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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基督徒要查考天国的比喻？

• 著名圣经学者纽贝里
(Thomas Newberry)

贴切指出, 天国的比

喻正如写给亚细亚七
召会的信息(启示录2-

3章), 是按照年代顺序

来表明召会历史的进
程, 直到主的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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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三 : 芥菜种的比喻
(太13:31-32)



天国的比喻

什么是芥菜种 ???









芥菜种的比喻

• 芥菜种 = 本是小的 = 天国/召会的开始是微
小的(太13:32)

• “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太
13:32) = 不均衡(disproportionate)或反常/

变态的成长(abnormal growth) = 基督教界
(Christendom) = 变质的天国/召会

• 树 = 属世权势的象征(symbol of world 

power); 例如: 巴比伦帝国权势(但4:12)、亚
述帝国的权势(结31:3-6)



芥菜种的比喻

• 飞鸟 = 恶者(the wicked one, 太13:19)

• 天上的飞鸟(birds of the air)来宿在他的枝上
(太13:32) = 恶魔势力进到基督教界中

• = 夸耀其物质的财力和政治的影响力

• =“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 (

或作:牢狱; 下同), 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
巢穴”(启18:2).



启1:20：“论到你所看见、
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
秘… 七灯台就是七个召会(教会).”

启示录 第2-3章：启示录的七召会



启示录的七个召会

以弗所

士每拿

别迦摩 推雅推喇

撒狄
非拉铁非

老底嘉



以弗所 — 使徒后期的召会(主后70-170)

士每拿 — 为主殉道的召会(主后170-312)

别迦摩 — 国教时期的召会(主后312-606)

推雅推喇 — 教皇掌权的召会(主后606-主再来)

撒狄 — 宗教改革的召会(主后1517-主再来)

非拉铁非 — 真理复兴的召会(主后1750-主再来)

老底嘉 — 人权灵恩的召会(主后1900主再来)

召会历史上的七个时期

七召会
七时期

七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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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IN HOC SIGNO VINCES

"In this Sign You Will Conquer" 

Emperor Constantine vision of the cross 

before a batte in Milvian Bridge in the year 312



Chi-Rho Symbol
• In the spring of A.D. 311, Constantine and his 

force of about 40,000 troops marched 
toward Rome to confront the more 
numerous forces of Maxentius

• In the evening Constantine saw a vision in 
the sky which was described as a bright cross 
with the words “By this sign conquer.” 

• According to Constantine’s account, Jesus 
Christ told him in a dream to take the cross 
into battle as his standard. 

• Constantine commanded to mark every 
soldier’s shield with the Chi-Rho symbol-
thought to be an early Christian sign 
identifying allegiance to Christ.



The battle was 

fought at Mirvian 

Brige because 

Maxentian choose 

to face Constantine 

at the bridge, and 

Constantine won!



别迦摩:国教时期的召会

1. 主后312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在交
战前于异象中看见十字架,结果此战他得胜后,便
归功于基督

2. 主后313年,君士坦丁通过“宽容法令”(Edict of 
Toleration)准许基督徒有信仰自由,并能得回逼迫
时期所夺去或没收的财产

3. 君士坦丁下令宣布基督信仰为国教,并给予教会
领袖(特别在首都罗马者)在宗教及政治上极大的
权柄

4. 许多人为了讨好皇帝和获得高职而在“外表上信
奉”基督信仰.这是信仰和政治“结婚”(联合)的
悲剧 (别迦摩意即“婚姻上的喇合”)

5. 主后431年, 天主教开始敬拜马利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