917 年），也就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冒险去到法国，

帮助那里的士兵，向他们传讲救主的爱。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俄罗斯的共产党

员（Bolshecist）发动恐怖的革命。马歇尔

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到俄罗

斯和爱沙尼亚（Esthonia，即苏联加盟共

和国之一）帮助那里的受难者，把救恩的

好消息带给他们。对于马歇尔，福音应当

传给万民听，不该受到民族和国家的区别

所局限。 

他居留多伦多（Toronto）时开了

一间书局，大量出版和分发福音书籍。一

位弟兄见证道：「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

他是最伟大的福音单张分发者（ 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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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er）。他总是口袋里装满福音小册

子，口舌预备好传福音信息。在他的传道

活动因健康之故而受到限制的最后几年，

他从雷德克络夫的圣所（ sanctuary of 

Redcroft）继续送出拯救灵魂的信息。当

他无法再亲自把福音单张送给他人时，他

透过供应别人来继续这方面的工作。」6  

安德森（James Anderson）也表示：

「他于 1876 年被推荐为全时间事奉主的

传福音者。在接下去的年日，他走完英国

各岛传扬福音，并为了宣扬救恩的好消息

而横渡大西洋超过 30 次。他的传道在那

里满有功效，甚至在加拿大至少有一地区

的召会信徒被人称为『马歇尔派的信徒』

（Marshallites）。… 就算是他的墓碑也继

续传扬福音，因这立于普雷斯威克坟场

（Prestwick Cemetery）的墓碑上，铭刻着

完整的约翰福音 3章 16节。不但如此，他

在普雷斯威克的住家也按其遗嘱改为宣道

士之家（missionary home）。」7   诚然，

为了宣扬福音，拯救宝

贵的灵魂，马歇尔把自

己完全摆上。  

 

(F)    福音的单张之王 

马歇尔的笔和他

的口同样活跃有力。他

是一个杰出非凡的福音单张作家（ tract 

writer），库珀（R. W. Cooper ）称他为

「福音单张之王」（ the prince of tract 

writers，直译为「单张作家之王」）。他

的福音小册子《神拯救之道》（God’s 

Way of Salvation）已被译成超过 14 种语

文，包括西班牙语、法语、德语、汉语

（中文）、意大利语、俄罗斯语、丹麦语、

荷兰语、埃及语、威尔士语（Welsh）和

（苏格兰或爱尔兰的）盖立语（Gaelic）

等等。此书销量几乎达到 5 百万，并在神

的重用下，带领许多读者获得救恩。 

不少读者从此书获益后，写信向马

歇尔致谢。其中一个名叫波丁（Adam 

Podin）的弟兄写道：「我吩咐我的儿子

写信告诉你，你的书《神拯救之道》（爱

沙尼亚语版本，Esthonian Edition）给我们

的地方（指俄罗斯和爱沙尼亚）带来何等

大的福气。我在监狱里传道，给每个囚犯

一本新约圣经和《神拯救之道》。数位囚

犯已经悔改归主…。我向麻风病人传福音。

《神拯救之道》已打开许多人的眼睛，如

今他们已看到这条『道路』。除了圣经之

外，（在解释福音方面）我认为此书是最

好的一本书。」8  

除了《神拯救之道》，马歇尔也写

了不少别的福音小册子，诸如《我悔改归

主 的 故 事 》 （ The Story of My 

Conversion）、《两次从奴役中获救》

（Twice Rescued from Slavery）、《七十

岁得救》（Saved at Seventy）以及《一个

高原居民的悔改归主》（A Highlander’s 

Conversion）等。这些书都有很广的销路。

除了传扬福音之外，他的著作也包含其他

课题，如阐解新约召会的真理  — 《给予

神子民的直路》（Straight Paths for the 

People of God）; 以及护道性的课题  — 

《慈爱的神会永远刑罚祂的受造物吗?》

（Will a God of Love Punish any of His 

Creatures for Ever?）和《选择基督或是批

判家?》（Christ or the Critics?）等。前者

反驳当时开始盛行的谬论  — 「刑罚不是

永远的」 ; 后者则揭开「现代主义」和

「理性主义」的谬误。马歇尔也负责编辑

一本福音期刊   — 《救恩的传令官》

（Herald of Salvation）。 

  

(G)   丰盛地进入天庭 

马歇尔与泰特小姐（Miss Tate）在

1882年结婚后，他们首先在加拿大的安大

略省（Ontario）居住，过后搬到奥利里亚

（Orillia），并全力投入福音工作。结果，

许多在那里的信徒开始按新约圣经的原则

来聚会，并延续至今。马歇尔在那里住了

7 年，接着到太平洋沿岸（Pacific Coast），

然后再到美国，最后回到苏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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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基于健康不良的缘故（患

上失眠症，insomnia），他减少昼夜奔波

传扬福音的活动。他到纽西兰，过后再到

美国的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养病。他

在海外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最后于

1903 年 回 到 苏 格 兰 的 普 雷 斯 威 克

（Prestwick）居住。这时，他的病情逐渐

好转，但未全面康复，过度操劳将使他再

度失眠。 

在神的恩典下，马歇尔达到 81 岁

的高龄。年龄虽限制了他传福音的活动，

却从未削减他传福音的

热诚。他的福音活动只

当他在世之日结束时，

才画上句号。他在 1928

年 8 月，在世的最后几

日，仍然为福音劳苦；

他不但出席一个在海边

举行的露天聚会（布道会），还参与祷告。

隔天，他的咳嗽复发。但在星期二和星期

三，他仍旧起来，把许多福音单张包好派

送出去，并答复不少信件。星期三傍晚，

他感到非常疲乏，经过数小时身体的不适，

以及一阵短暂的痛楚，这位「福音大使」

终于跑完今生的路程，于 1928年 8月 9日，

凌晨 1 时归回天家，进到他所事奉的万王

之王面前，永享安息。 

论到马歇尔的生命，约翰·霍尔通

（John Hawthorn）总括道：「就这样，这

一个敬畏神和信靠祂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

（指马歇尔的生命）结束了；诚然，这生

命可说是『丰盛的生命』；他的生命特别

蒙福，透过这生命，神成就祂的应许：

『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撒上 2:30）。

他的家庭美满快乐，对他而言，他的家就

是圣所。他对宣传福音大有喜乐，尤其看

到众多的人透过福音悔改归主时，他的喜

乐更大得难以笔墨形容。他深知施舍的福

气，他的需用也获得神丰盛的供应。他在

执行日常福音义务中结束了世上的生命，

这也是他所想要的方式。无疑地，他丰盛

地进入天庭（an abundant entrance）！」9 

——————————————————— 

 1    John Hawthorn，The Pioneer Series: 

Alexander Marshall  —   Evangelist, Author 

and Pioneer （ Glasgow ：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1988），第 19-20 页。 

2        与马歇尔一样，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 1839-1917）也是在戈登 ·福隆

（Gordon Forlong）传福音的聚会上得救。

请参本期《复苏刊》的「人物篇（二）」。 

3         John Hawthorn，The Pioneer Series: 

Alexander Marshall，第 100 页。 

4        法罗群岛（Faeroe Islands，or Faroe 

Isles）或译「法俄尔群岛」；原属丹麦，

1948 年获得自治。 

5      巴巴多斯（岛）（Barbados）是拉丁

美洲国家，位于小安的列斯群岛最东部。 

6        Hy. Pickering（comp.），Chief Men 

Among the Brethren，第 205-206 页。 

7  James Anderson ， Our Heritage

（Kilmarnock：John Ritchie Ltd.，1971），第

14页。 

8  John Hawthorn，The Pioneer Series：

Alexander Marshall，第121页。有关《神拯

救之道》的简略内容，请参 2004 年第 51 和

52 期《家信》的文章：你为什么推辞呢？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你为什么

推辞呢一/（注：共分两期以两篇文章刊登）；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你为什么

推辞呢二/。 

9     John Hawthorn，The Pioneer Series: 

Alexander Marshall，第 143-144 页。上文主

要参考 Hy. Pickering（comp.），Chief Men 

Among the Brethren，第 204-206 页；John 

Hawthorn，The Pioneer Series：Alexander 

Marshall  —  Evangelist，Author and Pioneer。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你为什么推辞呢一/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你为什么推辞呢一/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你为什么推辞呢二/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你为什么推辞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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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篇 (三)  

威廉·威廉斯       

William Williams  

( 1882-1961 ) 
 

(A)       敬虔的家庭背景 

委内瑞拉（Venezuela），一个位

于南美洲北部、多人所不熟知的热带国家。

这个由哥伦布于 1489 年所发现，被西班

牙统治长达 3百年，直到 1821年才正式独

立的国家，人口由许多种族的后裔组成，
1  是罗马天主教的国家。但就在这块福音

硬土上，神的灵动工，建立了一

个又一个的地方召会。其中一位

神所重用的拓荒宣道士，就是加

拿大的威廉 ·威廉斯（William 

Williams）。 

1882 年，威廉斯出生在

一个来自苏格兰严格长老会类型

的敬虔家庭。1844年，当苏格兰

自由教会(Free Church of Scotland)脱离国

家教会(Established Church)的时候，2   威廉

斯的祖父是其中一名领袖。威廉斯的大伯

则进入阿伯丁大学（Aberdeen University）

深造，毕业后成为自由教会的圣职人员

（clergymen）。他把一本属于威廉斯祖

父的袖珍型圣经给了威廉斯，成为他珍藏

口袋多年的圣经。 

威廉斯的父亲也是一位虔诚的长老

会信徒，熟背诗篇和《教理问答》

（catechism）。母亲是长老会诗班的一员。

每个主日，他们都穿上最好的衣服，走两

哩路程，参加主日学和其他聚会。 

主日礼拜，威廉斯坐在教堂里，听

冗长的讲道。他回忆时写道：「我留意到

我父亲常在当天所读的经文旁，即在圣经

页边的空白处记下日期，礼拜完后，他会

说牧师常用同样的讲章，并指出牧师曾在

哪一日讲过这篇讲章。我年轻烦躁的思想，

无法对圣职人员那枯燥的神学讲道感到兴

趣… 礼拜延续下去，过了午餐时间，我

常感到饥饿难耐，想尽快回家。」讲道结

束后，牧师作了刻板陈规的祷告，再向所

有会众  —  信徒和非信徒  —  收取奉献，

然后散会。这是威廉斯最期待的一刻！ 

威廉斯指出，那称为「安息日」的

主日对小时的他而言，实在是个「苦恼的

考验」。回到家后，他不被允准吹口哨，

不准玩乐，不准读任何他想阅读的书籍。

下午时间通常是唱诗。晚餐后，父亲会读

一章的圣经，然后大家跪下，读出一段祷

告文，过后大家重复「主祷文」。 

威廉斯写道：「当时，我

的父母还完全不知晓神救恩的方

法，正如他们较后所承认的。在

家中或在学校里，我们常被警告

要提防那些所谓的『复兴』（the 

revivals）和『普里茅斯弟兄会』

（the Plymouth Brethren）。我们

被提醒，即使是那位从阿伯丁大

学毕业的牧师（minister），都不

能肯定地说自己已经得救或重生了，这些

『弟兄会』的信徒竟敢自负地宣称自己已

经得救！」 

「在信仰上，」威廉斯继续写道：

「我的父母是完全的诚心，不幸的是，他

们让圣职人员替他们解释圣经。我只能够

说，他们或多或少与那些在委内瑞拉的罗

马天主教徒相同，即让神甫替他们阅读和

解释圣经。对于这样的人（特指天主教

徒）  —  诚心却受欺骗，我们要帮助他们

时，需要何等的忍耐、灵巧和恩惠。」3 

  

(B)     童年的葬礼经历 

虽然生长在一个看似虔诚基督化的

家庭，但威廉斯本身和他的父母都还未真

 
威廉斯 (W.Willi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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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重生得救。无论如何，威廉斯年小的时

候，神就已借着死亡触动他的心。「某

次，」威廉斯回忆童年时如此写道，「我

参观基督徒坟场，看见一个属于被称为

『弟兄会』（Brethren）的坟墓，其上有

个花岗石柱子，写着：『你必须要重生』。

我记得当时感到很奇怪，竟然在墓碑上写

着这样的字眼。『重生』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百思不解，但安慰自己说，我想长大后

就会明白这事。」 

回忆孩童时期，威廉斯写道：「有

时候，我年小的头脑尝试解决有关创造、

神、天堂、地狱、死亡等等的奥秘。如果

当时听到福音，我可能会相信。在主日学

里，老师教导我们说，如果我们是个良善

诚实的孩子，又爱主耶稣，我们最终都有

好的结局。」可惜威廉斯没有从老师或主

日学那里听

到「信主重

生得救」的

福音真理。 

12岁

那年，威廉

斯的祖父去

世。他跟着父母赶回家乡，看见祖父的尸

体安放在棺木里。第一次看到尸体令他感

到畏怯。他说：「躺在那里的，是我非常

熟悉之人的冰冷身体… 母亲叫我摸祖父

的手，一个又冷又怪的感觉刺入我心。在

我生命中，第一次有个声音在我心里出现，

对我说：『你的身体若躺在棺木里，你的

灵魂会在哪里？』我不知所措，赶紧离开

那里，找个角落偷偷哭泣。」 

出殡时，在众多的抬棺木者当中，

威廉斯是其中一人。突然，那个问题又浮

现心中，「你的身体若躺在棺木里，你的

灵魂会在哪里？」威廉斯说；「我无法回

答，因为我被教导说，无人可在此时此地

知道他已得救，已有永生了。但我相信神

在那天向我说话。」到了坟场，他看见人

拿泥土丢到棺木上，然后进行埋葬。这一

幕一幕的情景，是比他所学到的神学更为

严肃和实际的讲章。回家后，威廉斯忐忑

不安，最后他告诉自己，他的祖父 82 岁

离世，他才 12 岁，还有 70 年的时间，所

以不必操心，然后便把这些问题暂时抛在

脑后，带着疲乏的身心入眠。4 

  

(C)      重生得救的历程 

15岁那年，威廉斯开始立志想当一

名船长。他的大伯便把他带来，与自己同

住，教他对数（logarithms）和一些生活

技能，为以后要投入的航海生活做些准备。

他的大伯是牧师，有很多朋友也是圣职人

员。他们常来找他大伯喝茶聊天。 

「有一个圣职人员，」威廉斯写道，

「认为约拿没有被大鱼吞下，并说这只是

老妇虚构的故事。他这一番话使我年青的

思想开始怀疑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话语。啊！

第一个在我心中撒下怀疑种子的人，竟然

是个『牧师』！有时我也去到城里，看见

我的大伯在圣职人员当中，是极受欢迎

的。... 我发现这些圣职人员按照世人的标

准，可说是受人尊敬的好人，但对他们而

言，传道显然只是职业（profession），而

非他们的热爱（passion）。他们并不认真

相信他们所传的，有时还拿至圣的事物开

玩笑呢！」 

某日，他大伯的朋友建议他做一个

海运工程师（marine engineer）。在这朋

友的介绍下，年仅 16 岁的威廉斯于 1898

年 5 月 9 日，进入一家海运公司当见习工

程师。在那里，他学习修理各种机器，并

认 识 了 一 个 较 为 年 长 ， 名 叫 麦 凯

（Kenneth McKay，简称 Mac）的学徒。 

麦凯是个聪明的城市青年，也常嘲

笑威廉斯的单纯与无知。整个船厂的上百

人中，无一人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也没有

任何人向别人传讲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威

廉斯虽有去城里的教堂参加聚会，但还是

枯燥冷漠的讲道，与家乡的一样。这令他

对圣职人员的印象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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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初，麦凯竟然信主得救了。

他的姐夫从澳洲回来，向他传福音。明白

神的救恩后，他信靠福音，接受耶稣基督

为救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的生命产

生显著改变，即使上司没有在场，他也勤

勉工作。船厂里的人开始排斥他，甚至逼

迫他。他们使用种种方式为难他，威廉斯

也常加入他们当中，但麦凯总是冷静微笑

地走开。这点使威廉斯不禁对他另眼相看。

威廉斯常与麦凯争辩说没有神，没有天堂，

也没有地狱，但威廉斯心灵深处却相信有

这一切。 

「亲爱的基督徒同工，」威廉斯多

年后有感而发的写道，「不要因为那些争

辩和反对你的人而感到灰心。大数的扫罗

也曾极力反对，他也有很多这样的后

人。… 神的灵在我心里动工，尽管当时

的我并没察觉到这一点。在深夜的寂静中，

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如果麦凯所说是

对的，我正朝向地狱，怎么办？』那时，

6年前的声音重现心里：『你

的身体若躺在棺木里，你的

灵魂会在哪里？』又有声音

说：『难道你不想要像麦凯

那样的肯定，自己是朝向天

堂之路？』可惜我当时不敢

回应神，因为我惧怕遭受船

厂那班人的排斥。」 

一天晚上，大家作弄麦凯，但他如

以往一般地冷静微笑。他较后来到我身旁，

对我说：「你难道不想要得救吗？」威廉

斯回答：「得救？麦凯！我无法忍受你所

面对的反对。」他说：「啊，你不知道我

心中何等喜乐。那些作弄我的人也难明白。

我以前也像他们一样，所以主帮助我，能

忍受他们的捉弄。」 

数个月过去了。一天晚上，麦凯再

次问威廉斯是否想要得救。麦凯说：「我

会为你祷告… 我会尽力帮助你。」过后，

这话不断出现在威廉斯的脑海中。多少夜

晚，他心中面对激烈争战。「这一边是世

界、升职、工程师主管、年老、死亡、阴

间。另一边则是基督、逼迫、为主事奉、

死亡、天堂… 我决定要得救，不是因为

爱神，而是因惧怕死亡，害怕去到阴间…」

他想得救，但问题是：如何才能得救？ 

1900 年 10 月 20 日，那是一个威廉

斯难以忘怀的日子。在那寒冷的星期六晚

上，他与朋友在街上遇到一群正在露天布

道的基督徒。虽然身边朋友极力反对，但

威廉斯坚持要留下来听福音，结果朋友生

气地走开，留下他在那里。「我感谢神，

没有跟从我朋友的话与他同去… 魔鬼若

在当晚胜了，神的灵可能不再与我较力

（停止在我心中作感动的工作）。救恩确

实出于耶和华；但我们有选择的意志，这

意志必须选择生命或死亡，福音或世界，

基督或撒但…」 

威廉斯站在那里听福音。他没有靠

得太近，因不想有人找他谈道。听了一段

时间后，他独自离开，心中决定要在今晚

得救。回到所租的家中，他

关上门，跪在床边祷告。

「我开始承认神是真实存在

的，我向祂承认自己的罪。

当我承认自己的邪恶和罪疚，

特别是我怎样逼迫祂的仆人

麦凯时，罗马书 5:6 的真理临

到我，『基督为罪人死。』 

「我晓得基督为罪人死，但我以为

人必须爱祂和作个好人  —  这是牧师所传

讲、主日学老师所教导，也是我一向学习

的神学。可是，『基督为罪人死』，这是

何等的启示！我正是那个罪人  —  基督正

是为这样的人死！就在那里，那一时刻，

我信靠祂作我的救主。顿时，一种奇妙的

平定安稳进入我心，何等的简单，何等的

安慰。不再惧怕死亡，心中所想的，是如

何事奉我的救主。」 

威廉斯晓得麦凯在名为『戈登宣道

堂』（Gordon Mission）的地方聚会。隔

天早晨，威廉斯决定到那里聚会。到了那

里，就看见麦凯站在门口分派赞美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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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他的到来，麦凯真是喜出望外，领他

到里面聚会。「那里的气氛与我之前去过

的许多教堂不同。热诚的唱诗、简单实用

的讲道，信徒之间看来也比较友好。我又

参加傍晚的礼拜，觉得那里的讲道与我才

获得的平安相符。」 

麦凯很高兴听到威廉斯得救的经历，

两人自此成为更亲密的朋友。他告诉威廉

斯有关主再来的道理。威廉斯开始勤读圣

经，为要明白主的旨意。不过，船厂的朋

友听到威廉斯信主归正后，非常不满，开

始为难甚至伤害他，比他们逼迫麦凯更甚。

然而，靠着主的恩典，威廉斯得以平心静

气地忍受一切。5 

  

(D)       信服真道而受浸 

            (D.1)   普里茅斯弟兄会 

得救后的威廉斯，读到圣经提及浸

礼（洗礼），本身也想受浸。不幸的，麦

凯和戈登宣道堂的

信徒跟随布林格主

义（Bullingerism）

【注：此主义是以

它的倡导者布林格 

（E. W. Bullinger，

1837-1913）命名，

是在时代真理的教义上失衡的「极端时代

论」】。6   麦凯告诉他，浸礼属于「过渡

时期」（transition period），不该在「召

会时期」施行。麦凯仿佛威廉斯属灵的父

亲，在属灵的事上对他影响很大。 

某日，威廉斯和其他信徒向 M 先

生请教浸礼一事。这个宣道堂（Mission 

Hall）的传道人表示，有一节经文一劳永

逸地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引述 西 2:6 为证，

说：「你如何接受主基督耶稣？」7   他们

回答：「靠信心。」他说：「那么，浸礼

是个礼仪，所以不属信心。换言之，你不

需要受浸。」受了误导的威廉斯消灭圣灵

的感动，决定不要受浸了。 

某日，威廉斯的亲戚听到他得救了，

便邀请他到阿伯丁（Aberdeen）圣保罗街

（St. Paul Street）的召会参加聚会。对于

这个召会，威廉斯听到许多负面的消息。

他写道：「在戈登宣道堂，我们特别被警

告，要小心提防一个叫『普里茅斯弟兄会』

（Plymouth Brethren）的可怕教派，因他

们自认只有他们是『唯一的召会』，甚至

如果圣灵要写一封书信给阿伯丁的基督徒，

祂会给那在圣保罗街的召会！ 

「还有一些信徒因不守规矩而受到

管教，离开了那里，参加大门敞开的戈登

宣道堂；这些人惯于警告年青基督徒不要

接近『弟兄会』。事实上，初期召会的基

督徒要遵行神的道时，便受到毁谤，『因

为这教门（教派，sect），我们晓得是到

处被毁谤的』（徒 28:22）；今日还是一

样。我发现宗派的『众教会』和『宣道堂』

对那些称为『普里茅斯弟兄会』的信徒存

有根深蒂固的偏见。 

「圣职人员反对他们，因为他们教

导真理，强调说『牧师』（ministers，特

指一人事奉的牧师制度）夺取了圣灵的权

力（指圣灵随己意分派恩赐和使用信徒方

面，林前 12:11），剥夺了真基督徒的特

权和责任。『宣道堂』反对『弟兄会』，

因为宣道堂允准女人讲道、收非信徒的捐

献、雇用牧师、每月一次的『communion』

等等，『弟兄会』则因严格遵守新约圣经

原则而不做这一切。我常发现良善的基督

徒完全心存偏见地反对『弟兄会』，尽管

他们并无好的理由去如此行… 我只认识

一些『弟兄会』的信徒，他们看来是良善

诚实之人，但我让偏见蒙蔽了心眼，没经

调查所言是否属实，就重复了那普遍对奉

主名聚会信徒的毁谤。」8  

 

            (D.2)   布林格的极端时代论 

在戈登宣道堂里，威廉斯发现麦凯

和自己只是在布林格主义里增加知识，而

非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彼

 
布林格 (E. W. Bull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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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3:18）。由于人数的增长，威廉斯和一

些信徒离开戈登宣道堂，到乔治街

（George Street）那里租用的地方聚会。

他写道：「我们在主日晚上传福音，也在

其他得空的晚上查经，以布林格所著的

《召会书信》(The Church Epistles，1900

年）为课本。我们坐着讨论希腊文的字根

和意义，像鸽子开口吞食一般，毫无疑问

地吞下布林格的药丸。」但感谢神，威廉

斯并没失去传福音的热

诚，每个星期四，他们十

多个青年信徒到城镇上传

福音，也看到神的恩典，

有人因此信主得救。无论

如何，威廉斯心灵深处仍

然感觉有所缺乏。 

真理的圣灵在他心

中动起善工。他写道：「我的心越来越感

到有所操练，想要找个适当的聚会处，即

容许神的道被全面实践的地方。我接触到

布林格所著的《将来的事》（Things to 

Come）。9  这期刊教导说，现今时代只有

个人的见证（没有集体的见证），因为

『召会已成废墟（in ruins）』。浸礼、主

的晚餐、交通团契、召会见证、纪律管教

等，都是『监狱书信』以外的教导，所以

不是给现今时代的信徒。这恶劣的极端时

代论（hyper-dispensationalism）把大部分

神的道从我们手中夺去。它无法满足我的

心灵，因我渴望召会交通、与信徒交流和

灵命成长。」 

不久，威廉斯与他数年前带领信主

的姐妹梅布尔丝（Mabels）结婚。他们两

人同心事主，并打开家门接待其他基督徒，

一同谈道，分享主恩。但这样的交通仍无

法满足威廉斯追求真理的心。 

他解释道：「按我们所领受的错误

教导，『召会已成废墟』，既然如此，就

没有事物把我们基督徒结合起来，没有集

体的见证了。我们的福音工作使我们与各

种基督徒有所联系，他们邀请我们到他们

各自的『地方』，我们也应邀前去，有时

发现自己在一些富有人家中经历枯燥刻板

的『查经』。他们穿著高贵，是社会上流

人士。不过，这些『会客室』的聚会被拘

谨和冷酷所破坏，无法令我们困惑的心火

热起来。另一些时候，我们被邀请到『落

魄潦倒』的宣道堂，那里有更多的『哈利

路亚』和热心，但所采纳的方式跟圣经的

教导并不一致。此外，我们也受邀参加 B

先生的教会，我们参加了多次，也去基督

教青年会（Y.M.C.A.），

因 B先生在主日下午到那

里传道。但这只是修改自

『一人事奉』的形式，而

B 先生在召会真理的实践

上也不合圣经。」10 

  

(D.3)   接触奉主名聚会的召会 

过了一些时候，威廉斯升职到加拿

大 安 大 略 （ Ontario ） 斯 特 拉 特 福

（Stratford）的 G.T.R.工厂。一天傍晚，

他去到一个外表看来吸引人的宣道堂。聚

会开始时很有次序，直到两个衣着整齐、

年青貌美的女子进来。他们开始说话，然

后那些高大强壮的男士跪下，开始说方言。

原来那里是五旬节派的聚会，他急忙离开，

决定不再回到那里。 

某个星期六，威廉斯经过一处，看

见一间店铺上有一层楼，窗口上写着几个

大字：「基督为罪人死」。他的目光深被

这几个大字所吸引，便走近店旁的入口，

仔细查看，发现布告牌上写着：「奉主耶

稣 之 名 聚 会 的 基 督 徒 」 （ Christians 

Gathered to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他不认识这「新教派」，却决定明晚前来

参加他们的聚会。由于妻子还在多伦多，

他便独自前往。 

那聚会大约有 18 个人出席（注：

威廉斯指出，这召会过后在人数上增加很

多，并迁到大堂聚会），几乎都是年长信

徒。他坐在后边观察。整个聚会很简单：

没有电子风琴，没有诗班，不拘泥形式，

 
威廉斯夫妇 (Mr & Mrs Willi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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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道被清楚解明。散会后，一名叫布里

奇福德（David Bridgeford）的信徒走过来

问候他，给他留下美好印象。过后，他同

妻子一起去参加那里的聚会。布里奇福德

夫妇也到他们家中探访。谈话之下，威廉

斯才发现这些称自己为「奉主耶稣之名聚

会的基督徒」，原来就是他所害怕的「普

里茅斯弟兄会」。真令威廉斯大失所望！ 

布里奇福德邀请威廉斯夫妇到他家

中一同查经。威廉斯告诉他没这个必要，

因他们不信浸礼和主的晚餐，出席了反倒

会破坏彼此间美好的交通。但布里奇福德

再三恳切邀请，威廉斯只好答应，条件是

只查考旧约的创世记，免得引起纷争。就

这样，他们每个星期二晚上一同查经，彼

此获益，关系更加密切。 

某星期二晚上，一位名叫史密斯

（Smith）的年长信徒也来参加查经。查

经前，史密斯问威廉斯是否已经得救，他

便一五一十地述说自己得救的经历。史密

斯接着又问他是否已经受浸，他便推出

「 过 渡 时

期 」 的 理

论，强调基

督徒不再需

要受浸了。

他们又谈到

守主的晚餐一事，结果双方越辩越激烈。

史密斯失去耐性，起身走到他所坐的地方，

握紧拳头，似乎要把「真理」敲进他里面。

威廉斯说：「史密斯先生，提摩太后书

2:24 说：『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

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

而你没有表现出这样的精神。」 

「你说的对…」史密斯低声答道，

然后默然退回自己的座位。这一退叫威廉

斯大感惊讶，因见此人竟然愿意迅速服在

神的话语下。另一位年长弟兄弗雷泽

（Mr Fraser）来到后，他们便开始查经。

按之前的顺序，当晚要查的是创世记第 6

章。威廉斯放下心头大石，心想这一章不

会与浸礼有关，怎知情况正好相反。史密

斯指出，创世记第 6 章的洪水是预表基督

的死、埋葬和复活，而信徒也该以受浸来

回应（参 彼前 3:20-21），所以与罗马书

第 6 章有关。弗雷泽完全赞同这点，令威

廉斯心中更加不安。 

查经后，他们移到饭厅，坐在餐桌

旁谈天，之前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下来。

谈话时，史密斯温和地表示，自己和威廉

斯一样，都是因着 罗 5:6（「基督为罪人

死」）而信主得救，得着心灵的平安。谈

了一阵子后，他们彼此问安，道别回家。

威廉斯写道：「我发现史密斯为真理站立

场时，勇猛如狮子；但谈到有关个人的话

题时，却温和如羔羊。… 他亲切的接触、

仁慈的面容，显明是个真诚且有信念之

人。」11 

 

(D.4)   查经而明白受浸的真理 

回到家后，威廉斯夫妇谈论当晚所

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他在所著的《拉比，

你住在哪里？》（Rabbi，Where Dwellest 

Thou？）一书中写道：「这些人全然真

诚，他们说使徒行传清楚教导受浸之事，

若说『保罗在监狱书信中领受启示以前，

召会并不存在』，这看法完全没有圣经的

根据，因为保罗在得救以前，就逼迫召会

了（参 腓 3:6；徒 9:1；26:10-11；注：这

点强有力地证明召会在保罗得救前早已存

在）；此外，『召会已成废墟』这一看法

并不真确，因为现今还是可以按圣经路线

来持守（召会）集体的见证。这一切使我

更深地思考，既然我们肯定拥有真理的道，

我们不必害怕再次查考圣经，看看他们所

言是否正确。」 

隔天晚上，威廉斯决定放下一切成

见，重新查考使徒行传。晚餐后，他进到

房内关上门，双膝跪下，打开圣经阅读。

「无人教我这样做，我也不知有任何人这

样做过；但那天晚上，我深感自己必须跪

在神和祂话语面前，不管付上任何代价，

都要『买真理』（箴 23:23）。」一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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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晚地过去，他发现使徒行船中有七处

经文清楚教导有关受浸一事（徒 2:41；

8:12,38；10:48；16:15,33；18:8）。他惊

叹道：「那些基督徒是对的。如果我们要

跟从使徒的榜样，这七处经文无疑地证实，

使徒们履行了主在马太福音 28:19 所给的

大使命。令我们惊讶的是：为何我们之前

没有看到这点？一切都是清楚和简单的，

我们两人决定要受浸了。 

「这次的查经不仅说服我们要受浸，

也叫我们开始看到，我们若要受浸，即表

明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主就

期望我们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罗

6:40）。基督为我

们做的，深深感动

我们的心。我们察

觉自己是重价买来

的，所以要在我们身子上荣耀神（林前

6:20），这的确是我们的特权。学到这宝

贵的真理，我们心中便产生事奉主的渴望，

要为主放下野心。因为我很想成为 G.T.R.

公司中级部门的机械技术人员。」 

事实上，威廉斯备受上司器重，有

望升职。但他发现 G.T.R.在生意上有些不

诚实的手段，所以良心感到不安。「如果

我要受浸，就要离开 G.T.R.，另找一份工

作。」挣扎了三个星期，虽然受到上司百

般挽留，但他决意离去，到多伦多的另一

间公司打工，开始新的生活。12 

 

(D.5)   为顺服主在水中受浸 

到了多伦多，威廉斯夫妇在布鲁克

大街（Brock Avenue）找到一间礼堂，布

告栏上写着「奉主耶稣基督之名聚会的基

督徒」。他们便到那里聚会，那里的人数

比斯特拉特福（Stratford）的更多。除了

擘饼聚会，他们还参加那里的所有聚会。

几个月过去，他们发现没有几个人愿意和

他们多谈，不过他们喜欢聚会的次序和简

纯，所以继续参与那里各样的聚会。 

某日，麦克林托克弟兄（Robert 

McClintock）在附近搭棚传福音，威廉斯

每晚都出席。某个晚上，威廉斯离开前，

麦克林托克问他是否相信有永远的审判。

「那当然，我相信有永远的审判。」接着

便引证 太 25:46。「你真的相信？」麦克

林托克问道。当威廉斯坚持相信后，麦克

林托克表明他很高兴听到这点。从那时起，

威廉斯发现那里的圣徒对他们的态度有很

大转变。 

他起初百思不解，后来才明白其中

缘由。原来有位作铁匠的信徒，在多伦多

的 G.T.R.认识他，并告诉那里的圣徒说威

廉斯是布林格的支持者，是个危险人物，

不信有永远的审判等等。「我相信他们采

取敬虔的谨慎是对的；但敬虔的谨慎需要

客观的调查，而非只是怀疑。我曾是布林

格的跟随者，这是真的；至于我否定永远

的审判，这就错了。我常相信有永远的审

判。」此事给所有信徒一个重要功课：要

谨慎防备，也要查明真相。若非主的恩典

让真相大白，那里基督徒对威廉斯夫妇的

冷谈态度至终可能导致他们的离去。 

现在情况改变了。威廉斯夫妇多次

受邀到那里的信徒家中作客。众长老也问

他们是否想要受浸，被接纳入交通里。他

们强调这正是他们所期待的。不久，两位

长老与他们会谈，满意他们的情况，知道

他们已信主得救，便安排他们到布罗德维

尤堂（Broadview Hall）受浸。 

1907 年

11 月的某个星

期二晚上，他

们两人到那里

准备受浸。当

晚共有 15 人左

右受浸。轮到

他时，他下到水中，听到负责施浸的弟兄

说：「亲爱的弟兄，我奉… 给你施浸。」

然后整个身体被放入水里，象征与主同死、

同埋葬、同复活！他从水里上来时，在场

的圣徒高唱：「快乐佳日，我志立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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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信靠救主我神…」13 顿时，他心中的害

怕和疑虑完全消失；心中充满的，是甜美

的平安！这简单的顺服行动开始了他生命

旅程的新一天。14 

  

(E)       信服真道而擘饼 

威廉斯从未参加那里的擘饼聚会。

他写道：「对于主的晚餐，可说是我们多

年来无法解决的难题。当我 18 岁时，父

母希望看到我『参加教会』（ join the 

Church）。我知道『参加教会』表示成为

一个『教友』（member），领受『圣餐』

（sacrament）。但我从圣经上读到，若不

按理吃饼饮杯，就吃喝自己的罪。由于我

才得救不久，最好还是多等一

些时候。在戈登宣道堂，他们

守的是『communion』（每月

一次）。然而，我读圣经时看

见，若要守主的晚餐，就必须

按照主的吩咐去做。」他们决

定参加那里的擘饼聚会，观察

那里的信徒如何守主的晚餐。 

主日早晨，威廉斯夫妇重新回到布

鲁克大街堂（Brock Avenue Hall）， 观察

擘饼聚会。那里的信徒请他们坐在后面，

递给他们一本《信徒诗歌》（Believers’ 

Hymnbook）。他们发现桌椅的摆设非常

不同。大约有 120 张椅子围绕一张桌子，

桌上有个饼（面包，bread）和两个盛着

酒的杯。另有一些椅子以普通方式排列，

其上坐着一些男女和小孩。 

「那里一片肃静，与这严肃场合相

称。时间到了，一个弟兄选了一首适切的

诗歌，大家同唱。过后，弟兄们一个接一

个地站起来，带领敬拜和感恩。这一切对

我们而言，是何等新奇啊！『那里就有我

在他们中间』（太 18:20），这是主本来

的应许，当天早晨，这宝贵的『同在』真

的实现了。弟兄们借着祷告和感谢，把我

们主圣洁的一生，从马槽到十架，逐一地

带回信徒的思念中。我们为此流泪。我们

的心说道：『这就是我们长久以来，一直

寻找的地方啊！』饼被擘开，传递给信徒

领受，然后再传酒杯。过后传奉献袋，但

只传给那些围绕桌子的圣徒（即在交通里

的信徒）。接着再唱一首诗歌，再读一段

经文（讲道），聚会最终以祷告结束。」 

威廉斯的心何等喜乐。他写道：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信徒按照主自己所

指定的方式，来记念主的死，没有由任何

圣职人员所主持。所有信徒围绕桌子而坐，

在基督里合一。除了圣灵，没有人主持聚

会的次序。间中没有突然停止，也没混乱，

我们夫妇两人深感惊讶和赞叹。人也许议

论或批评他们；但浸礼、擘饼记念主的死，

把我们带回神、神的道和神的

子民那里；带回到我们起初的

爱；带回到『一举一动有新生

的样式』…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

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林

前 12:3）。我们相信自己受浸，

领受主的晚餐，并去到奉主名

聚会的信徒当中，确实是出于

神的灵真实的工作。」 

威廉斯指出，他多年以前在神的话

语中曾看到洗礼，但因不顺服基督的主权

而没受浸，所以在神的事上没有什么进展。

现在，他愿意顺服主，在水中受浸，并守

主的晚餐，走在真道的轨道上。当天，在

聚会结束前，负责报告的弟兄宣布说，威

廉斯夫妇渴望被接纳入交通里，若无人反

对，他们两人就会在下个主日被接纳，与

围绕主桌子的众圣徒一同擘饼记念主。 

「48年之久，」威廉斯喜乐地写道，

「我们完全满意这个召会，就是祂喜悦立

名和同在的地方。没有人可以说服我说

『召会已成废墟』，或『今日再没有集体

见证了』。」在这方面，威廉斯亲身的经

历和具体的体验告诉了

他，「召会至今仍然存

在」，并且借着奉主名

聚集的召会，「今日还

有集体的见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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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信服真道的立场 

威廉斯在他所著的《拉

比 , 你住在哪里 ? 》（ Rabbi, 

Where Dwellest Thou?）一书清

楚表明他心中的操练,  就是要找

一个按照新约圣经的原则和样式

来聚会、敬拜和事奉的地方，即

主所应许同在的地方【注：书名

《拉比, 你住在哪里?》是取自 约

1:38 的两个门徒问主耶稣的话，

因他们要跟从祂，与祂同在】。在主的引

领下，他终于找到了，那地方就是他所谓

的「召会」（the Assembly）。他在书中

写道：「我们找到了那地方（the Place，

指奉主名聚集的召会）…它是我们的主在

马太福音 28 章所吩咐的，16  是众使徒在

使徒行传中所实践的，它的教义也是新约

书信所教导的  —  即借着浸礼象征信徒与

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罗 6:3-4），

并在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以主的晚餐来记念

祂，也透过每日读经将之深印在我们心里。 

「我们的心深切感谢我们慈爱的父

神，因祂如此带领我们。我们也感激祂所

爱的子民，就是那些被称为『弟兄会』

（Brethren）的信徒。他们拒绝接受任何

不属于每个基督徒的名称（如路德会信徒、

长老会信徒、浸信会信徒等等）。主给祂

子民的名称如基督徒、弟兄们、信徒等等，

才适合所有属主的子民。属人的名称只适

合某一群体，而非其他信徒。」17 

威廉斯在此书中总结道：「只有一

个地方，是所有属神的子民能够聚集，并

保存主所赐给他们的圣名；只有一个地方，

基督的主权得以彰显；只有一个地方，主

的灵能够自由地使用祂所要用的人。那地

方就是召会（the Assembly）  —  神的召

会  —  按照新约圣经的原则来成立和发展。

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心得着安息，我们

也邀请所有主所爱的子民到那里去，如主

所说的『你们来看』（约 1:39）。但愿主

为着祂的赞美和荣耀，喜悦赐福这方面的

见证。这是我们真诚的渴望和祈求。」18 

(G)      宣道事工的装备 

顺服主的话语受浸，并遵

守主的晚餐之后，威廉斯的灵命

更加成长。他从布鲁克大街堂的

查经聚会获益良多。此聚会连贯

性地查考福音书、使徒行传和新

约书信等。其方式是对话式的读

经讨论，每个弟兄都可自由参与

发问和分享。威廉斯写道：「我

们尽可能不要错过这些读经聚会

（Bible readings，指查经聚会），一个是

在星期二晚上，另一个在主日下午。星期

五的祷告聚会对我们而言，是清爽宜人的

时光。布鲁克大街堂里也常进行福音见证，

当天气允许时，就进行露天布道。」 

威廉斯积极参与这些聚会，众信徒

也看出他有讲道的恩赐，请他在福音聚会

上传扬福音，为主作见证。他又积极参与

召会的其他活动，逐家分派福音单张，与

人谈道，领人信主。他殷勤操练主赐他的

传道和教导恩赐，主也为他开路，扩展他

事奉的领域，使其他召会也看出他的恩赐，

邀请他过去传福音和教导真道。 

威廉斯在其所著的《拉比, 你住在

哪里?》一书中说道：「召会是主的神学

院（seminary），我从不犹豫地强调这点。

就在召会中，信徒逐步地学习真理，得以

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出来，从中累积经验。

如果要作正常的基督徒，这三点必须同行。

三脚的凳子若要平稳，三脚都必须同样长

度。若长度是一只脚两尺，另一只脚一尺

半，第三只一尺，这凳子便倾斜一边。这

就是在神的事上仓促行事的后果。把圣经

研究挤进数个月的『研经课程』，为要叫

那个学生早日『毕业』。『头脑知识』的

凳脚长两尺，『实践』的凳脚只有一尺半，

『经验』的凳脚仅有一尺，便产生倾斜失

衡和高傲自负的情况。 

「我们听过一些所谓最优秀的圣经

讲师。他们讲的有时虽好，但比起主的仆

人出自内心和经验的讲道，这些圣经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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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扣人心弦的能力，也缺乏实际的果效。

我们都知道家里自制的面包与面包店所制

的有所不同。前者出自个人经验，没有掺

假的东西；后者是机器制作，一切原料为

要达到显眼的外表和更高的利润。」19  简

而言之，这是「神的神学院」与「人的神

学院」不同的产品所产生的不同果效。 

以上的话是所有想要全时间事奉主

之人必须谨记的。我们不否认神可以使用

某些神学院或基督徒培训中心，来装备祂

的工人；20  但信徒若在自己的召会中没有

积极参与事奉，只想借着上一些神学课程，

就出来全职事奉，这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原

则和样式。信徒必须在召会中逐步地学习

真理，并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出来  —  积极

从事主所托付的事奉，然后从中累积事奉

的经验，以此装备自己，等候神的呼召。

笔者认识许多奉主名聚会的主仆，就只在

召会中如此装备自己，虽没进过神学院受

训，却在较后蒙主呼召，为主重用。诚然，

地方召会是主的『神学院』，是训练主仆

的场所。这与今日有些召会完全放下培训

的责任，只把信徒送去神学院或培训中心

受训，是何等大的对比啊？求主在这方面

施恩怜悯，恢复昔日召会的丰荣！ 

  

(H)       初期召会的样式还是可行 

将近一年时间，威廉斯积极参与召

会的各样聚会和事奉。主也开始将全时间

事奉的意念放在他的心里。他写道：「在

这时候，全时间献于主工的信念开始在我

心中成形。我们在自己身上证实了神加倍

的赐福。当我们看到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牺

牲，以及事奉祂的喜乐，心中常想：『为

什么不将你所有的献在坛上？』我认识不

少主的仆人，他们当中有人鼓励我到北安

大略（Northern Ontario）和北美洲大草原

（the Prairies）事奉。我确实心有所动，

但我也听到委内瑞拉迫切需要主的工人… 

由于我自然的意向是在加拿大事奉主，便

打消到委内瑞拉的想法。」 

但在神奇妙的安排下，透过召会众

长老和信徒们的支持，以及环境的催迫，

威廉斯终于明白主的旨意是要他到委内瑞

拉 全 时 间 事

奉，他也毅然

顺服。在多伦

多众召会的举

荐和欢送下，

他们夫妇两人

离开加拿大，

乘船前往委内瑞拉。1910 年 4 月 25 日清

晨 6 时，他们终于抵达委内瑞拉北部的卡

贝略港（Puerto Cabello），开始了长达 51

年的拓荒宣道旅程。 

在此事上，信实的主向威廉斯夫妇

和所有召会证明，祂依然是「耶和华以

勒」，只要我们愿意按照祂的方法，去做

祂的工作，就不会缺乏祂的供应。这点可

从《它还是可行》(It Can Be Done)一书获

得证实；此书是威廉斯在委内瑞拉长达 27

年的拓荒事工之记录

（注：在这 27 年里，

共有 22 个地方召会被

建立起来）。他的另

一本书《在委内瑞拉

新一天的拂晓》(The 

Dawn of a New Day in 

Venezuela，1948 年）

也述说神信实的供

应。这两本书记述了威廉斯的故事，且以

事实和个人经历为凭据，证明圣经所记载

的初期召会之样式还是可行的。 

萨沃德（Sidney J. Saword）是威廉

斯在委内瑞拉的同工。自 1923 年首次相

遇后，他们两人就成为亲密同工，一同为

主在委内瑞拉劳苦事奉。萨沃德这样描述

这位多年的同工：「从 1926 年直到 1961

年威廉斯离世与主同在为止，他和我在卡

贝略港（Puerto Cabello）住在同一个屋檐

下，在旧福音堂上面的双层公寓。虽然我

们来自非常不同的背景，我们却配搭得好；

他尊重我，我也尊重他。他展现辛勤劳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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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是我们年青工人的鼓

励和启发。他每日有固定的读经和祷告，

每早晨六时或更早就起身灵修。… 他也

是忠实的福音单张分派者、多产的写作者

和仁慈的探访者。他获得委内瑞拉信徒极

高的敬重，其生命和事奉在圣徒心中留下

无法磨灭的印象，并在塑造这个国家的主

工上有极大贡献  —  他按照属神的样式，

不采纳现代的创新方式来建立召会。」21 

威廉斯按照圣经的原则和样式建造

召会，其果效存留至今。按 2006 年 12 月

《信徒杂志》(Believer’s Magazine)的报道：

「今日在委内瑞拉有 155 个奉主名聚会的

召会。我

们 感 谢

神，他们

当中享有

合一。神

已在他们

当中兴起

敬畏祂的

人，这些人渴望看见召会的见证是按属神

样式保存下来。大部分的召会积极传扬福

音，为主见证，甚至能在没有全时间工人

的协助下每年进行一系列聚会。神赐福他

们，给他们能力，众召会就以这样的方式

被建立起来。许多召会有数个主日学事工，

并证实这是在新地区开始福音工作的极佳

方法。众召会也创办了五间学校，得以在

那里每日教导圣经。」22 

  

(I)        “虽然死了, 仍旧说话” 

长达 663 页的《翻转世界》一书，

简述了上两个世纪，上千名奉主名聚会的

主仆在世界各地的宣道事工。论到 1910

年开始在委内瑞拉事奉的威廉斯，此书评

述道：「这个弟兄给予 50 多年的舍己事

奉。他孜孜不倦地在福音事工上劳苦，继

续参与传福音的聚会，直到他离世的 4 个

月内。他的榜样大大地影响后来跟随他脚

踪的人。」23 

接近 1960 年，威廉斯的身体虽逐

渐衰弱，但心志仍然强盛。在他长期的病

痛中，他的妻子和萨沃德的妻子一同分担

照顾他的责任。1961年，威廉斯临终时，

她们和萨沃德都守护在他床边，见证他安

详地离世，归回天家的安息。最后，萨沃

德贴切地评述这位多年的同工：「正如亚

伯，他可以说是『虽然死了，仍旧说话』

（来 11:4）。威廉斯的生命可以综合在 罗

12:11 的话里：殷勤不懒惰；心里火热；

常常服事主。」24   但愿我们也是如此，

阿们。 

  

********************************** 

附录:  初期召会的原则 

与样式还是可行吗? 

 

在《它还是可行》(It Can Be Done)

一书中，到委内瑞拉拓荒宣道的威廉斯

（William Williams）在第一章就开宗明义

地写道：「从主在加利利山上给门徒大使命，

直到现今，无疑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常听人

说：『时代已大大改变了。』我们当然不否

认这点。『环境改变情况。』一般而言是这

样。『新时代需要新方法。』在商业领域确

是如此。『召会已发展成全球性的机构，所

以需要团体组织来满足各种需求，新约圣经

的原则今日无法实行了。』且慢！这就是我

们与众不同的地方。它还是可行的！」 

威廉斯接着引述主的大使命：「天

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

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

的名给他们施洗（原文：施浸）。凡我所吩

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

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8-20）。

他请读者留意大使命中四个显著的陈述： 

1) 所有权柄（KJV：All power）：表明主

掌握一切的权柄，所以唯独祂拥有权利

发此号令。 

2) 所有民族（KJV：All nations，《和合本》

译作：万民）：显明祂的心意是要世上

 
 

图为建于卡贝略(Puerto Cabello)的第

一间福音堂, 如今用作学校和印刷. 



84 
 

一切民族都听到福音，不管他们是什么

肤色的种族，奉行什么传统或风俗。 

3) 所有吩咐（KJV：All things，译作：

凡）：不仅要传福音，还要把神一切的

旨意（包括召会真理）教导信徒，而不

是随己意挑拣自己所好；「所有吩咐」

表明我们要按照使徒的样式来建立召会

（参 徒 2:42所谓的「使徒的教训」）。 

4) 所有日子（All the days，KJV：always，

中文圣经《和合本》

译作『常』）：主向

祂仆人保证有祂自己

特殊的同在，「所有

日子」都同在，直到

召会时代的结束。 

威廉斯在《它还

是可行》一书中，用了

长达 269页的篇幅，记述

了他在委内瑞拉如何进

行拓荒的事工，如何靠

圣灵的带领，按照新约

圣经的原则和召会的样

式，建立了一个又一个

的地方召会。他在此书

最后一章总结道：「我

们在过去 27 年里，努力

实践主在马太福音 28:18-20的大使命：『所

有权柄』、『所有民族』、『所有吩咐』、

『所有日子』。我们相信不存偏见的读者都

会说『它还是可行』。」 

他接着写道：「『所有权柄』（All 

power）：我们已证实祂仍是召会永活的头

（元首），有能力预备、差遣和支持祂的仆

人，正如祂对待保罗和其他初期召会的工人

一般。『所有民族』（All nations）：委内

瑞拉虽是其中一个最刚硬、最不健康的南美

洲共和国，但那里的人民已回应福音解放的

大能。『所有吩咐』(All things): 我们已证

实那合乎圣经的众召会, 仍然能被建立起来, 

并在没有定居的宣道士的情况下维持下去. 

『所有日子』（All the days，译作『常』）：

不靠任何的宣道会或委员会，我们证实主的

应许是可靠的（诗 34:8）。是的，祂在『所

有日子』与我们同在，因祂永不失信。」25 

——————————————————— 

1   根据 2010 年的资料，委内瑞拉的人

口约有 2 千 9 百万人，有 33%的麦士蒂索人、

32% 的白人、21% 的穆拉托人、8% 的非洲

黑人和 4% 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等。 

2        英国的查尔默尔斯（另译：森马士，

Thomas Chalmers，1780-1847）是爱丁堡的

神学教授。他带领 474 位传道人和牧师，以

及数千名平信徒组织了

苏格兰自由教会（Free 

Church of Scotland）。这

教会不受政府控制，不

受他人资助，而且热心

于传道工作。几乎所有

当时的苏格兰宣道士，

以及一些最优秀的学者，

都加入了自由教会。引

自 比尔·奥斯汀著，马杰

伟、许建人合译，《基

督教发展史》（香港九

龙：种籽出版社，1991

年），第 476 页。 

3      William Williams ，

Rabbi, Where Dwellest 

Thou? （ Richmond ，

Canada：T.S.A. Milne，1981），第 5-6 页。 

4       同上引，第 5-8 页。 

5      同上引，第 10, 13-17 页。 

6    布林格主义（Bullingerism）也被称

为「极端时代论」（ultra-dispensationalism

或 hyper-dispensationalism），源自圣公会学

者兼圣职人员布林格（E. W. Bullinger，

1837-1913）的教导。他主张基督徒召会

（Christian Church）是在使徒行传 28 章

（徒 28:28）才开始的，所以只有保罗的

「监狱书信」才适用于基督徒召会。布林格

强调，保罗之前的书信（如哥林多前后书、

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罗马书等等）和使徒行

传 28 章以前的教导，都是给犹太召会的

（Jewish Church），所以这些书信所记载的

洗礼和主的晚餐（圣餐）只适用于犹太召会，

与基督徒召会完全无关。因此，布林格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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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跟随者认为外邦召会的基督徒不必受洗，

也不必守主的晚餐。但这看法是错误的。 

7        西 2:6：「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

稣。就当遵祂而行。」事实上，这节所强调

的，是要遵主而行。主耶稣的吩咐是什么？

答案是：「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

吩咐你们的（包括守主的晚餐），都教训

他们遵守…」（太 28:19-20）。 

8       William Williams ， Rabbi ， Where 

Dwellest Thou？，第 18-19 页。 

9        至少有三本书籍的名是《将来的事》

（Things to Come），一是布林格所编写的

期刊（于 1894-1915 年按期出版，长达 21

期）；二是由奉主名聚会的弟兄考德威尔

（John R. Caldwell）于 20 世

纪初所写的文章合集（长达

22 章）；三是由达拉斯神学

院 教 授 潘 特 科 斯 （ J. D. 

Pentecost ）所著的书（ 于

1958 年出版）。读者切莫混淆，张冠李戴。 

10          William Williams ， Rabbi ， Where 

Dwellest Thou？，第 24-26 页。 

11           同上引，第 27-29 页。 

12        同上引，第 30-31 页。 

13         歌词摘自《万民颂扬》，第 327首。 

14         William Williams ， Rabbi ， Where 

Dwellest Thou？，第 32-33 页。 

15         同上引, 第 34-35 页. 

16         主在 太 28:19-20 颁赐的大使命中，

预告了召会的成立和运作。主吩咐众使徒去

传福音（参 可 16:15），使万民信主，学习

作门徒，给他们施浸后，还要教导他们遵守

一切主所吩咐使徒的  —  即恒心遵守使徒的

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徒 2:42）。

此乃召会按照神的心意所该有的样式。 

17       我们早期的弟兄们明白这重要真理，

所以不向人说：「我们是弟兄会信徒

（Brethren，大写的 B，属『专有名词』，

意谓专属某一教派）」，而是说：「我们是

基督徒」，或说「我们是奉主名聚会的基督

徒」，因「基督徒」一词是适用于所有属主

子民的称呼。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虽以「弟

兄们」（brethren，小写的 b，属于普通名

词而非专有名词）相称，却从不在自己的聚

会处挂上「弟兄会」（Brethren，大写的 B）

为招牌。可惜此真理现今已逐渐被人忽视。 

18           William Williams ， Rabbi ， Where 

Dwellest Thou？，第 47-48 页。 

19        同上引，第 36 页。 

20       笔者承认有些神学院的立场和讲师

是信仰纯正的基督徒学者，但无可否认的是，

现今有许多神学院的立场或其中的讲师是不

信派（现代主义者），不承认圣经为神那完

全无误的启示，不信圣经的

神迹等等。在这种良莠不齐

（好坏参杂）的情况下，若

要送信徒去神学院培训，就

必须谨慎明辨，三思而后行。 

21          William Williams ， Rabbi ， Where 

Dwellest Thou？，第 3，42，47 页。 

22         参 www.believersmagazine.com/bm.ph

p?i=20061211 。 

23        W. T. Stunt ， et al. ， 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 ： A Century of 

Missionary Endeavour （ Bath ： Echoes of 

Service，1972），第 220 页。奉主名聚会的

召会在委内瑞拉的宣道事工早在 1890 年代

就开始了，但拓荒的宣道士们在那里居留的

时间不长，先后离去。威廉斯却不同，他在

那里劳苦拓荒宣道数十年，建立了不少召会。

神也借着他的事奉，建立了第一间的福音堂。 

24          William Williams ， Rabbi ， Where 

Dwellest Thou？，第 3 页。 

25     William Williams ， The Pioneer 

Series: William Williams（Glasgow：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1988），第 18-19，268-

269 页。此书最初名为 It Can Be Done 或

Carrying Out the Great Commission in 

Venezuela。  

http://www.believersmagazine.com/bm.php?i=20061211
http://www.believersmagazine.com/bm.php?i=2006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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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篇 (一) 

传 福 音 的 

益处、方式与原则   

 

编译者注:  在 19 和 20 世纪的奉主名聚会当

中，神兴起了许多满有能力的传道人，

到处宣扬神的福音，拯救许多宝贵灵魂。

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更多这样的传道人，

故在本期《复苏刊》的「福音篇」中，

讨论有关传福音的益处、方式与原则。 

  

(A)       「传福音」对召会的益处 

(A.1)   传福音何等的重要！ 

从 罗 1:13-15，我们清楚知道神的

心意，是要信徒把传福音当作召会见证的

一部分。1   我们常听人说：「我们若不传

福 音 （ evangelize ） ， 就 会 成 为 化 石

（fossilize）！」某

位已归天家的主仆

曾说：「如果召会

没有继续赢得『新

血』（指得着新信

主之人），就会死

亡！」此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讲述一些

原则或方法，使福音信息能清楚与不断地

传扬，叫召会和未信主的人都能从中获益，

叫神得荣。 

  

(A.2)   传福音带来的益处！ 

任何聚会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荣耀

神和尊荣基督。有鉴于此，我们「说什么」

（指传福音的内容）和「怎样说」（指传

福音的方式），就非常重要。传福音若传

得好，基督就得尊荣。虽然这是任何聚会

（包括福音聚会）的首要目的，但传福音

还是会给召会带来以下种种的益处。 

  (一)   促进信徒对神的敬拜和称谢 

当人传扬基

督和祂的十字架

时，我们的灵感到

温 暖 （ 甚 至 激

动），我们的眼充

满泪水，我们的心

充满敬拜。我们感

谢神，因为再次听到我们常听到的、也是

我们所爱听到的信息。在我们内心深处，

我们不禁赞美道：「我们所仰慕、所崇拜

的神是多么的好啊！」 

 

  (二)   高举神的公义和圣洁 

在还未传达福音的好消息之前，讲

员需要指出人类彻底的堕落，以及需要为

自己的罪向神负责。这会对讲员和听众都

有严肃的重大影响。公义圣洁的神与污秽

犯罪的人相比之下，应该令罪人和犯罪的

信徒都深感罪疚而悔改。这导致失丧的人

得着救恩，犯罪的信徒得着恢复，有时也

使污秽的召会得着洁净。 

 

  (三)   宝贵灵魂得救和生命的改变 

当我们看到亲爱的灵魂深感罪孽深

重，福音的亮光照在他们黑暗心灵，使他

们因此信主得救，得着重生的生命时，那

是何等令人鼓舞的事啊！那些经历到「领

人信主之难产之痛」的人，永远不会忘记

这些宝贵灵魂得救的时刻。在一些例子中，

我们目睹重生得救如何改变了人的生命；

例如破裂婚姻得以挽救，破碎家庭得以重

建。此外，当召会看到

这些信主的人受浸，公

开在水中顺服主，并聚

集归入主至圣的名，

「出到营外」归向祂

（来 13:13），这一切

对召会而言肯定是何等

珍贵、何等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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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帮助地方召会信徒发展恩赐 

我们感谢神，因祂赐下传福音的恩

赐，兴起这些传道人去到异地传扬福音，

在那里建立新的工作，成立新的地方召会。

我们也感谢神，赐给地方召会有这样恩赐

的人。这些人得着操练和感动，要继续维

持召会的福音见证。我们深信召会是最好

的地方，让这样的恩赐得以发展，并且受

到公开承认。 

 

  (五)   增进信徒对神的真道之认识 

为了要传

扬纯正的福音信

息，讲员必须查

考圣经，牢记经

文，使他能满有

条理地传达福

音，并在讲道中需要时，随时能念出圣经

的经文。因此普遍上，靠着圣灵的帮助和

专心查考圣经，讲员对神的道和神自己将

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不管是为着福音聚会、

孩童聚会，或主日学的班级作传福音的准

备，都会间接促进那人灵命的成长。 

与此相关的是我们所谓的「撒种者

的种子」。有趣的是，当福音被传扬，那

些谨慎的听者将获得新见解、新洞见，可

将之记录下来或存在心里，将来向他人传

福音时可加以发挥和使用。大部分作传道

和教导的信徒，都会承认这正是他们所经

历的事实。 

 

  (六)   增加地方召会的信徒人数 

信徒人数的增加不该成为传福音的

首要原因。不过，当召会人数增加时，召

会的喜乐必会增加，这也有助于召会在当

地社区的见证。无论如何，在领人归主的

时候，我们应该避免使用任何施压的手段。

免得产生「怪异的孩子」。我们无法做到

只有圣灵能够做到的事（约 3:6）。但我

们必须在传福音的热诚上心中火热，并确

保我们处在不使圣灵担忧、不叫圣灵受阻

的属灵状况下，使更多的人信主得救，召

会得以出现更多新面孔。 

 

  (七)   使查经和其他聚会更多喜乐 

一件令人喜乐的事，就是看到信主

得救者出席查经或造就聚会，手中握笔准

备抄写，像鸟儿渴慕等待食物的喂养。查

经聚会因着他们的发问而变得生动有趣。

还有更大的喜乐，就是看到他们站起来祷

告，听他们为着神的儿子而感谢父神。他

们这方面的学习和成长，往往也鼓励和唤

醒一些沉睡已久或灵命倒退的信徒。  

总之，在传福音的聚会上，当福音

带着上头的能力而被清楚传扬，即使没有

人得救，我们也该喜乐，因为福音得以传

扬，基督得着高举。在福音聚会结束后的

谈话中，信徒因福音的传扬而心中受感，

彼此交通、互相分享，这是何等的喜乐啊！ 

如果我们听到有人因此信主得救, 我们的

喜乐就更大了. 2 

  

(B)       传福音的方式：私下见证和公开宣传 

(B.1)   大使命中的“传”之意义 

主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是：「你们

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

16:15）。请问「一对一」的私下证道

（或称「个人布道」）是履行大使命的一

切所需吗？肯定的，我们绝不低估信徒个

别在私下为主证道（personal witness）的

价值。在这方面，基督徒活出「行事为人

与福音相称」（腓

1:27）的生命肯定

是重要的。但问题

是，个别信徒的私

下证道是否就足以

履行主的使命？答

案是「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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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使命中的「传」字在原文不是指私下

证道，而是公开宣告，编译者按）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有四个希腊字被

用来翻译成英文的 preach（意即「传」）。

第一个字是在  林前 1:17 的  euaggelizô 

{G:2097}（KJV: preach the gospel），3   一

般上用来指传好消息（英文的 evangelize

源自此字），意谓用尽所有方式让人得知

这好消息。第二个字是在  林前 1:18 的

「道理」(KJV：the preaching)，4   希腊文

是 logos {G:3056} ，意即「道」（ the 

Word），它强调所要传扬的那一位「太

初就有的道（耶稣基督）」（西 1:28）。 

第三个字则是在 林前 1:21 的「道

理」（KJV：preaching），5   其希腊文是

kêrugma {G:2782}，意思和重点是福音的

实际真理（actual truths of the gospel；所以

《和合本》将之译作「道理」），例如挽

回（propitiation）、救赎（redemption）、

代罪（substitution）、和好（reconciliation）

及称义（justification）等等的真理。 

第四个字（也是最后一个）是 

林前 1:23 的 kêrussô {G:2784}，6   中

文 圣 经 《 和 合 本 》 译 作 「 传 」

（KJV：preach）。值得留意的是，

主耶稣在大使命中所用的「传」字就

是 kêrussô，7    这希腊字在新约中出

现 61 次，总是指传令官的公开宣告

（public declaration by a herald），传

福音者宣告好消息。圣灵很小心地使

用此字，当腓利在旷野私下向太监传福音

时，所用的字是 euaggelizô（即英文的 

evangelize ；徒 8:35），8   而不是像传令

官公开宣告（ kêrussô ）那样。 

神有绝对主权，可用任何祂所选择

的方式去传递信息给人。不过，我们需要

明白，神所设立的方式是：「人未曾信祂，

怎能求祂呢？未曾听见祂，怎能信祂呢？

没有传道的 （KJV：preacher），怎能听

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KJV：

preach）呢？」（罗 10:14-15）。 

上述的「传道的」和「传道」都是

kêrussô 一词，有传令官的公开宣告之意

（换言之，大使命中的「传福音」严格来

说，是指在大众面前公开宣讲福音，而非

私下向人作见证分享福音，编译者按）。 

  

(B.2)   现今的问题和挑战 

加拿大的主仆克劳福德（Norman 

Crawford）9  强调，公开宣传福音是福音

堂的特征之一。他写道：「那些来到北美

洲的福音拓荒者（gospel pioneers），心

中火热，要传福音拯救失丧灵魂，便称他

们传福音的地方（聚会处）为『福音堂』

（gospel hall）。他们从未教导说基督徒

属于福音堂，而是说福音堂属

于基督徒传福音的地方。」他

接着感叹道：「令人难过，甚

至困惑的是，许多曾经惯性地

宣传福音的召会，已经停止这

样做。对于这方面的失败，最

常听到的两个借口是：第一，

传福音给基督徒是毫无意义的；

第二，信徒在私下与人分享福

音是更好的办法。」 

克劳福德反对上述两个理由。首先，

他指出传福音给基督徒并非是毫无意义的。

他写道：「我们可用『给基督徒的福音』

（Gospel to Christians）来正确形容保罗所

写的两本书信  —  加拉太书和罗马书。此

外，哥林多前书是最清楚教导有关地方召

会的秩序和运作的书信，但它的三个主要

题目却是：十字架、神的召会和主的再来。

若说福音真理（十字架的道理）对信徒毫

无价值可言，那么这些在新约圣经中主要

书信的大部分内容，都不是给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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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克劳福德强调，信徒在私下

与人分享福音虽是重要的，但不足以履行

主的大使命，因大使命里的「传」字（希

腊原文 kêrussô ，可 16:15），其原意是指

传令官的公开宣告，所以是指公开的宣传

福音，而非私下的分享福音。再者，克劳

福德用以下真实故事，阐明公开宣传福音

的重要性。 

「 1946 年 1

月，主的仆人麦克贝

恩（ Lorne McBain）

邀我与他一同到芝加

哥负责一系列的福音

聚会。能与这位经验

丰富的传福音者同工

实为荣幸。诚然，多

年与他同工所学到的

功课，对我而言有无

比珍贵的价值。 

「记得有一

次，我们探访一个妇人。她就住在我们传

福音用的校舍旁边。虽然她还未参加过任

何福音聚会，但她对福音有兴趣。在第一

次的探访中，麦克贝恩向她清清楚楚地解

释有关我们在罪中的堕落，并唯一的解决

之法  —  基督的宝血。 

「我们离开她的住家之后，他说：

『那亲爱的妇人需要听到福音的传扬。』

我大惑不解，问他那妇人到底还有什么信

息是她在当天私下谈道时所没有听到的。

麦克贝恩耐心地向我解释说，神使用『宣

传之道』（the preached Word）来唤醒人

心，使人知罪，悔改归主。神的方式是使

用传福音者像传令官一般地说话，宣扬福

音（参 罗 10:14-15）。多年以后，我才完

全明白这功课的重要性。 」 

克劳福德总结道：「我们有伟大的

福音遗产（gospel heritage）。我们的思想

充满着蒙福时期的美好回忆，就是许多满

有恩赐的传福音者，大有能力地宣扬福音，

神也喜悦动工，拯救许多宝贵灵魂。即使

一个灵魂，都比全世界贵重得多。我们也

必须遵行大使命中的其余部分：『奉父、

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原文是施浸），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太 28:19-20）。让我们寻求从神而来的

帮助，忠心与完整地把主的使命持守下去，

直到祂的再来！」10 

  

(C)     「传福音」的重要原则 

(C.1)   传福音的重大影响 

为了使我们能正确和明智地传福音，

我们必须明白它的崇高原则。除非我自己

先明白某项真理，否则就无法清楚和简单

地表达它。因此，对于传福音，我们必须

拥有这方面的「操作知识」（working 

knowledge）。 

  

(C.2)   传福音的重要原则 

传福音要紧记原则一二三。「一」

是要了解传扬福音的传道人有一个基本责

任  —  务要传道！（Preach the WORD）。

神的「道」犹如种子一般，具有生命力，

并且靠着圣灵的工作，可以把这生命传授

给人。故事、例证、诗词、个人的轶事

（故事）等等，都有它们各自的功用和位

置，可在传福音时善加使用，但永不该取

代或减损属神真理的呈现，本末倒置。 

「二」是传福音者有两大蒙福目标，

即帮助人「…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

督」（徒 20:21）。我们现今的「后基督

徒时代」之新异教社会，越来越失去对神

的敬畏和尊重。论到人要为着自己今生所

做的一切向至高神负责，这观点对现代人

而言，是难以设想或接受的。因此，传福

音者有义务按圣经所启示的来把神表达给

人。有关祂的正

直、公义、慈爱、

怜悯等，都是必须

向听众传讲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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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宣传福音是要领人知罪悔改，归向基

督。如果只一昧地强调福音的简易性，而

没有适当地说明人的败坏和将面临的危险，

那么就容易导致肤浅和无生命的认信。 

「三」是传福音者有三大重要题目：

「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

们知道… 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

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林前 15:1-4）。

这三大题目是： 

1) 基督的死之价值（The Value of the 

Death of Christ）：传福音必须强调

「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方面

的真理包括：基督那独特为赎罪而受

的痛苦、救赎信者脱离罪恶，以及拯

救信者脱离永远的审判。 

2) 基督的道之真实（The Veracity of His 

Word）：传福音必须「照圣经所说」。

我们必须传讲神的道之权威、可靠性

和永恒性。我们若强调情感，诉诸情

绪或经历，那么我们便是把罪人的希

望，从无法动摇的磐石（圣经）转移

到易于移动的沙土（情绪）上。 

3) 基督复活之胜利（The Victory of His 

Resurrection）：传福音必须强调基督

「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这包括传扬祂是全能的救主，已荣耀

复活，坐在父神的宝座上，不久将会

再来接祂子民，并要建立祂永恒的国

度（腓 2:8-11；启 19:11-20:6）。 

明显地，不是每次的福音聚会都需

要详细解说这三大题目，但这三点都是我

们要常让听众知道的范围。愿神施恩给我

们，晓得如何宣传福音，使更多男女信主

得救（徒 14:1）。11 

  

(C.3)   传福音一定要谈罪的问题吗? 

很多人告诉我们，「传福音」意思

是传基督和祂钉十字架。他们不同意传讲

审判刑罚或阴间地狱、两条道路和两个结

局，甚至罪和悔改等题目。他们认为这一

切都太「严厉」了。他们建议我们在福音

聚会中必须更加仁慈，要传神的爱。 

虽然我不否认在慈爱和怜悯方面，

我们还有很多空间需要改进，需要传讲，

但我们必须忠诚与平衡地传达福音故事的

两方面（神的圣洁与慈爱）。偏于一方的

片面信息是不该被接受的；传福音者若要

合乎圣经和有效地传道，就必须保持平衡。 

我们福音信息的中心是十字架，以

及那位被钉死在那里、过后埋葬、第三天

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但为什么要有

十字架？为什么会有死亡？为什么主钉十

架时会有黑暗笼罩？

岂不是因为罪的缘

故吗？祂不是无罪

的基督吗？人的罪

不是一种与人无关

的抽象事物，而是

个人所能体验，也

能使个别罪人感到

罪疚的。 

  无疑的，我们的主耶稣对井旁的撒

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是何等谨慎，且充满

智慧，但也非常明确地引领她面对自己个

人的罪。妇人在较后的陈述中表明这点：

「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

我说出来了」（约 4:29）。当我们在传福

音的时候强调「罪」，我们的目的在于引

起良心的罪疚感。神的灵能够使用这点，

使罪人在神面前知罪和认罪（约 16:8-

11）。十字架是神给人的罪所开的解药。 

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为人的罪

付上如此昂高的代价？」身为犯罪堕落的

人类，我们几乎无法明白神的绝对圣洁。

甚至成了信徒，我们也对罪恶感到熟悉。

我们容易与世界不断滑落的道德标准妥协。

多年前，我们对某些罪恶的事感到惊讶，

无法接受，现在却开始认同，见怪不怪了。 

神却绝对不是这样：「你眼目清洁，

不看邪僻，不看奸恶」（哈 1:13）。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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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洁是罪人所必须面对的。神的圣洁在各

各他十架上没有妥协，而是全面彰显。被

悬挂十架的主耶稣在黑暗中呐喊道：「我

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太

27:46）。诗 22:3 给了我们这问题的答案：

因为「祢是圣洁的」。  

我们无法忘记那一幕，就是当我们

发现自己在神面前是个充满罪疚的罪人！

就在那里，在那

个情况下，神借

着祂的道（圣

经）以祂的灵

（圣灵）向我们

显明基督和祂已

完成的救赎工作！难道我们不该强调神已

使用的真理吗？这些都是满有功效、合乎

圣经、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原则（强调人的

罪与神的圣洁）。它们已被神使用，带领

多人悔改归主。 

简之，传福音时不可忽略这两大要

点，即人的罪和神的圣洁。我相信主会使

用这篇简短信息来帮助我们年轻的弟兄们，

去做更好的准备，可以在召会的福音聚会

上，按神的心意去传扬神的福音。12 

 

——————————————————— 

1   「宣传福音」（宣告与传讲福音）乃

是主的大使命，因祂在 可 16:15 向门徒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希腊文：kêrussô 

{G:2784}；KJV：preach ）福音给万民听」；

门徒过后也履行了主的大使命，「门徒出去，

到处宣传福音（希腊文：kêrussô {G:2784}；

KJV：preached ）。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

着，证实所传的道…」（可 16:20）。 

2    上文编译自 Clarence Black 所写的文章 

Profit To The Assembly – Part One，载 A. J. 

Higgins （comp.），Preaching the Gospel 

（Michigan：Truth & Tidings Inc., 2010），第7-10页。 

3   林前 1:17：「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

施洗，乃是为传福音 （希腊文：euaggelizô ；

KJV：preach the gospel ），并不用智慧的言语，

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4    林前 1:18：「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希

腊 文 ： logos ； KJV ： the preaching of the 

cross），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

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5   林前 1:21：「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

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

（希腊文：kêrugma  ；KJV：the foolishness 

of preaching ），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

的智慧了。」 

6   林前 1:23：「我们却是传（希腊文：

kêrussô ；KJV：preach ）钉十字架的基督，

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 

7    主耶稣在 可 16:15 给于祂的门徒大使

命，吩咐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

（希腊文：kêrussô ；KJV：preach ）福音给

万民听。」 

8    徒 8:35：「腓利就开口从这经上起，

对他传讲（希腊文： euaggelizô ； KJV： 

preached ）耶稣。」 

9    克劳福德（Norman Crawford）出生于

加拿大，父母移民自爱尔兰。因着对主的爱

和对失丧灵魂的关怀，他于 1946 年被召会举

荐，全时间事奉主，特别在加拿大、美国和

英国一带宣传福音，拯救失丧灵魂。他也是

基督徒月刊《真理与音信》（Truth and 

Tidings）的编辑长达 10 年之久，著有《聚集

归入祂的名》(Gathering Unto His Name)。 

10    上文编译自 Norman Crawford 所写的文

章 Profit To The Assembly – Part Two，载 A. J. 

Higgins（comp.），Preaching the Gospel，第 11-

14页。 

11    上文编译自 E. R. Higgins 所写的文章 

Principles Which We 

Stress – Part One，同上

引，第 19-20页。 

12           上文编译自 

Jon Procopio 所写的文

章 Principles Which We 

Stress – Part Two，同上

引，第 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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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篇 (二) 

传福音 

的预备 

 

编译者注:  传福音是一场属灵争战，绝不靠

人的力量，乃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虽

然如此，人也有当尽的本分，例如大卫

前去迎战歌利亚之前，虽然确信胜败乃

靠神的大能，却不忽略先尽本分做好准

备  —  「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

（撒上 17:40；当然包括平时练习用机

弦甩石）。传福音的人也当如此。就让

本文提供一些预备传福音的重要原则。 

  

(A)       福音信息的预备 

每个传道者需要按他个性的倾向

和承担的责任，为自己制定一套预备传

道的方式。不要模仿别人的作风，或因

别人预备的方法与你不同就加以批评非

议。不管你采用哪一种方式，预备福音

信息时，有几个基本步骤是必要的。要

谨记，我们要触及罪人的良知和心灵。  

本人在自己圣经的前页写下这一

番话：「我们奉差遣，不是去传社会学

而是救恩；不是经济学而是福音；不是

改革而是救赎；不是文化而是归信；不

是进展而是赦罪；不是新的社会秩序而

是新的出生；不是革命而是重生；不是

革新而是复兴；不是新的组织而是新的

创造；不是文明而是基督；我们是宣传

福音的大使而不是谈判妥协的外交官。」 

  (一)   选择福音的经文 

(The Selection of a Text) 
 

要养成做笔记的习惯。要把每日

读经时的领受用笔记录下来，储存起来，

这将有助于日后传道的使用。如果我们

亲身体验了某段经文，它更是向人传讲

的最好信息。 

要仔细阅读经文，读了再读，正

如一位已归天家、备受敬重的传福音者

向我说的：「你要尝试『更深地沉入』

经文中，以便你传讲它时，别人就会

『沉在水下』看得更清」（编译者注：

这比喻表明人在岸上看不清水里情况，

但我们若能「更深地沉入水中」，便能

看得更清楚，也能帮助别人「沉在水下」

看得更清）。 

使 徒 行 传

告诉我们，众使

徒传道时选择旧

约预言、我们主

的言语，以及圣灵启示给他们的教义。

一切都是与听众有关，简明易懂，并以

有条有理的方式传达出来。 

  

(二)   声明福音的主题 

(The Statement of the Subject) 
 

在寻找经文的信息时，我们必须

允许那段经文向我们展示它自己的结构

和意义。不要把那段经文应用在你已事

先决定好要作的陈述或声明（意即不可

断章取义，或把自己的意思读进经文中，

以己意取代经文原意，编译者按）。神

的道才是焦点，是信息的推动力，也是

罪人需要的答案。从经文预备信息时，

要恳切地祷告，谨慎地解经，并灵敏地

察觉圣灵的引领。 

为所传的福音题目「定下标题」

是很重要的，不仅是为了有秩序地传讲，

也是为了启发心思，引人入胜。福音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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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人永恒的归宿，是严肃的课题，所以

避免选用轻浮怪异的标题。传福音时要

诚恳、富有同情心，要简明易懂，不转

弯抹角。最理想是我们要在「圣所」中，

得着在「主面前」学到的主题和经文，

那是不需要靠特别标题来强调的真理。 

  站在会众面前，以我们荣耀的主

和救赎主的圣名，传讲从永生神而来的

福音信息，这是何等大的尊贵荣耀啊！

诚愿每个传道者都像一位老清教徒所写

的那样：「他从（那如活水泉源的）书

中之书提取他的信息，他在那里畅饮，

得以存活；他主要的特征并非他是一个

机智的人，而是圣洁与诚恳的人，正如

他常祈求的：『哦，主啊，拯救我的百

姓，并教导他们遵行祢的旨意。』」1 

   

(B)       预备传福音(传道)的重要原则 

在 预 备

传福音方面，

确实有许多方

法。我们承认

没有固定的方

程式。虽有不

同的观点或看法，但它仍有一些长久不

变的原则（principles）。我们希望靠着

圣灵的恩惠和帮助，能给大家一些原则

或指引，并圣经对此重要题目的概观。 

  

 (一)   原则一: 明白有责任作准备 

我们注意到神所用来传福音的器

皿（指传道人）与他本身的预备是息息

相关、无法分割的。神按祂的主权来预

备器皿，但器皿也有责任预备信息。在

预备传道方面，我们的主耶稣是最好的

榜样与模式（pattern）。请留意：首先，

祂喜爱神的道，「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诗1:2；参 太4:4, 7, 10）。 

其次是祷告。在路加福音，主耶

稣是祷告生活的最佳榜样（参 路 3:21；

5:16；6:12；9:18,28,29：11:1；22:32,44；

23:34, 46 等）。

第三是关爱失丧

的灵魂。在  太

9:36，我们看见

祂对失丧灵魂的

关爱与怜悯是无

以伦比的。以上这「三股合成的绳子，

不容易折断」（传 4:12）。在这三方面，

祂是独特超绝的，值得我们效法。 

 

 (二)   原则二: 必须仔细阅读圣经 

要预备传福音，就要仔细读圣经

（参 传 12:9：「传道者因有智慧，仍将

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查，又陈

说许多箴言」）。这是势在必行的！我

们要连贯性地读福音书，罗马书和使徒

行传。 

福音书教导我们关于福音的「重

要特征」，使我们看见彰显在基督身上

的福音要素（例如：神的圣洁公义、慈

爱怜悯、施恩拯救等等）。罗马书则是

那位在基督以外最伟大的灵魂赢取者

（soul-winner）  —  使徒保罗  —  所写

的福音教义（doctrine）。使徒行传是福

音的示范（demonstration），使我们看

见福音的大能和果效。查考与研究这些

书卷将使我们在预备信息方面大得鼓舞

和帮助。 

  我们必须时常谨记，为传道作预

备不是为了讲一篇好的道来获取人的称

赞，而是宣告神的信息。神的信息必须

取自圣经。

圣经是永不

朽坏、绝无

谬误、神所

吹气 (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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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示)、赐人生命的道。它是我们预备传

道时不可或缺的。要读圣经  —  让它以

其丰富的内容喂饱你的心灵。要读圣

经  —  让它帮助你成长，使你过后能与

人分享圣经，传达真道。神的道满有洁

净灵魂的功效，使人爱慕基督。 

 

(三)   原则三: 必须以祷告等候神 

为传福音作准备时，我们必须以

祷告来等候神。在主面前的祷告将点燃

心中热火，激励人

去为失丧灵魂的永

恒归宿而劳苦传道

（加 4:19)。在私下

为失丧灵魂祷告，

仿佛进行一场属灵

的摔跤，是赢取灵

魂者所当吸取的

「新鲜空气」。有者比喻麦其尼（R. M. 

McCheyne）室内的墙可见证他殷勤的祷

告。祷告是预备传道的有效秘密武器，

无一物可取而代之。 

亲爱的弟兄，对于预备传道方面，

我担心现代的看法是轻率和空洞的！即

使在这「按钮」、「快速行动」、「追

求娱乐」、「浪费光阴」、「电脑控制

的时代」，传道人也必须牺牲时间去与

神独处，静听神的声音，让罪人的呼求

声充满他的灵魂。这将使他所传的道产

生严肃气氛，却同时充满怜悯之情。若

神对世人无条件的爱充满传道者的心，

所传的道便会产生永恒的功效。 

  已归天家的诺克斯（Frank Knox）

贴切描述道：「在未显露你自己以前，

先隐藏你自己，不然就会显露你自己的

愚拙。有个危险，就是我们注视传道者

的讲章，胜过听道者的灵魂；注视传道

本身，过于将亡的灵魂！祷告是最优先

的事！「我们在讲台上软弱，是因为我

们在密室里软弱（喻指在私下或暗地里

的祷告软弱不足）。」以赛亚是先见到

主何等的荣耀，然后见到自己何等的罪

恶，过后才奉差遣传道给一群何等绝望

的人。这个顺序有何等深重的意义啊！ 

   

(四)   原则四: 应多阅读好的传记 

神在过去的

世代曾重用好些人

传福音。阅读一些

有关他们生平的书

籍，能帮助我们为

传 道 作 更 好 的 准

备。一些好书也出

自他们的手笔，这些人如约翰·班扬（或

俗称「本仁约翰」、John Bunyan）、麦

其尼（Murray McCheyne）、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司布

真 （ Charles. H. 

Spurgeon）、到非

洲拓荒的勇士（如

李文斯顿【 David 

Livingstone 】 、 阿

诺特【Frederick S. 

Arnot】等等）、开

拓与建立许多召会

的敬虔圣徒，还有

许 许 多 多 这 类 的

人，阅读他们的传

记和书籍，使我们

心中火热，能更有

效地预备信息。 

这方面的预备是需要抽出时间，

牺牲其他活动；或者该说「要有纪律」。

纯正的属灵伟人传记有助于我们预备宣

传荣耀的福音。网络与资讯的发达使现

今的我们更有优势，能更容易获取这方

面的资料或记录。  

 
 

 R. M. McCheyne 

 
  

Jonathan Edwards 

  
  

John Bunyan 

  
  

C. H. Spurg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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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原则五: 必须存着正确心态 

我们的心必须充满三件事：（1）

以基督为中心（Centrality of CHRIST）；

（ 2 ）让人确知有罪（ Conviction of 

SIN ） ； 以 及 （ 3 ）失 丧 者的 结 局

（Consequences of the LOST）。在预备

信息时，这三件事应该占据我们的灵魂。 

传福音时，要叫听众明白基督是

「神所差遣的人」。信息必须热切，也

叫人省察自己；信息必须清楚，也让人

感到严肃；信息针对个人，叫人确信神

拯救。苏格兰的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2  虽是不信神的怀疑论者，

却在某天早晨去

听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 ）那充

满能力的传道。

有人问他既然不

信，为何又去听

这样的信息？他

反驳道：「那位传道人深信这信息！」  

在传福音的事上懒散怠惰，确实

是个悲剧！传道者必须肯花时间，认真

做好准备。私下影响我们的事，会在传

道时公开地显露出来。作为基督的福音

大使（ambassadors），我们要热切和严

肃地宣告这由圣灵所感动、能够赢取灵

魂的属天信息。  

 

(六)   原则六: 完全倚靠神的圣灵 

传福音的预备需要完全倚靠神的

圣灵。我把此事放在最后才谈，为要让

它更深地印在我们的心版上。在传福音

时，你可以言词流畅，却没有生命；你

可以条理分明，却没有能力；你可以事

实具备，却没有感受。上述情况是我们

所该担心，所该关注的，尤其是当我们

预备面对那些将要永远在天堂或地狱里

的罪人。 

今天迫切需要的，是在神面前作

「预备好了的器皿」，站出来时，能带

着神圣燃烧的爱火  —  对失丧与沉沦罪

人的热爱之情。诚愿我们的神以这重大

事件感动我们的心，兴起一群有以下特

质的年轻人：有祷告、有热诚、有异象、

有行动！  

我们看见

耕种了却无收

成；网撒了却无

鱼获；信息传

了、获得赞许，

却无成果；这一

切都该叫我们在神面前谦卑自省！这一

切或许表明我们私下的软弱和无力。 

让我们以自我省察的话作结束。

我们需要在隐秘处复兴。我们需要在私

底下靠圣灵做准备。我们可能在传达福

音方面没有失败，却在私下预备方面失

败了！我们在这些事上的「小复兴」也

肯定是我们所渴慕和期待的，但我们愿

意付上代价吗？ 

私下的预备比公开的传讲更为重

要。代价虽大，但赏赐更大，是值得我

们付出的。所该重视及优先考虑的事情

如下：我们对基督的爱有所回应、器皿

要作预备、看见失丧灵魂的悲剧、心被

拯救灵魂的福音信息所激励、所鼓动。

有了这一切，复兴便指日可待！ 

 

(C) 总结 

 上述所言是出于内心在神面前的

深省，特别是当我们思考这非常重要与

迫切需要的主题。我们的心在神面前该

有的态度是：

「主啊，赐我

在私底下有颗

爱慕失丧灵魂

的心。帮助我

   
  

休谟 David H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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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祢面前独处来预备我的心。帮助我明

白拯救灵魂全赖静听祢的声音。」这是

何其奥妙！何其真实！何其严肃！ 

能成为一个预备好的器皿来传扬

预备好的信息，是何其尊荣啊！我们需

要的人，是那些愿意付出而被神使用的

人，是那些愿意劳苦和祷告的人，是那

些愿意儆醒和为失丧灵魂痛哭的人。3 

 

************************************ 

附录一 ：倚靠圣灵就不用准备？ 

 

讲道者（包括传福音者）对讲道的

「态度」往往决定他在讲道事奉上可达到

的「高度」。一般而言，讲道者的态度容

易失衡而有所偏差。有人讲道前花了很多

时间查考圣经，研究原文字句，研读各样

属灵书籍，却不注重祷告，不求神赐下圣

言，也不把所要讲的全交托给神。 

另一方面，有人则强调说：「既然

讲道全靠神，那就不用作太多的准备，甚

至不必准备，让圣灵带领就行！」究竟讲

道者或传道人应该采纳哪一种态度呢？ 

针对此问题，有位主所重用的仆人

给于适切的忠告：「他（传道者）为所要

讲的信息祷告，仿佛一切都有赖于神；他

准备所要讲的信息，仿佛一切都有赖于他；

他传讲信息（要注意听者），仿佛一切都

有赖于听众。4   这平衡中肯的答案正是讲

道者或传道人所该具备的正确心态。 

 

************************************ 

附录二 ：讲道前的祷告 

 

不少人讲道（包括传福音）之前花

很多时间去思考和寻索资料（这并没有

错），却忽略一件必须先做的事，即跪在

神面前恳切祷告。先知但以理未在王面前

说话（为王解梦）之前，先与他的三个同

伴向神祷告，「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

这奥秘的事指明」（但 2:18），因他深知

「智慧能力都属乎祂」（但 2:20）。 

我们也当学习但以理的榜样  —  先

向神说话，才向人说话！在未上讲台向人

说话以前，我们应该先在私下向神说话  

—  祷告，求神赐下祂的道，并赐智慧与

恩惠去明白和传讲这道，也求圣灵感动所

有听道者的心去领受真道。 

 

—————————————————— 

1   上文编译自 James N. Smith所写的文章 

Preparing For The Message – Part One，载 A. J. 

Higgins （ comp. ） ， Preaching the Gospel

（Michigan：Truth & Tidings Inc.，2010），第

23-26页。 

2    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是

苏格兰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在他的哲学系

统中，自然律便是秩序的骨干，所以他对任

何容许有神或神迹的思想都抱着敌对的态度。 

3    上文编译自 Albert Hull 所写的文章 

Preparing For The Message – Part Two，载 A. J. 

Higgins（comp.），Preaching the Gospel，第

27-30页。 

4  这句话在英文是：He PRAY over his 

message as though everything depended upon 

God。He PREPARE his message as though 

everything depended upon him 。 He 

PREACH his message as though everything 

depended upon the listeners。 

对祷告有很深领悟的布奥兹（Edward 

M. Bounds）在所著的《讲道与祷告》

（Preaching and Praying）一书中说：

「今天教会的需要，不是多设机构，

多谈组织，多讲方法，而是得着圣灵

可使用的人  —  也就是祷告的人，大有

能力祷告的人。… 圣灵不降临在组织

上，而是降临在人身上；圣灵不浇灌

计划，乃是浇灌人  —  祷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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