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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的话        

  归回根基 

  建造神家 
 

「从前所写

的圣经，都是为教

训我们写的」（罗 15:4；《吕振中》译本

译作：「凡从前所写的经，都是要让我们

受教训而写的」；参 林前 10:11）。神借

着使徒保罗在这句话中设立了一个原则：

旧约圣经所记载有关以色列的历史事迹，

都是为要让今日神的所有百姓（指召会信

徒）受教训而写的。 

对于以色列人被掳归回后的历史，

罗杰斯（William Rodgers）评述道：「在

以色列的历史上，或许没有任何阶段的教

训比这阶段更具有适合现今所需的教训，

这阶段的背景环境与我们今日的处境有非

常鲜明的共同点，而这阶段的情况记载于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的故事，

以及这段时期的先知书如哈该书、撒迦利

亚书和玛拉基书。」1 

巴比伦是拜偶像的中心。源于巴比

伦的各种偶像和异教曾严重地影响神的百

姓离开神的话，使他们拜偶像得罪神，结

果遭神审判，被掳到巴比伦 70 年。到了

日期满足的时候，全能的神按着祂的应许

施恩动工，感动波斯王的心，使他下令允

许神的百姓归回耶路撒冷，重新建造（拉

1:1-4）。 

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回归故土主

要有三次：(1) 主前 538年：由所罗巴伯和

约书亚率领（拉 1-6 章；哈该书；撒迦利

亚书）；(2) 主前 458 年：由以斯拉率领

（拉 7-10 章）；(3) 主前 445 年（有学者

认为是主前 444 年）：由尼希米率领（尼

2:1-6）。第一次归回重建了圣殿；第二次

归回重建了圣民；第三次归回重建了城墙。 

  在召会历史上也有相似情况。魔鬼

撒但在第四世纪借着「政教合一」使召会

开始变质，逐渐发展成罗马天主教（犹如

芥菜种变质成为天上飞鸟住宿的大树，太

13:31-32；参 启 18:2）。2  魔鬼借着罗马

天主教把「巴比伦的酵」带入神的百姓当

中，以种种属人的传统谬论（注：酵可预

表错误教义，加 5:4,7,9），取代了属神的

圣经真理（就如妇人把面酵藏在三斗面里，

使全团发胀起来，太 13:33），导致神的

百姓普遍上离开神的真道，「犹如被掳到

巴比伦」，惨遭巴比伦异教所辖制和败坏

（注：Alexander Hislop 在其所著的 The 

Two Babylons 一书中，强有力地证明罗马

天主教许多错误教义乃源自巴比伦）。 

然而，神在 16 世纪兴起了「被掳

归回潮」。1517 年，神借着马丁路德兴起

了历史学家所谓的「宗教改革运动」，重

现「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在「归回圣

经」的口号下，许多基督徒因看清某些圣

经真理而离开罗马天主教，仿佛神的百姓

「离开巴比伦」。可惜这些改革者寻获一

些圣经真理的同时，却保留了一些天主教

的错误制度和传统，结果产生各大宗派，

无法在真道上合一，使「全面归回圣经」

的努力受挫，无法遵守一切的召会真理，

不能完全实践我们的主在大使命中所颁布

的旨意  —  「作门徒 = 传福音 + 行浸礼 + 

守真理」（太 28:19-20；可 16:15）。3 

人虽然失信，但神仍是可信的，仍

然赐下真理的光，帮助那些愿意顺从祂的

百姓去履行主的大使命。祂在 19 世纪 20

至 40 年代左右，再次兴起「被掳归回

潮」。许多基督徒在圣经真理的光照和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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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大能的带领下，立志「全面归回圣经」。

他们离开天主教或各自的宗派，秉持主在 

太 18:20 所赐的应许，单单奉主名聚会

（原文作：聚集归入主的名）。这群奉主

名聚会的基督徒，不愿接受任何宗派名称

（纵然有人误称他们为「弟兄会」）。由

于他们以圣经为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与

唯一权威，没有被任何信经或教条所捆锁，

所以他们有自由思考与奉行圣经所教导的

一切真理。 

犹太人首次被掳归回时，他们首要

任务是重建圣殿，恢复敬拜。我们读到

「…耶书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

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

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

写 的 ， 在 坛 上 献 燔

祭。他们在原有的根

基上筑坛… 百姓到了

耶 路 撒 冷 神 殿 的 地

方… 祭司、利未人，

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

撒冷的人，都兴工建

造… 匠人立耶和华殿

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萨的

子孙利未人敲钹，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

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拉 3:2-3, 10）。 

拉 3:2,8,10 记载众祭司被掳归回之

后，就筑坛献祭，履行敬拜和事奉的职分。

照样，19世纪这群奉主名聚会的早期弟兄

们弃绝圣品阶级之分，不靠按立的牧师主

领圣餐，因为他们愿意完全按照「书上所

写的」，即遵照新约圣经的教导，弃绝

「圣品人」与「平信徒」之分，全面实践

「所有信徒皆祭司」的真理，特别是借着

「主的晚餐」向神献上赞美敬拜的祭，履

行敬拜和事奉的祭司职分。我们已在上一

期的《复苏刊》，用至少七篇文章说明奉

主名聚会的早期弟兄们如何按照圣经遵守

「主的晚餐」，并全面实践「所有信徒皆

祭司」的真理。 

简言之，这群被误称为「弟兄会」

的基督徒，全面恢复了「所有信徒皆祭司」

的真理，履行「祭司职分的敬拜和事奉」。

他们犹如旧约被掳归回的百姓：（一）忠

实地按「书上所写的」 — 遵照新约圣经

的教导；（二）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 

—  归回最初的圣经原则和样式；（三）

「在坛上献燔祭」 —  恢复了合乎圣经的

敬拜和事奉。他们力图履行主的大使命  

—  广传恩惠的福音，奉行合乎圣经的浸

礼，遵守主借使徒所吩咐的一切真理。他

们以履行上述三大吩咐来「作主的门徒」。

他们努力「归回原有的根基」（归回最初

的圣经原则），按照圣经所教导的原则和

样式来「建造神的家」（神的召会）。 

「归回根基，建造神家」 —  此乃

本期《复苏刊》的主题！我们在此要追溯

历史，重温我们奉主名

聚会的先贤们如何归回

原有的根基，建造神的

家。为此，我们以三篇

「历史篇」来认识或重

温「谁是被称为『弟兄

会』的信徒？」，再以

三篇「人物篇」回顾我

们早期的三位弟兄如何「归回根基」，照

圣经所教导的原则，履行主的大使命  —  

「作门徒 = 传福音 + 行浸礼 + 守真理」。 

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在建造神的殿时

遭受敌人攻击，导致「神殿（原文作：神

的家）的工程就停止了」（拉 4:24），直

到神借着大利乌王的介入，此工程才获准

继续直到完工（拉 6:1-22）。尼希米建造

耶路撒冷的城墙时也遭到敌人攻击，因他

们要破坏神的工（尼 4-6 章）。但在这一

切敌人背后操控的，乃是魔鬼。神借着先

知撒迦利亚的异象，让我们看见那与被掳

归回者（神的百姓）敌对的灵界魔头  —  

魔鬼撒但，「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

书亚（代表以色列国民）站在耶和华的使

者面前；撒但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

作对」（亚 3:1）。 

任何按神旨意建造神家的工程，肯

定遭到魔鬼撒但的攻击和破坏。无可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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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达秘（J. N. Darby）是神所重用的仆

人，神借着祂恢复了许多宝贵的召会真理。

可惜他为了对付错误道理的扩散而轻忽了

「召会是独立自治」的原则，跌入恶者魔

鬼的圈套，导致弟兄们当中发生分裂。先

是普利茅斯的召会中有弟兄（ B. W. 

Newton）教导错误道理。达秘过后要求所

有地方召会与普利茅斯召会断绝交通，甚

至要求凡接纳此召会信徒的，都要被断绝

交通。针对这点，弟兄们有者赞同，有者

反对，导致弟兄们于 1848 年分裂成二，

被称为「封闭」和「开放」的弟兄们

（exclusive and open brethren）。此事实令

人痛心。达秘到了临终之前，对弟兄们的

分裂深感遗憾，但已无法挽回。 

为此，我们在教义篇（一）刊登

「地方召会的独立性与相互关系」一文，

阐明神在圣经中所教导的原则是各个地方

召会独立自治，单独向主负责，不受外人

干涉。求主帮助我们认清与持定此真理，

完全弃绝任何中央集权的制度，以免重蹈

覆辙，走回这翻过车的老路。 

还有一事必须提出。詹姆斯·安德

森（James Anderson）写道：「我们早期

的历史上有个遗憾的事，那就是我们早期

的弟兄们（early brethren）纵然全都渴慕

归回圣经，但他们当中并非所有人都采纳

合乎圣经教导的洗礼。达秘（J. N. Darby）

和那些随同他的人采纳了洗礼的正确方式

（即浸礼），但施行在错误的人身上，即

婴儿或婴孩身上。我们必须承认，连马丁

路德（Martin Luther）、加尔文（ John 

Calvin）和伊拉斯姆（Erasmus）也都表明

圣经中完全找不到为婴孩施洗的做法。 

「在早期弟兄们的历史上，1848年

是个可悲的一年（因为他们当中分裂为两

派）。无论如何，一个值得庆幸的结果是，

我们可离开这种对洗礼的错误解释，将此

错误留在『封闭主义』（Exclusivism）当

中。」4【注：即使在所谓的『封闭弟兄

会』中，并非每一个信徒都接受婴儿洗

礼】。我们坚决反对为婴儿施洗（infant 

baptism），因为它违反了圣经明确的教导，

请阅读本期教义篇（二）：婴儿洗礼合乎

圣经的教导？ 

撒但也力图把错误的神学教义和世

俗主义带入召会当中，以破坏神家的见证；

例如许多我们早期的弟兄们因查考圣经而

逐渐看清「加尔文主义」如何违反了圣经

整体的教导，因而弃绝此失衡的「片面神

学」而归回圣经。但「加尔文主义」现今

借着一些「归正神学讲座」和其他管道，

再次入侵召会，导致一些召会的信徒开始

受其误导而离开圣经整体的教导。为此，

我们在教义篇（三）刊登我们早期弟兄麦

敬道（C. H. Mackintosh）的文章 —  「片

面神学：加尔文主义和亚米纽斯主义」。

他正确地评论道：「让我们... 拒绝任何无

法通过圣经试验的神学理论。任何神学系

统若无法通过神话语中完整真理的试验，

我们就该质疑那系统的正确性。」 

此外，世俗的女权运动也影响召会，

导致头权的真理（headship）逐渐受到破

坏。我们在上个世纪、在非洲全时间事奉

主将近半个世纪的弟兄威尔逊（T. E. 

Wilson，1902-1996）清楚指出，早期弟

兄们因注重「归回圣经」而强调女人在召

会中的角色。「她们应当沉静，不可在召

会中公开讲道（林前 14:34；提前 2:11-

15）。为了表明她顺服此规条（ordinance，

指顺服头权的真理），她蒙上头巾（林前

11:1-16）。」5 

可惜现今不少奉主名聚会的信徒认

为「蒙头」是第一世纪哥林多人的传统，

21世纪的我们不再需要遵守。对于此事，

我们请读者带着客观的心，祷告的灵，阅

读教义篇（四）：「蒙头  —  可有可无的

传统？」至于女人讲道方面，我们请读者

上《家信文库》阅读「女人的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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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会真理 4 女人的职事/ 。 

被掳归回、为神建造的犹太百姓，

除了面对外在的攻击，还有内部的败坏。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召会真理4女人的职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召会真理4女人的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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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建造神的殿或圣城的墙，都面对神

百姓自己内部的问题，例如不少人因只顾

自己的房屋而忽略了神的家 (哈 1:4,9）、

没有分别为圣（娶异族女为妻，拉 9-10

章）、干犯神的律法（尼 13:4-29）等等。

更甚的是，过了一、两百年，到了玛拉基

时代，祭司职任和献祭敬拜的事都受到玷

污或破坏（玛 1:6-10；2:8；也参 尼 13:27-

29），情形每况愈下。 

回顾召会历史，早期的弟兄们有个

特征，就是积极在家乡和海外宣传福音。

威尔逊（T. E. Wilson）正确指出：「据说

以他们在家乡本地召会的人数而言，弟兄

们的召会比起其他任何福音派团体，在全

球大部分地方有更多全职的宣道士（指宣

教士）。他们效法葛若弗斯和慕勒的榜样，

被自己的地方召会举荐而出去传道，没有

固定的薪水，只凭简单的信心仰望神来供

应他们日常的需用。」6 

可惜过了两、三代，不少奉主名的

召会已逐渐失去传福音的热诚。在奉主名

聚会中长大的新一代信徒，在学业、工作

和家庭的忙碌中，已渐渐忘了为何早期弟

兄们使用「福音堂」、「福音中心」等作

为聚会场所的名称。为此，我们在本期刊

登三篇「宣道篇」，求主借此开启年轻一

代的心眼，挑旺起他们心中传福音的热火，

为主和靠主装备自己，去承传早期弟兄们

的宣道火炬。 

另 一 位 主 仆 麦 克 义 （ Harold 

Mackay）正确指出，所谓的「弟兄运动」

（brethren movement）其实是「圣灵运

动」，即圣灵呼召神的召会「归回合乎圣

经的简纯性之原本地位。」7 他也一针见

血地写道：「今日，基督徒弟兄们的众召

会不在乎延续一个 19 世纪的运动，乃是

在乎持守新约圣经中使徒所教导的原则和

做法。虽然他们感激 19 世纪的弟兄们，

因为这群早期弟兄们开拓了那归回圣经样

式的道路，但在召会事务上需要作出决定

时，所发的关键问题并非『过去的早期弟

兄们怎么做? 』 ，而是『圣经怎么说? 』」 

 这一点至关重要！诚如早期弟兄们

的领袖之一  —  慕勒（George Muller）所

说的：「在判断属灵的事上，只有神的道

（the word of God alone）是我们的标准；

也只有圣灵能解释神的道；无论是在我们

这世代，或之前的世代，圣灵是神百姓的

教师。... 只有圣灵能教导我们关于我们本

性的状况，指示我们需要一位救主，使我

们相信基督，向我们解释圣经，帮助我们

传道等等。 

「开始明白这最后一点，对我有很

大的影响；因为主使我用本身的经历来验

证此事，即把注释书和几乎所有其他的书

籍都放在一旁，单单阅读和查考神的道。

其结果是，当我第一晚把自己关在房间，

专心祷告和思想神的道时，我在数个小时

所学到的，比我之前数个月所学到的还要

多。然而，特别不同的是，当我这样做，

我的心灵领受了真正的力量。我现在开始

以圣经来测验我所

学到和看到的事，

并发现只有经得起

验证的原则，才真

正有价值。」 

 奉主名聚会的早期弟兄们所秉持的

精神，就是完全「归回圣经、唯独圣经」。

他们不愿被任何信经教条所捆绑，只以圣

经为最高权威和独一准则。他们强调四大

自由，第一项就是「恢复在我思想中思考

神话语的自由」。他们普遍上努力放下人

的制度，抛弃宗派的枷锁，追求自由地思

考和实践神的话，力求遵守新约圣经中所

教导的原则和做法，以此履行主的大使命  

—  传福音、行浸礼、守真理。这一点正

是今日的我们所该群起效仿的。 

最后，让我们谨记艾朗赛（H. A. 

Ironside）的提醒。他在 1913 年第一版的

《以斯拉记》（Notes on The Book of Ezra）

中指出，神已拯救我们脱离罗马天主教的

错误教义，归回圣经所教导有关基督的头

权、圣灵在召会中的带领、圣经的最高权

威，以及合乎圣经的敬拜，因而使神的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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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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姓从属人的传统归回基督本身，从属人的

权威单单归回圣经。但他提醒道：「以斯

拉记拥有现今时代迫切需要的真理，我对

此事深信不疑。在神儿女们的聚集和交通

方面，尤指与邪恶分别为圣，许多人试图

离弃『经上所写的』（指离弃最初的圣经

原则），有鉴于此，我们需要重新肯定这

最初的原则。… 神没呼召我们用别的方

式重建召会… 祂只呼召我们归回经上所

记的，并遵照其真理而行…」（第 5, 10, 

33-34 页）。求主帮助我们这一代，效法

早期的弟兄们「归回根基，建造神家」！ 

 

——————————————————— 

1   Wm Rodgers ， Back from Babylon 

（Kilmarnock：John Ritchie Ltd.，1982），第 9页。 

2  天国奥秘的比喻（请参阅 太 13:1-51）

是揭开天国之王（主耶稣）不在地上的这段

时间所发生的事。「这七个天国奥秘的比喻

揭示了国度的王（主耶稣）被拒绝后的情况，

并一直伸延到信徒被提，直到大灾难（太

13:39,49）。」参 Jim Flanigan 的讲道笔记

（The Mysteries of God）。  

3 例如按照圣经的教导是浸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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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James Anderson ， Our Heritage

（Kilmarnock：John Ritchie Ltd.，1971），

第 17-18 页。 

5 Fredk. A. Tatford，That The World 

May Know (vol.6): Light over the Dark 

Continent （ Bath ： Echoes of Service ，

1984），第 488 页。 

6 同上引，第 489 页。 

7 早期弟兄们强调「归回合乎圣经的

简纯性之原本地位」。所谓的「简纯性」

（simplicity）就是不把旧约律法时代那般的

繁琐规条或仪式带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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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碎仪式、穿圣衣或

牧师袍、由牧师主持等等。这些做法其实不

是根据新约圣经的教导，而是来自犹太教和

受到异教影响的罗马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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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通常译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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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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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篇 (一)            T. Carson 

谁是被称为 

「 弟兄会 」 

的信徒? (一) 
 

编译者注：曾听人问：「谁是弟兄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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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备受尊重的

弟兄各写一篇有关这问题的文章，收

集在每一册的附录中。本期的《复苏

刊》刊载其中三篇，好让人更清楚谁

是那被误称为「弟兄会」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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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甚至不承认这名称。

他们解释说，在上个世纪（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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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公会或宗派）的传统

（ecclesiastical traditions），归回新约圣

经的教导，实践他们在圣经中所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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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理论上，这是理想的事。但在

实践上，到底多少人真正弃绝这一称号

却是另一回事。我在本篇文章会用「弟

兄会」这一称号，但不是赞同它，只是

为了方便鉴定或识别之用（a means of 

identification）。 

到底什么特别的事鼓动了那群热

诚信徒的心志？「他们对几个基要真理

持有深厚的信念，他们坚信圣经的权威

和丰足，并圣经所记载的福音。他们对

当时世界上的教会状况深感悲伤，且深

信基督再临的盼望应在基督徒的思想上

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他们当中有者认为在当时主流

教会中所奉行的『圣职制度』是极严重

的缺陷，1 因它导致平信徒（the laity）

几乎没有

机会参与

属灵的职

务（指传

道、教导

和牧养的

职务）… 

早期的弟

兄们如那

群于 1833

年聚集在

宝沃斯阔城堡（Powerscourt Castle）的

信徒，2 对基督徒处在分裂的基督教世界

（Christendom）当中被撕裂成彼此相争

的派别而深感关切。」（ Harold H. 

Rowdon，The Origins of the Brethren，

第 2,4,7 页）。 

故此，他们开始仅仅以基督徒的

身份聚集，在基督的身体上同作肢体。

他们在每个星期日擘饼记念主（参 徒

20:7）。他们单单仰望主来造就他们。

他们对圣经有焕然一新的兴趣，热心追

求预言、召会、福音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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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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顿（Dr. Rowdon）指出许多早

期的弟兄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

之前是圣职人员或牧师【例如达秘（J. 

N. Darby）、卓曼（R. C. Chapman）等

等】，曾建立了人数可观的宗教团体，

很多主要是在大城市，且往往是透过现

有的会众转变成地方召会。」可是也有

一些出生卑微，职业低微，但蒙住重用

的人，罗顿引证英国的格里伯（Robert 

Gribble），他在北德文郡（North Devon，

英格兰的郡名）为主做了非凡的工作

（参上引书，第 147 页）。撒但无法忍

受这一切，不久便开

始在麦子中间撒下稗

子（参 太 13:25）。 

1845 年，达秘

（J. N. Darby，1800-

1882）探访在普里茅

斯（Plymouth）的召

会。那里有一位影响力极大的信徒，就

是牛顿（Benjamin W. Newton，1807-

1899）。4  达秘不赞同牛顿对预言和召

会的看法，也反对在普里茅斯有圣职主

义（ clericalism）的倾向。结果，在

1845 年最后一个主日，达秘和一些其他

信徒离开那里，开

始在城里的别处擘

饼。1847 年，牛顿

被控以错误宣传有

关基督位格的异端

教训（牛顿过后认

错，并撤回他这方

面的教训）。 

1848 年，伍德福尔（ Captain 

Woodfall）和他的兄弟从牛顿所在的召

会（即普里茅斯的召会）去到布里斯托

的 毕 士 大 堂 （ Bethesda Chapel in 

Bristol），并被那里的信徒接纳。在毕

士大堂事奉的有慕勒（George Muller）

和克雷克（Henry Craik）。达秘要求他

们谴责牛顿的小册子（并与所有普里茅

斯的信徒断绝交通，编译者按）。当他

们拒绝如此行时，达秘就与毕士大堂的

召会和一切拥护这决定之人断绝交通。5  

从此，弟兄们分裂成二：封闭弟兄会

（闭关弟兄会，exclusive brethren）和开

放弟兄会（open brethren）。 

那被称为「开放弟兄会」（open 

brethren）相信他们仍然忠于这运动的非

宗派特征（undenominational character），

即一个召会应该「给予任何（在教义和

道德上纯正）一致的基督徒享有交通的

机会」，这是引述达秘本身所说的话。

他们（所谓的开放弟兄会）实行信徒浸

礼（believers’ baptism）。他们没有中央

管辖的组织（中央集权的制度），每一

个召会都是独立自治的。 

然而，他们并非没有受到撒但的

攻击。在 1880 年代，特别是在苏格兰，

他们当中有一称为「所需的真理」

（Needed Truth）之运动，6 试图组成比

基督的身体更狭窄的交通圈子，有些召

会至今仍受它的影响。 

 

弟兄们所深信和实践的是什么? 

1) 他们可说是正统福音派（evangelical）

的基督徒。7 他们赞同合乎圣经的信

仰宣言（statements of belief）如大学

团契（Inter-Varsity Fellowship）或圣

经公会（Scripture Union）的信仰宣

言（编译者注：他们只是赞同，却

不以任何宣言、教条或信经为标准

或权威；他们只以圣经为信仰和生

活的最高权威）。他们整体而言积

极地传扬福音。他们当中有无数的

传福音者（evangelists），或多或少

被神重用；例如亨利·慕尔豪（Henry 

Moorhouse）对慕迪（D. L. Moody，

美国著名布道家）的影响是众所皆

 
达秘 (John N. Darby) 

 

  
牛顿(B. W. Newton) 



8 
 

知的，8连葛培理（Billy Graham）也

承认他从弟兄们那里受益良多。9 
 

2) 他们拒绝圣职人员（或称「圣品

人」，clergy）和平信徒（laity）的

分别。他们相信「所有信徒皆祭司」

的真理应该应用或实践在召会的聚

会中。他们当中有些人全时间宣传

福音，或执行教导和牧养召会的工

作。他们受到信徒的支持，但不被

视为属于那与普通信徒分别出来的

圣职品级（clerical order）。在绝大

部分的召会中，都有受信徒承认的

长老负责牧养召会。 
 

3) 他们相信一个召会应该像身体般地

运作，正如我们在罗马书 12:3、哥林

多前书 12 章、以弗所书第 4 章和彼

得前书第 4 章所读到的。他们赞同修

特（Dr. Rendle Short）所言，指保罗

「不要把召会塑造成彗星（comets）

一般，有一个卓越辉煌的头，却带

着一条长长的星云状尾巴（a brilliant 

head and a long，nebulous tail）。」

（摘自修特所著的  Principles of 

Christians called ‘Open Brethren’，第

114 页）。不，保罗要信徒像身体般

地运作（意即每一肢体都是重要的，

都有各自的功用）。 
 

4) 他们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他们在每

个主日（星期日）聚集举行主的晚

餐。在这聚会上，不同的弟兄能参

与祷告、赞美、敬拜、劝勉或教导。

这是一个没有由某个主席主持，或

按事先安排好的程序来进行的聚会，

为的是要遵行哥林多前书 14 章，特

别是 26 节的教导。 
 

弟兄们反对贺智（Charles Hodge）对

这节的注释：「只有当说方言、作

先知讲道、行异能神迹和其他这类

的恩赐还在召会中延续时，这里所

描述的情况就还通行。既然那些恩

赐已经停止，无人有权在召会中按

照内心的感动起来参与事奉。」弟

兄们赞成登尼（James Denney）对 

帖前 5:19-20 的注释：「一个开放的

聚会，有自由作先知讲道；在这聚

会上，任何弟兄可按圣灵赐他的话

而开口说话。这样的聚会是现代召

会最迫切需要的。」因为今日还有

圣灵的恩赐，而圣灵本身仍然与我

们同在。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一些主

流的宗派里也开始欣赏和重视上述的真

理；例如路德会教徒（Lutheran）吉拉

德（Robert C. Girard）在所著的书中

（Brethren, Hang Loose）述说他如何把

一些这类的原则引进他的教会中。他从

倪柝声（Watchman Nee）那里学习到一

个召会应该像身体般地运作，而倪柝声

则大量吸取弟兄们的教导。 

还有一个例子刊登在弟兄们所出

版的杂志《收割者》（Harvester）的 9

月刊。内中给沃森（David Watson）所

著的《我相信在召会中》（I Believe in 

the Church）一书写了一篇书评。书评

者写道：「有些读者没注意到近年来圣

公会（Church of England）的改变。他

们可能吃惊地发现沃森接受了下列基督

徒事奉的六大原则。」这六大原则极可

能取自弟兄们的教义手册。 

  另一个例子可从近期的一本书中

看到，即班克斯（Robert Banks）所著的

《保罗对社区的观念》（Paul’s Idea of 

Community）。此书对保罗时代希腊城

市的众召会作出学术性的研究考查，而

书中大部分所反映的，毫无疑问是所谓

「弟兄会」的教义。 

有关「弟兄会」的人数力量和普

世性增长，读者可参阅柯德（F. R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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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d）所写的《弟兄会运动的历史》

（A History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

第 11 和 12 章。此书估计当时在英国岛

屿独立自治的「弟兄会」约有 75,000 到

100,000人。最后，若没提到他们海外宣

道的事工，本篇文章便不完整。事实上，

此乃这几册书（指《让世界知道》十册

全书)的主题。 

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 Groves）

是这事工的伟大先锋。10 1829 年，他和

妻子、两个孩子连同其他三人出发到巴

格达（Baghdad）宣道。他没有任何宣

道会的支持，英格兰那里也没给予经济

援助的保证。他凭信心大胆地仰望神来

供应他的需用。 

在宣道史

上，他的宣道旅

途和诸般艰苦是

其中一个最英勇

的记录。他的榜

样激发了数以千

计的基督徒跟随

他的脚踪，令他们深信使徒的榜样（不

领固定薪水，唯独仰望神的供应）于今

日仍是可效法、可实践的。本书的编著

者塔福特（Fredk. A. Tatford）写了一本

葛若弗斯的简短传记，有兴趣的读者或

许可从此书的出版社，免费索取一本。 

在宣道工作上，弟兄们已去到地

极，特别是到印度、中非洲、南美洲和

中国。他们当中比较闻名的有斯坦利·阿

诺特（Frederick Stanley Arnot）、克劳

福德（Dan Crawford）和厄瓜多尔殉道

者（the martyrs of Ecuador）。11 这些弟

兄们没受任何宣道会的差遣，而是照 徒

13:1-3 的样式，受圣灵和他们的地方召

会所差派。无论如何，有些机构如在附

录（二）【指《让世界知道》第五册的

附录二】中所陈述的，协助分配信徒的

奉献，力求提升与扩展宣道的事工。12 

读者若有兴趣知道更多有关弟兄

们的事，可特别参阅上文提到的柯德

（ F. Roy Coad ）和罗顿（ Harold H. 

Rowdon）所写的书。另一本近期出版、

由库辛司（Peter Cousins）所著较简短

的书《弟兄会》（The Brethren），也

很有启发性和指导性。豪雷（G. C. D. 

Howley）在道格拉斯（J. D. Douglas）

所 编 著 的 《 基 督 徒 教 会 词 典 》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也

写了一篇极好的短文。 

其他富有价值的著作是修特（Dr. 

Rendle Short）所写的书《那称为“公开

弟兄会”的基督徒之原则》（Principles 

of Christians called ‘Open Brethren’）、

维特彻（T. S. Veitch）所著的《弟兄运

动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艾朗赛（H. A. Ironside）

所著的《弟兄运动的历史概述》（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 ） ， 以 及 皮 克 林 （ Hy. 

Pickering）所编的《弟兄中的首领》

（Chief Men Among the Brethren）。13 

  

——————————————————— 

1   例如除了达秘之外，伦敦警察厅的

奠基者罗伯特 ·安德森勋爵（ Sir Robert 

Anderson，1841-1918）也孜孜不倦地指出

圣职阶层（clerisy，即把信徒分成「圣品人」

和「平信徒」两大阶层或等级）是取自旧约

犹太教的特殊祭司等级制度（ priestly 

caste）。它与其他一切在这制度中的礼仪性

事物一样，在基督来了之后就撤消了（参 

西 2:17；来 8:6-13；10:1-18），所以我们千

万不要以任何形式来恢复这等级制度。 

 
2 在 1830年代，达秘（J. N. Darby）、

威革蓝（G. V. Wigram）、贝勒特（J. G. 

Bellett）等等的早期弟兄们经常聚在爱尔兰

威克洛（Co. Wicklow）的宝沃斯阔城堡

（Powerscourt Castle），研究旧约预言、召

会被提、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等圣经预言题

  
 

塔福特(Fredk. A. Tat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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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也发现了许多有关末世论的真理。参 

Henry A. Ironside，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第 32 页。 

 
3 例如在班斯泰甫（Barnstaple）的罗

伯特·卓曼（Robert C. Chapman）本是在属

于浸信会的以便以谢会堂（Ebenezar Chapel）

作牧师。当他发现地方召会的真理后，便立

志遵行，并教导那里的信徒。结果 1842 年，

以便以谢会堂的大部分浸信会教徒离开那里，

在班斯泰甫的另一条街，建立一间容纳 450

人 的 聚 会 所 ， 称 为 「 比 尔 街 会 堂 」

（Beer  Street Chapel；较后称为「格罗夫纳

街会堂」，Grosvenor Street Chapel），开始

了地方召会的见证。 

 
4   这里所指的这位 19 世纪的「牛顿」

是便雅悯·牛顿（Benjamin Wills Newton），

而非 17世纪的大科学家以撒·牛顿（Sir Isaac 

Newton，1642-1727）。 

 
5  达秘要所有召会服从一人或一组人

的决定，这正是实行主教制的宗派（天主教、

圣公会、卫理公会等）所设立的人为制度，

违反了地方召会独立自治的真理。请参本期

《复苏刊》的教义篇（一）：地方召会的独

立性与相互关系。 

 
6  有关「所需的真理」（Needed Truth)

之运动如何影响召会，请参2002年1月份，

第 26 期《家信》的「真理战场」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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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的罪恶 26 所需的真理/ 。 

 
7  福音派（Evangelical）不是一个宗派。

「福音派」一词始于 16 世纪，当时的宗教

改革者以此名称呼，表明他们反对罗马天主

教的立场。福音派强调因信称义的福音，重

视圣经的权威和研究，本文的「福音派」正

是此意。可惜福音派后来越走越宽，许多福

音派领袖放弃原先的真理立场，竟于 1994

年公开接纳原先所反对的天主教错误教义。 

 

8  有关慕尔豪（Henry Moorhouse，

1840-1880）对慕迪（D. L. Moody）的影响，

请参本期的人物篇（一）：亨利·慕尔豪。 

 
9  美国的葛培理（Billy Graham）早期

持有并传讲纯正的福音真理，是神所重用的

大布道家。可惜他在后期由于要拉拢天主教、

基督教各大宗派甚至其他宗教，而在福音真

理的立场上妥协，宣称人不信靠耶稣基督也

能得救，此乃违反圣经的教导（徒 4:12）。

葛培理说：「无须努力去使全球所有人类转

向基督。… 他们（指其他宗教的人）可能

不认识耶稣的名，… 他们只能转向自己内

心唯一的光，因此我相信他们是得救的。」

引自 吴主光著，《教会大合一运动可以接

纳吗?》（香港九龙：种子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3 年），第 29 页。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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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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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东尼葛若弗斯/ 。 

 
11  有关厄瓜多尔殉道者（the Equador / 

Ecuador martyrs），请参 2004 年 5-6 月份，

第 52 期《家信》的「殉道火窑：这人不是

傻瓜！」。读者也可上「家信网站」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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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尔殉道勇士/ 。 

 

 
12 这附录（二）是指在《让世界知道》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vol.5）一书的

附录。内中列出几个协助宣道事工的组织如：

（1）Echoes of Service；（2）New Zealand 

Treasury；（3）Home and Foreign Mission 

Fund, Scotland；（4）Australian Missionary 

Tidings；（5）Christian Missions in Many 

Lands, U.S.A ； （ 6 ） Missionary Service 

Committee (Canada) ； （ 7 ） Christian 

Missions in Many Lands (Canada)等等。这些

组织只负责分配各地信徒所奉献的金钱给全

时间从事宣道事工的信徒们，并不像宗派的

「宣道会」（missionary society）一般按时

发「薪水」给它们属下的传道人或宣教士，

还决定他们事奉的地点和去向。 

 
13   上文编译自 Fredk. A. Tatford，That 

The World May Know (vol.5): The Mysterious 

Far East （ Bath ： Echoes Publications ，

1984），第 380-384页。此篇文章摘自 2005

年 11-12 月份，第 61 期的《家信》。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教派主义的罪恶26所需的真理/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教派主义的罪恶26所需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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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厄瓜多尔殉道勇士/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厄瓜多尔殉道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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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篇 (二)        Harold Mackay 

谁是被称为 

「 弟兄会 」 

的信徒？(二) 
 

(A)     他们是谁？ 

「弟兄会」（The brethre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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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注：

在英文，小写的「brethren」是指所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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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含有教派主

义的色彩，故不被早期弟兄们所接受）。 

这些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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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他们的历史 

自神的召会于

五旬节诞生，在过

去 20 个世纪以来，

神的灵在召会历史

上多次动工，以恢

复和重振召会的见

证。可惜，这些复兴时期过去后，随之

而来的是衰退败坏和离经背道的时期。 

在某些场合，人们目睹圣灵的能

力大大彰显，使罪人心扎知罪，悔改归

主，数以千计的人因而进入神的国。16

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中，一个显著的特

征就是恢复了「因信称义」的蒙福真理。

19 世纪初期，圣灵再次大大动工，兴起

了另一个显著的运动  —  恢复了许多宝

贵的召会真理；这些真理已埋藏在教会

（特指罗马天主教会）的传统和迷信之

重重碎石之下，长达千年之久。 

  圣灵所兴起的这个运动（人称

「弟兄运动」，Brethren Movement）几

乎同时在不同地方发动 2  —  在爱尔兰的

都柏林（Dublin），在英格兰的布里斯

托（Bristol）、普里茅斯（Plymouth）

和伦敦（London），并在欧洲大陆等。 

开始时，这些不同地方的信徒互

不相识，甚至有段时期，这些不同聚会

都因彼此不识而没有直接交往。但在圣

灵的感动和影响下，这群虔诚基督徒对

周围大部分自称基督徒的信徒之低落属

灵状况深表关注，并对他们当时参加的

 
克伦宁(Edward Cro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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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派所实行的许多违反圣经之做法深感

不安。无论是在个人或集体方面，他们

的深切关注引致恳切祷告，恳切祷告引

致查考圣经。结果，在真理的圣灵光照

之下，很多久被忽略的真理重见光明。

其中有： 

1) 召会作为基督身体的真实性质； 

2) 个别的信徒在这身体上作为肢体的

地位（故不该有宗派之别）； 

3) 所有信徒皆祭司（无圣品阶级）； 

4) 既为祭司，就有敬拜的自由； 

5) 基督之名的丰足性（即不奉别的名，

只奉主的名聚会）； 

6) 圣灵的职事（即把恩赐赐给所有信

徒，装备和带领他们事奉主） 

7) 简单地遵守主的晚餐； 

8) 基督随时的再来，到空中迎接祂的

新妇（召会），使召会被提； 

9) 基督会按字面意义，在地上实施千

年统治。 

  这些真理富化信徒的灵命，生发

属灵的喜乐，导致这群信徒内心深愿与

别人分享这些宝贵真理，并以简单方式

集体聚会，来享有自由在召会交通里传

扬和实践这些真理。因此，合乎圣经的

简纯性得以真正的恢复。不同地方的信

徒群体开始单单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会，

承认基督身体的合一性，并接纳所有属

于基督的信徒。 

  

(C)      他们的立场 

他们不效忠于任何宗派，不采纳

任何教派名称，不承认任何人所设立的

领袖或属地的总部，只寻求归回新约圣

经为召会所设立的样式。由于深切关怀

本国和海外失丧的灵魂，这些召会差派

有恩赐的传福音者、教师和宣道士，把

耶稣基督的荣耀福音带到近邻和远方。

透过这些基督的仆人百般劳苦，不少男

女因此认识耶稣基督而得救。这些初信

者被教导有关召会真理之后，便珍爱与

实践这些宝贵的真理。故此，在世界许

多地方就有不同信徒群体开始聚会，成

立地方性的召会。 

这些召会是完全独立自治，只被

当地召会中的长老所治理，并不服从当

地召会以外的法规或领导层。这些召会

的联系不是一种组织性的联系，而是一

种交通。这交通的基础是同得救恩（犹

3）、在基督身体上同作肢体（林前

12:12-13），并承认一主、一信、一洗

（弗 4:5）。 

  如果它被称为一个运动，那么就

不该称为「弟兄运动」（有者译作「弟

兄会运动」，brethren movement），而

是「圣灵运动」，即圣灵呼召神的召会

归回合乎圣经的简纯性之原本地位。今

日，基督徒弟

兄们的众召会

不在乎延续一

个 19 世纪的

运动，乃是在

乎持守新约圣

经中使徒所教导的原则和做法。虽然他

们感激 19 世纪的弟兄们，因为这群早期

弟兄们开拓了那归回圣经样式的道路，

但在召会事务上需要作出决定时，所发

的关键问题并非「过去的早期弟兄们怎

么做? 」，而是「圣经怎么说? 」 

  众召会（英文是「assemblies」，

注：弟兄们以此英文字称呼他们的地方

性聚会）坚决忠心于「从前一次交付圣

徒的真道」（犹 3），这真道包括： 

1) 有关基督：基督乃童女所生、有圣

洁无罪的生命、为代人赎罪而死、

死后三天身体复活、真实的升天, 并

被高举在宝座上，成为祂子民尊荣

的大祭司和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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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关圣经：他们毫无保留地接受圣

经为神所默示的话语，是真确无谬

误的（infallible and inerrant），是神

子民信仰与实践的唯一指南。他们

大部分的传道和教导是属于解说圣

经（expository），他们相当多的强

调预言性的真理。 
 

3) 有关救恩：他们相信因着亚当在伊

甸园里犯罪跌倒，人类是彻底的败

坏堕落，因而无法靠己力获得救恩。

他们相信人类是靠基督的宝血得蒙

救赎，并靠圣灵更新；只有靠着这

个方法，人才有资格进入神的国。

他们相信救恩是全靠神的恩典，并

借着个人的信心去信靠耶稣基督而

得。他们相信所有重生的信徒是永

远得救的，凡信主者将进天堂，凡

不悔改而死在自己罪中的人将进入

阴间（等候地狱火湖的永远审判，

编译者按）。 

  这些纯属真道的基要教义，是一

切真实的福音派信徒（evangelicals）所

共有的产业。不但如此，很多在 19 世纪

「恢复」的上述真理，现今在成千的宗

派或独立教会中被忠心地宣传。为此，

我们诚心感谢神。无可置疑，这些真理

得以如此传开，弟兄们贡献良多、功不

可没，因为在被称为「弟兄会」的众召

会中，有许多基督的仆人以文字和口传

事工，把上述真理传扬得淋漓尽致。 

  

(D)      他们的特征 

虽然在基要真理上，弟兄们的众

召会与其他许多基要派的独立教会团体

都持有很多共同观点，但在敬拜和事奉

上，前者与后者却各持相异看法。换言

之，敬拜（worship）和事奉（特指传道

事奉，ministry）方面可说是区别这两者

的两大特征。 

在弟兄们的众召会中，集体的敬

拜在优先顺序上是至为重要的。他们全

面弃绝圣餐仪式的形式主义；他们在福

音工作、祷告、查经等，都避免使用一

般宗派所指定的种种礼节，正如他们在

敬拜聚会（指守主的晚餐）所做的一样。 

论到「 敬拜聚会」（ worship 

meeting），这用词是专指一个分别为圣

的聚会或礼拜，为要让身为新约祭司家

族的信徒，向神献上感谢、赞美、歌颂

和崇敬。在大部分情况下，这是每星期

一次有关主的晚餐之记念筵席；这聚会

不依照任何形式的程序表进行，也不由

任何指定的领袖主持，而是向圣灵敞开，

任凭圣灵自由地运作和带领。 

  论及事奉，他们完全弃绝圣职阶

层（或译「神职阶层」，clerisy）。他

们满心感恩地承认，复活的召会元首已

赐下恩赐（弗 4:8-13），并借着圣灵随

己意分给各人（林前 12:4,7,11），使召

会里的众信徒领受恩赐，去进行传福音、

牧养和教导的事奉（参 弗 4:11）。 

按一般宗派的做法，要执行上述

事奉的人必须经过按立。但对于弟兄们，

人的按立（human ordination）被视为既

不需要又不合圣经。他们也深信把基督

身体上的肢体分为「圣职人员」（圣品

人，clergy）和「平信徒」（俗品人，

laity）两大阶层，是人为的做法，违反

了圣经的教导，倾向于阻碍这些属灵恩

赐的发展和运作。此外，由于「牧师」

（Reverend）这称号也支持把信徒分成

「圣品」和「俗品」的做法，所以召会

中事奉的弟兄们都拒绝冠上「牧师」这

衔头。3 

  虽然如此，我们千万别以为弟兄

们所持有的立场，将导致他们的召会缺

乏足够和富有造就性的传道与教导。事



14 
 

实正好相反。他们的真理立场富化了他

们口传与文字的事奉。 

在福音派圈子里，很少图书馆没

有收藏弟兄们的著作，如安德森（Sir 

Robert Anderson）、贝勒特（ John G. 

Bellett）、达秘（John N. Darby）、葛若

弗斯（Anthony N. Groves）、格兰特（F. 

W. Grant）、艾朗赛（H. A. Ironside）、

凯利（William Kelly）、林肯（William 

Lincoln ） 、 麦 敬 道 （ Charles H. 

Mackintosh ） 、 纽 贝 里 （ Thomas 

Newberry）、梭陶（Henry W. Soltau）、

特伦奇（George F. Trench）、威革篮

（George V. Wigram）、沃斯顿（Walter 

Wolston）以及其他许多弟兄们的经典作

品等等。4  

此册（指

《让世界知道》

第 4 册）以及其

他 9 册，将记载

来自众召会的许

多尊贵宣道士之

名，他们遍布全

球，为主劳苦事

奉（他们履行主

的大使命  —  传福音、行浸礼、守真理）。 

  

(E)      总结 

在弟兄们的众召会中，由于他们

强调「交通团契」（ fellowship）而非

「会员资格」（membership），所以在

他们当中，会员名册是罕有的。这导致

人们难以准确计算他们的人数。不但人

难以找到地方召会的会员名册，要搜集

与编制一份所有跟从新约样式的众召会

之完整名单，亦是不可能的。可是，犹

如在基甸的日子，重要的不是跟从者的

人数，而是跟从者对主忠心的品质和心

志（士 7:1-23）。5 

1   「弟兄会」其实是外人给他们的称

呼。范氏（W. E. Vine）强调这一称号是

「彻底的用词不当」（utter misnomer），

所以他们普遍上拒绝接受这一名称。 

 
2     此运动（奉主名聚会）大约于 1825-

1830 年这段时期在不同地方发动。 

 
3       弟兄们拒绝冠上「Reverend」（牧

师）这称号的另一原因是：英文「Reverend」

一字在英文圣经《钦定本》（KJV）中，只

出现一次，也只用作神的称号，因为  诗

111:9 说：「祂的名圣而可畏」，「可畏」

一字在《钦定本》译作「Reverend」；诗

111:9 原文可直译为「圣洁和可畏是祂的
名」。换言之，人若冠上这称号，便是夺取

神的属性称号之一。 

 

今日的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

把圣职人员区分成各种不同的身份、地位和

权力，按圣职阶级称他们为「The Reverend」

（牧师）、「Very Reverend」（对教长的

尊称）、「Right Reverend」（对主教的尊

称）、「Most Reverend」（对大主教的尊

称）等。这类的区分与基督的教导和祂众使

徒的榜样全然相违。神的话语完全没有给
予他们这类的称号（参 太 23:6-11）。 

 
4       有关这些弟兄们的生平事迹和事奉，

可参阅《家信》网站的「属灵伟人系列」：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category/04-

05-属灵伟人/ ；内中有安德森（Sir Robert 

Anderson）、贝勒特（John G. Bellett）、达

秘（John N. Darby）、葛若弗斯（Anthony 

N. Groves）、凯利（William Kelly）、麦敬

道 （ Charles H. Mackintosh ） 、 纽 贝 里

（Thomas Newberry）、梭陶（Henry W. 

Soltau）、威革篮（George V. Wigram）等

等。至于艾朗赛（H. A. Ironside），请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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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子回头-艾朗赛/ 。 

 
5     上文编译自 Fredk. A. Tatford，That 

The World May Know (vol.4): The Muslim 

World（Bath：Echoes of Service，1983），

第 296-300 页。此篇文章摘自 2006年 1-2 月

份，第 62 期的《家信》。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category/04-05-属灵伟人/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category/04-05-属灵伟人/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浪子回头-艾朗赛/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浪子回头-艾朗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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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篇 (三)          T. E. Wilson 

谁是被称为 

「 弟兄会 」 

的信徒 (三) 
 

(A)      谁是弟兄们? 

简单来说，弟兄们（the brethren）

可指遍布全球各国的一群基督徒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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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endom）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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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6 世纪，

德国的马丁路德

（ Martin Luther ，

1483-1546）对罗马

天主教离弃初期召

会所持守的真理而

惊讶万分，他勇敢

起来抗议，引发了

历史上著名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

他发现了单靠基督代死而因信称义的伟

大真理。在 18 世纪，在卫斯理兄弟

（Wesleys，指 John Wesley，1703-1791

及 Charles Wesley，1707-1788）和怀特

腓（George Whitefield，1714-1770）带

领下的福音复兴，无疑也是圣灵的工作。

可惜这两个运动都没成功恢复大部分埋

藏在宗教礼仪和传统废墟下的重要真理。 

  到了 19 世纪，圣灵再次动工，兴

起一群敬虔属灵的人  —  他们当中很多

是学者和神学家  —  去提倡多个世纪以

来被轻视或忽略的属灵真理（特指有关

召会和主再来的真理）。他们大部分是

年青人，满腔热诚地力求归回圣经，并

实践他们从圣经中所学到的真理。这样

的情景同时发生在世界不同地区，而且

不少地区都是彼此相距甚远，甚至许多

地区的信徒各不相识。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记得，在召

会历史上的每一时代，都有为真理受逼

迫的基督徒群体。他们人数不多，但为

了敬拜神和作见证而简单地聚在一起。

当权的教会体制（ecclesiastical hierarchy）

攻击他们，力图消灭他们。博饶本（E. 

H. Broadbent）在其重

要著作《走天路的召

会 》 （ The Pilgrim 

Church）追溯他们的

历史，从第 1世纪的初

期召会直到 20 世纪。 

  

(B)      他们的起源 

至于那被称为「弟兄会」（ the 

Brethren）的信徒们，他们的根源可追

溯到一群年青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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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宫殿（故有「Powerscourt Castle」，

即「宝沃斯阔城堡」之称），座落在靠

近爱尔兰的都柏林（Dub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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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会的人数不断增多，他们过后租了一

所建筑物，来进行他们的敬拜聚会，以

及传讲神的道。 2 这群人的领袖是约

翰 · 达秘（ John Nelson Darby， 1800-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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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他本是爱尔兰教会（Church of 

Ireland）的副牧师（curate），因看清召

会真理而辞去他的牧师职位。 

  大约同一时候，另一群持守相同

立场的基督徒开始在英格兰的普里茅斯

（Plymouth）聚会。他们人数快速增长，

在短期内，超过千人奉主名聚集此处，

外人称他们为「普里茅斯弟兄会」

（Plymouth Brethren）。从那时起，这

名称就随着他们，但他们宁愿被简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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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提

出的许多合乎圣经

的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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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他们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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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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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nezue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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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按）。非洲中部

和南部也领受非凡的福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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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利时人（Belgian）

和英国人占领它为殖民地之前。 

  上文提到「弟兄运动」于 1830 年，

在都柏林、普里茅斯和布里斯托开始

（注：根据一些资料，其最初的开始可

追溯到更早的 1825 年）。自此以后，这

三处的地方召会彼此持续交通将近 20 年。

可惜在 1848 年，他们分裂成不同的两大

组 。 达 秘 因 受 其 「 主 教 制 」 背 景

（episcopal background）所影响（注：

达秘之前曾在主教制的圣公会担任圣职

人员），所以实行中央集权的召会治理

方式，支配所有与它交往的个人与地方

召会之政策和程序，并对他们执行纪律

管教。他们这组人被称为「封闭弟兄」

（另译：闭关弟兄，exclusive brethren）。 

  达秘是位杰出的学者、神学家和

语言学家。他将圣经从原文翻译成英文、

德文和法文，也将其他属灵作品译成意

大利文。他在恢复许多真理方面功不可

没，特别是有关时代论（dispensational）

和预言性（prophetical）的真理。 

然而，他所提倡的中央控制之政

策，却导致接下来的年日不断发生分裂。

另一方面，那些继续与葛若弗斯和慕勒

来往的弟兄们，他们跟随葛若弗斯一开

始时所略述的原则，这组弟兄们一般上

被称为「公开弟兄」（open brethren）。

但 他 们 大 部 分 选 择 被 简 单 地 称 为

「brethren」（弟兄们），而非大写的

「Brethren」（弟兄会）。 

 

(D)      他们的教导 

现在是时候略述弟兄们所持守的

圣经原则。由于每个召会都独立自治，

「没有信经（creed），除了圣经」，所

 
奉主名聚会的第一位 

海外宣道士葛若弗斯 
 ( Anthony N. Grov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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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某些事物或者有少许不同的解法，

但他们普遍同意的整体概念如下： 

  首先，所有弟兄们坚守历史性的

基督信仰基要教义：（1）圣三一神的

真理（Holy Trinity）：圣父、圣子、圣

灵同等同尊，同是永恒的；（2）主耶

稣基督实质的神性和无瑕疵的真实人性；

（3）耶稣基督在十架为罪人代死；（4）

祂身体复活和荣耀升天；（5）祂现今

在天上执行大祭司的职分；（6）祂将

再来，在地上作王掌权一千年。弟兄们

也相信重生得救者必上天堂，拒绝基督

者必（因自己的罪而）遭受永远的刑罚。

他们全心相信圣经原稿上的每一字句，

都是神所默示的（plenary inspiration），

所以是绝对无误的（inerrancy）。 

  此外，他们也发现一些久已失传

或遭人擅自更改的圣经教义。他们力求

重新强调和实践这些特殊教义：  

1) 新约的召会被称为「基督的身体」，

只有一个头，即主耶稣基督。每一

个重生的信徒都是这身体上的一个

肢体。这身体从五旬节开始，直到

召会被提才完整。 
 

2) 地方性的召会是由重生的信徒组成，

他们奉主耶稣的名聚会（太 18:20；

原意是聚集归入主耶稣的名），拒

绝采纳任何宗派的名称，因为采用

宗派名称将使之沦落为「教派」

（sectarian），因而否定了「一个身

体」的真理。每个地方的召会都是

独立自治的，各自向召会的元首

（即召会的头，Head）主耶稣基督

负责，而祂应许会在他们当中（太

18:20）。召会之间保持美好的交通

（交往，fellowship），但没有受任

何中央组织（federation）所控制。 
 

3) 地方召会是由复数的长老们治理。

复活的元首（the Risen Head，即主

耶稣基督）将治理权分派给他们，

去执行带领和管教。「圣职人员」

（ clerisy）或「一人事奉」（one-

man ministry）不是新约圣经的教导。

长老是圣灵设立的（徒 20:28）。他

们不是自我委任，而是被地方召会

的信徒认出他们有这方面的属灵资

格，并在被立为长老之前，已执行

牧养的工作（帖前 5:12-13）。 
 

4) 所有信徒皆祭司。在敬拜方面，每

个信徒是圣洁的祭司；在作见证方

面，每个信徒是君尊的祭司（彼前

2:5,9）。这全面否定圣职人员等级

制度（clerical caste）和所谓的「平

信徒」（laity）。召会有荣耀的自由，

蒙圣灵带领之下进行敬拜和事奉。 
 

5) 女人在召会中的角色。她们应当沉

静，不可在召会中公开讲道（林前

14:34；提前 2:11-15）。为了表明她

顺服这项规条（ordinance，指顺服

头权的真理），她蒙上头巾（林前

11:1-16）。1 不过，她有很重要的事

奉领域，就是她在家庭和姐妹当中，

仍然肩负着教导的责任（多 2:4）。 
 

6) 奉「三一神」的圣名，为信徒施行

浸 在 水 中 的 洗 礼 （ Baptism by 

immersion），并且只为重生的信徒

施浸，就是那些承认信主之人。 
 

7) 给予主的晚餐优先与重要的地位，

即在每逢七日的第一日（每个主日

或星期日）守主的晚餐（指擘饼聚

会）。在此聚会上，没有任何主席

或主持的长老；弟兄们承认基督有

主权、圣灵也有管理权，带领和引

导信徒去敬拜和教导神的道。 
 

8) 以「时代论」解释圣经。「时代论

解经法」强调神在旧约里给以色列

人的属地呼召和应许，有别于神在

新约里给予召会的属天呼召。3 
 

9) 有关主的再来，虽可能有些不同看

法，但整体而言，大部分弟兄们相

信和教导召会将在灾前被提（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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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bulation）和千禧年前被提（pre-

millennial）的教义。 
 

10) 弟兄们的召会有个特征，就是积极

在家乡和海外宣传福音。据说以他

们在家乡本地召会的人数而言，弟

兄们的召会比起其他任何福音派团

体，在全球大部分地方有更多全职

的宣道士。他们效法葛若弗斯和慕

勒的榜样，被自己的地方召会举荐

而出去传道，没有固定的薪水，只

凭简单的信心，仰望神来供应他们

日常的需用。 

 

以上这些

原则对现代世界

来说，或许只是

理想而不实际，

但在过去 150 年

来，成千上万神

的仆人已亲身经

历，证实了一个事实：以神的方法做神

的工作，便可指望神的赐福（God’s 

work done in God’s way can count on 

God’s blessing）。4  

  

——————————————————— 

1 有关蒙头的真理，请参本期的教义

篇（三）：蒙头  —  可有可无的传统？ 

 
2 以下简述所谓「弟兄会运动」

（Brethren Movement）的历史。它是发生

在英国爱尔兰的都柏林（Dublin）。根据艾

朗赛（H. A. Iroside）的资料，约在 1925 年，

从事牙医的克伦宁（Edward Cronin）在都

柏林因反对一般宗派所实行的两种做法（因

它们违反圣经的教导）  —  「会员资格」

（membership）和「一人职事」（one-man 

ministry，或译「一人事奉」）  —  而决心

离开他当时参加的宗派（指公理宗的公理会

【Congregational Church】），并在主日与

威尔逊（Edward Wilson）在家中按着圣经

的教导，开始擘饼记念主。过后，别的信徒

也加入他们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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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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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29 年，聚会的人数日增，结果他们搬迁

到赫契生所借出的房子内聚会。地点是在都

柏林的菲茨威廉广场 9 号（No. 9 Fitzwilliam 

Square，Dub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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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的信徒相识后，就合并起来。人数的增加

使他们迁到都柏林安及亚街（Aungier Street，

Dublin）的一座拍卖场所内聚会。与此同时，

在圣灵的动工和带领下，在英国岛屿和其他

地方，也有各别的聚会归回新约召会的样式。

这些个别的聚会，往往互不相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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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博饶本著，梁素雅、王国显合

译，《走天路的教会》，第 301-302 页；H. 

A. Ironside ，  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第 11-12, 16 页。 

 
3  有关「时代论」，雷历博士（Dr. 

Charles C. Ryrie）指出，首先提出时代论概

念的人，不是 19 世纪的达秘（J. N. Darby）

或弟兄会（the Brethren），因时代论的起源

可追溯到第 2 世纪的教父（如 Justin Martyr、

Clement of Alexandria 等）和 17 世纪的圣经

学者（如 John Edwards、Isaac Watts），但

雷历博士不得不承认道：「把时代论给系统

化和将之发扬光大，约翰·达秘所带领的普

里茅斯弟兄会（the Plymouth Brethren）贡献

良多，这点是毫无疑问的。」Charles C. 

Ryrie ， Dispensationalism (rev. and exp.)

（Chicago：Moody Press，1995），第 67 页。 

 

4   上文编译自 Fredk. A. Tatford，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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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k Continent（Bath：Echoes of Service，

1984），第 485-489 页。此篇文章摘自 2007

年 1-2月份，第 68期的《家信》（但有稍加

修订和补充）。有关本文作者威尔逊 (T. 

Ernest Wilson)的生平和事奉，请参上一期

（第 60 期）的《复苏刊》，第 38-44 页。  

 
 

本文的作者是在非洲宣

道将近半个世纪的主仆 

威尔逊 (T. Ernest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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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篇 (一) 

亨利·慕尔豪  

Henry Moorhouse  

( 1840-1880 ) 
 

(A)     蒙恩得救的浪子 

英 国 的 亨 利 · 慕 尔 豪 （ Henry 

Moorhouse），或常被称为哈利·慕尔豪

（Harry Moorhouse），在 1840年生于英

格兰西北部的曼彻斯特(Manchester)。由

于他有一副孩儿的长相，脸上没有胡须，

看来不足 17 岁，所以有「孩儿传道人」

（The Boy Preacher）之称。虽然他的外

貌看似孩儿，但在灵里却是一位成熟、

充满能力的传道者。 

重生得救前

的慕尔豪，是个生

活潦倒，漂流不定

的浪子。年青时的

他已坐牢超过一

次，直到有一天，

他经过在曼彻斯特

的奥尔汉伯拉圆形

广 场 （ Alhambra 

Circus）时，理查·韦弗（Richard Weaver）

正在传扬福音。慕尔豪听到里面传出声

音，以为发生打斗，便冲进去，准备施

展拳脚。可是一进里面，就被一个字所

吸引  —  「耶稣」。这荣耀的名字如子

弹射入他的心，却如香油般地舒解他的

灵。他的孩童时代，鲁莽行为和可怕危

险清楚呈现眼前 ,「基督荣耀的福音」

（林后4:4）深深打动他的心。本是要进

去打架的他，竟留在那里赞美和祷告；

在那里，他接受福音，悔改和信靠了主。 

 

 (B)     火热传道的少年 

经历了这真实宝贵的重生，慕尔

豪诚心地服事他的新主人  —  主耶稣基

督。他最初的事奉主要是在群众聚集的

场所进行露天布道。从早到晚，他的喜

乐就是分发福音单张，把握机会与人私

下分享福音，或在街道与市场上大声宣

告，劝众人「逃避将来的忿怒」。 

他从神那里领

受特别的启发。有一

次，他在梦中看见三

位在曼彻斯特的年青

人。这三人都穿着白

色的短上衣，衣上写

着「这些人正走向阴

间 !」，而在他们面

前是无比深邃，烈热

腾腾的火湖。他们似

乎没看到危险，开步

向前走去。慕尔豪大

声呼叫他们止步，却

不受理会，直到他跪在地上，向神哀求

道：「主啊，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

才能，乃是倚靠祢的灵」（亚 4:7）。立

时，那三人发现面前的危险，马上回转。 

这个梦发生在星期五晚上，而在

接下来的星期日晚上，慕尔豪在奥尔汉

伯拉圆形广场传道时，梦中所见的同样

三人竟来到此地，听他传福音。聚会还

未结束前，他们三人跪下求主拯救，并

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他们的救主。 

 

(C)     全职传道的呼召 

慕尔豪是借着一位被称为「不戴

帽的传道人」（the hatless preacher）而

领受神特别呼召，把全时间投入事奉主

和传道的圣工。一天晚上，当慕尔豪以

拍卖者的身份，敲击喊价，拍买商品时， 

那不戴帽的人突然出现在他眼前，高声

 
 

慕尓豪 (H. Moor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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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道：「你当手持圣经去到人群中，而

不是手持(拍卖者的)小锤为魔鬼效劳」，

说完就离开了。那简短、骇人的话语，

如晴天霹雳般临到慕尔豪，使他站立不

住，无法抗拒。他立刻丢下拍卖者的小

锤，去到利物浦（Liverpool），找到好

友汉布东（Hambleton），开始同他在

那地区旅行布道。 

从那日起，慕

尔豪在没有固定的薪

水，或人所应许的支

持下，劳苦从事传福

音的圣工。他与其他

两人，汉布东（John Hambleton）和乌

社尔（Edward Usher）组成三人小组，

出席那在斯特拉特福（ Stratford-on-

Avon ） 1 举办的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三百周年纪念庆典。他们

在高处挂上经文板，其上写着「基督为

我！赞美主！白白获得神的怜悯！」

（ Christ for me ！ Praise the Lord ！

Mercy’s Free！），引起一阵不小的轰动，

结出不少救恩的果子。 

此外，他们三人也常到贫民区、

戏院或剧场等传扬福音，并在爱尔兰的

罗马天主教徒当中事奉，帮助他们明白

救恩。他们三人的事奉，被记载于《复

兴的萌芽、开花与结果》。 

  

(D)    改变慕迪的讲员 

美国的慕迪 ( D. 

L. Moody，1837-1899 )

是举世闻名的大布道

家。有生之年布道行程

超过百万英里，一生曾

向超过一亿的人传讲福

音，目睹 75 万人对福音的呼召作出回应，

被认为是「那位感动世界的人」。但慕

尔豪却是「那感动那位感动世界的人」

（the man who moved the man who moved 

the world）。慕迪自己见证说： 

「那晚在都柏林（Dublin）参加

弟兄会的聚会后，2我在会后遇到他（慕

尓豪）。他是个没有胡须的少年人，看

来不足 17 岁。我自忖，他怎能讲道呢？

他要我告诉他，乘搭甚么船返回美国，

因为他乐意与我同到美国。我认为他不

会讲道，所以没有告诉他。不料，我回

到芝加哥仅仅几个星期，就接到他的来

信说，他已抵达纽约，若我需要他，他

愿意来芝加哥，代我讲道。 

「我于是坐下来，回复他一封非

常冷淡的信，大意是说，你若到芝加哥，

可以来找我。我以为这样就可以结束这

件事。岂知不久，他又寄来一封信，说

他还没有离开美国，假如我需要他，他

愿意前来芝加哥。我回信仍旧说，你若

有事到芝加哥，请不要忘记我。隔没有

几天，我再接到他的来信说，1868 年 2

月 5 日星期四，他要到芝加哥。 

「我真不知该如何处置他。我断

定他不会讲道。正好星期四、星期五，

我要离开芝加哥到圣路易（St. Louis）

去主领聚会，所以我对伊利诺街礼拜堂

（Illinois Street Church）的几个负责人

说，『有人星期四、星期五来芝加哥，

他要讲道。我不知道他是否会讲。你们

不妨给他试试，我星期六就回来。』他

们说，『近来教会情形良好，人心饥渴。

这时请一位素不相识的人讲道，恐怕不

只无益，反而有害。』他们认为最好不

要请他。我还是告诉他们，你们不妨试

试他，让他讲两个晚上。最后，他们同

意让他讲道。 

「我在星期六早晨回来，急忙想

知道这两晚的聚会情形如何。一进屋子，

就问妻子，『那个年轻的爱尔兰人怎样？

他们喜欢他的讲道吗？』我的妻子艾玛

 
 

慕迪 (D. L. Mo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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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道，『他们非常喜欢。』『你有去听

吗？』『有。』『你自己听了喜欢吗？』

『是的，十分喜欢。他连续两晚都是讲

约翰福音 3 章 16 节。他的讲法虽然与你

的稍有出入，但是我想你会喜欢他的讲

道。』我再问艾玛：『他是怎么讲的

呢？』『他告诉罪人，神是爱他们的。』

我说：『那他一定讲错了。』于是艾玛

说：『我想你自己听他讲之后，也会同

意他所讲的，因为他所讲的一切，都用

神的话来证明。你以为，人和你讲的不

同，就一定是错的吗？』 

 「那晚，我去聚会，看见人人都

带着自己的圣经。慕尔豪开始就说，

『我的朋友们，你

们只要翻到约翰福

音 3 章 16 节，就可

以 找 到 我 的 经

题。』他根据那节

圣经，讲了一篇非

常好的道。他并不

将圣经节割裂为1、

2、3、4，乃是整节

综合起来讲的。他从创世记，直到启示

录，证明神怎样在历世历代，爱这个世

界上的人。神先差遣先知、列祖和先贤，

警告人们、最后，神又差遣祂的儿子。

即使是人杀了祂的儿子，祂还差遣圣灵

来。直到那个时刻，我从来不晓得神是

这样的爱我们。我的心开始溶化，眼泪

不禁涌流出来。好像是听到远方新闻似

的，我完全被吸引过去。 

「次晚，许多人聚集来听他讲道，

因为人喜欢听到神是爱他们的。他说：

『我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找到约翰福音

3 章 16 节，就找到了我的经节。』他根

据那节奇妙的经文，又传了一篇卓绝的

道。他再次从创世记直到启示录，证明

神的爱。他能翻阅圣经任何一处，来证

明神的爱。我想那篇道比上一篇更好，

他击中了更高的音弦，在我心中生发甜

美感觉。 

「又一晚，本来在芝加哥城里，

要人在星期一晚上来赴会是相当艰难的，

可是许多人都来了。妇女们放下她们待

洗涤的衣服，或者快快洗完，就携带着

她们的圣经来聚会。他又说，『我的朋

友们，若是你们看约翰福音 3 章 16 节，

你们就找到了我的经题。』他再一次根

据圣经，证明神是爱我们的。他简直把

神的爱打入我们的心。从此以后，我不

再怀疑神的爱。（在这之前）我时常在

讲道中说，神在罪人背后，提起双刃利

剑，预备劈杀人。我已经将这些思想全

数抛弃了。现在我

传讲神在罪人背后，

满了慈爱，可惜人

竟然逃避神的爱。 

「星期二晚

上到了。我们想那

节圣经必定已经讲

尽，他要用别的经

文了。不料，他又

根据那节奇妙的经文，讲出第 6 篇的道。

他强调，经文里的『反得永生』，不是

等到死后才得着，是现在在这里就可以

得着。时间相隔几年，而听众仍然不忘

那天所讲的。 

「第七晚，他走上讲台。会众的

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大家急切想知道，

他今晚要讲什么。他说，『我的朋友们，

我整天要找一节新的经文，但是我不能

找到一节圣经，比旧的更好。所以我们

还是回到约翰福音 3 章 16 节去。』根据

这节奇妙的经文，他传了第 7 篇的道。 

「我记得他结束那篇道的时候说，

『我的朋友们，我已经花了一个星期的

工夫，尝试告诉你们，神是怎样的爱你

们，可是我的拙口笨舌，使我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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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使命。如果我能借用雅各的梯子

（创28:12），爬到天上去，问侍立在全

能者面前的天使加百列，请他告诉我，

天父是怎样的爱世人，他最多只能说：

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

生。』」何等令人回味的结语！ 

慕迪虽在 1866 年任芝加哥基督徒

男青年会（Y.M.C.A.）主席，经常忙于

讲道，但他承认在那些年间，他有热心，

却少有圣灵的知识。可是在 1868 年，慕

尔豪的讲道给予慕

迪意义深远的启

发。他从未想到圣

经是这样丰富的，

真是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此后，他

用心查考神的话

语，使他成为神所

重用的仆人。难怪

慕迪见证道：「我不曾忘记过那些晚上。

从那时起，我传扬一个不同的福音，也

从那时起，我对神对人更有能力。」可

见慕尔豪对慕迪的属灵造就是何等深远！ 

  

(E)      深感神爱的安息 

在慕尔豪离世前的最后几年，他

非常积极地传扬福音和销售圣经。在两

年内，他总共卖出超过 150,000 本圣经，

并分发百万本书和福音单张。在 1876 年，

他在地上的事奉显然已到尾声。他最后

一年在肉身上是痛苦的，医生说他的心

脏比正常大一倍，但他仍是开朗和喜乐。

靠近离世前，他说：「若是主的旨意使

我再次起来，我乐于传扬『神爱世人』

这经文」。 

在 1880年 12月 28日（慕尓豪 40

岁时），他终于歇下地上的劳苦，归回

天家，领受主的称赞，安息在主的怀中。

他被葬在曼彻斯特的坟场，与理查·韦弗

（Richard Weaver）相离不远之处。 

慕 尓 豪 的 同 工 汉 布东 （ John 

Hambleton）正确地总结他的一生：

「在上个星期一，他

未离开我们之前，我

去看他。当他脸上预

示仇敌死亡正进行它

最后的工作时，我握

紧他的手，说：『哈

利，我们将很快在天

上见面。』3 他回答

道：『肯定的，肯定

的，肯定的！』神的工作是何等的明显，

就是祂把那宝贝放在我们弟兄这微小脆

弱的器皿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

出于神（林后 4:7）。」慕尔豪最后的一

封信也恰当地概述自己的一生：「请为

我祷告，使我为基督受苦，胜过为祂传

道；我只要荣耀祂。」4 

 

——————————————————— 

1   它是位于英国英格兰中部的城镇，

是莎士比亚的故乡。 
 
2  弟兄会（Brethren）这一名称带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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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会信徒或外人用此名称，因为他们不明白召

会真理，这点情有可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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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主义而离开宗派，就应当拒绝称自己为

「弟兄会」。 
 
3 「哈利」（Harry Moorhouse）是亨

利·慕尔豪（Henry Moorhouse）的别名。 
 
4  上文主要参考 江守道编译，陈福中

增订，《慕迪小传》（香港九龙：基督徒出

版社，1998），第 30-38 页；Hy. Pickering

（comp.），Chief Men Among the Brethren

（New Jersey：Loizeaux Brothers，1986），

第 166-170 页。此篇文章摘自 2001 年 6 月

份，第 19 期的《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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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篇 (二)  

亨利·克雷克       

Henry Craik  

( 1805-1866 ) 
 

(A)     希腊文奖的得主 

亨利·克雷克（也常译作「革拉

克」，Henry Craik）， 这位与信心伟人

乔治·慕勒（George Muller）同工40年左

右 的 伙 伴 ， 于

1805年 8月 8日出

生在苏格兰东洛锡

安郡的普雷斯顿庞

斯（Prestonpans，

East Lothian ） 。

在肯诺威教会学校

（Parochial School 

of Kennoway）求学后，他于 1820 年进

入圣安得烈大学（St. Andrews University）

深造，且在著名的学者亚历山大教授

（Professor Alexander）和亨特博士（Dr. 

Hunter）门下受教。 

由于有过人的天智和名师的开导，

克雷克很快掌新约原文，成为一位杰出

的希腊文学生。在一本备忘录中，克雷

克亲笔记载：「1823-1824 年  —  学习希

腊文、拉丁文、自然哲学，上查尔默尔

斯博士（Dr. Chalmers）的讲课。荣获一

项拉丁文优异奖，两项希腊文优异奖，

这是历来最高的荣誉。这结束了我的哲

学课程，使我有资格进入圣马利亚学院

（ St. Mary’s College ） 或 神 学 院

（Divinity Hall）。在我的记忆里，这些

年日，我的生命中没有神，虽然我有阅

读圣经，也有形式上的祷告，但我的快

乐主要是建立在友谊上；要回想当时的

心境如何，我感到有些困难，但我清楚

晓得，我并不爱慕神的事。」 

从克雷克本身的日记中，我们得

知他在年少时，花了极大的努力和许多

的时间，去追求学术的卓越成就，可是

当他荣获这些优异奖之后，心灵仍然空

虚，因他尚未寻获生命的意义。 

 

(B)     寻获生命的意义 

1826 年，21 岁的克雷克在灵性上

经历莫大的改变，使他把自己横溢的才

华和在世馀下的光阴，完全奉献于主和

主的圣工上。他本身认为这等转变是受

他的学院同学约翰·乌尔库哈特（John 

Urquhart）所影响。在同一年（ 1826

年），他去了英国爱丁堡（Edinburgh），

在那里一面深造，一面从事助教的工作。 

在 1826 年 7

月，他收到邀请，

去 当 葛 若 弗 斯

（ Anthony Norris 

Groves）的家庭教

师。那时，葛若弗

斯住在埃克塞特

（Exeter）。他接受此建议，就在葛若

弗斯的家中住了两年。他非常欣赏葛若

弗斯这位真诚爱主、并在较后到远方的

巴格达（Baghdad，现今伊拉克的首都）

和印度宣道，成为奉主名聚会的第一位

海外宣道士（Missionary，宣教士）。 

与葛若弗斯相处的日子给克雷克

留下深远的影响，为他带来日后的福气。

克雷克较后承认说：「有关完全倚靠主，

以及我所追求实践（与信徒之间）的广

泛交通（catholic fellowship），1 这些功

课不是我在圣安得烈大学，也非在普里

茅斯（Plymouth），而是在埃克塞特

（Exeter）的时候，主教导我的。」 

 
 

克雷克 (Henry Craik) 

 

 
 

葛若弗斯 (A. N. Gro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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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日子，除了当葛若弗斯的

私人家庭教师，克雷克也在亥维特理

（Heavitree）的学校课室内，开始向人

讲解圣经。在这几年中，他勤学古典文

学，尤其是钻研圣经原文，为日后在解

经和讲道的事奉上，奠下稳固的基础。 

 

(C)     归回圣经的样式 

1829 年 7 月，克雷克在（英格兰）

德 文 郡 的 提 恩 茅 斯 （ Teignmouth, 

Devonshire）第一次会见虔诚的乔治·慕

勒（George Muller），2 开始了俩人一生

之久的友谊。1830 年夏季，慕勒遵照查

经所得的亮光，在提恩茅斯开始擘饼记

念主，且愿意按照

圣经的教导，让圣

灵在召会中自由带

领所有信徒来敬拜

和事奉。  

克雷克则于

1831年被请到英格

兰德文郡的沙尔顿

（Shaldon, Devonshire），当那里浸信会

的牧师。可是不久，克雷克看清「所有

信徒皆祭司」的真理过后，也弃绝错误

的牧师制度。换言之，借着圣灵的带领，

克雷克和慕勒俩人在德文郡，开始在敬

拜和事奉上回到圣经的样式，因而弃绝

宗派里「一人传道事奉」（ one-man 

ministry）和「牧师固定薪金」的制度。  

1831年，克雷克与马利亚·安德森

（Miss Mary Anderson）结婚，但婚后数

月，她竟然于 1832 年初离世。失去爱妻

给克雷克带来很大打击。虽然经历如此

痛苦和考验，克雷克仍然坚心倚靠主。 

1832 年 3 月，克雷克收到邀请，

去布里斯多的基甸堂（Gideon Chapel，

Bristol）传道。一大群人拥入基甸堂听

他传道，甚至到了第二个主日，基甸堂

内挤得水泄不通。一星期后，慕勒前来

帮助，两人轮流在基甸堂，并布里斯多

的其他教堂传道。在圣灵的大能和感动

下，许多人悔改归主。 

1832 年 5 月 1 日，克雷克和慕勒

回到德文郡 事奉神。不久，他们受邀再

次回到基甸堂，并留在那里带领信徒。

这两位神的仆人开出以下的条件：(1) 那

里的信徒只能把他们当作是在神百姓中

间事奉，而不可把他们当作是担任固定

的牧养之职（fixed pastoral relationship）； 

(2) 教堂座位费或教堂包厢的包租金

（pew rents）必须废除；(3) 在供应生活

需用方面，信徒必须效法他们俩在德文

郡所做的（即由信徒自由的奉献，而非

固定的薪金制度）。基甸堂的信徒答应

这些条件后，他们便来到布里斯多的基

甸堂事奉神。 

论到这两位主仆的到来，一位写

克雷克传记的作者如此描述：「我们合

理地认为，天使们若知道将来事情发展

的结果，他们必然以无比欢乐的心情来

见证克雷克和他的同伴慕勒，来到布里

斯多这古老的城市；因为前者(克雷克)

被注定再过几年，要成为这城中最杰出

的主仆之一；且成为神国中一些最有才

干和学识者的朋友和通信者。 

「他不仅在宗教信仰、圣经批判

学(或称：圣经评鉴学，Biblical criticism)

和新教教义(Protestantism)方面是个闻名

的作者，更是上百位男女基督徒的属灵

之父；至于后者慕勒，他不单借着写作

和讲道来传扬和持守圣经的真理，更重

要的是，他将成为布里斯多的『新孤儿

之家』（New Orphan Houses, on Ashley 

Down)和『国内海外圣经知识机构』

（The Scriptural Knowledge Institution for 

Home and Abroad）3 的创办人和主任。」

来到布里斯多后，克雷克娶了霍兰小姐

(Miss Howland)为妻。 

 
 

慕勒 (George Mu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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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甸堂事奉了一段时日后，克

雷克和慕勒租用了毕士大堂（Bethesda 

Chapel），与其他 5 位信徒一起聚会。

1832 年 8 月 13 日是个富有纪念性的日

子，因为在那一日，克雷克、慕勒、另

一位弟兄和 4 位姐妹，一共 7 人，聚集

在毕士大堂，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

接（参 徒 2:42）。他们没有订立任何规

条，只愿意绝对遵照主在祂的话语中所

赐的亮光而行。 

克雷克当时的意愿和心境，可从

慕勒的见证中看出，「自始大家明白，

靠着主的帮助，我们（包括克雷克）要

用神的话语试验一切的事，而且只实行

遵守那经过圣经所验证的事。当我们在

1832年 8月 13日这样决定的时候，我们

十分软弱，然而我们的心却是正直无伪

的。」不久，这个小小的聚会蒙主大大

赐福， 人数不断增加，多年以后，在交

通里的信徒人数竟然从开始的 7 人增至

1 千 2 百人。 

 

(D)     丰富实用的讲道 

有位作者如此描述克雷克：「能

认识他和听他讲道，是我最宝贵的回忆

之一。他的讲道信息不会深奥难明，但

绝对扎实精深。他在神的话语上大有能

力，他的讲道信息充满丰富的解经。他

一次的讲道能使人看到圣经多处的亮光。

他在主日早晨的讲道，往往长达一个小

时。可是，听众们并不因这长时间的讲

道而感到烦闷厌倦，以致埋怨，反倒因

聚会时间将快结束而感到可惜。 

「由于他面容粗犷，第一次见到

他的人常会首先感到失望，不过这样的

感觉很快消失，因为他讲道时，他那流

利的口才和洋溢的热诚将扣人心弦，使

人对他改观。」 

此外，克雷克还有一个显著的特

征，就是随时准备好，以神的话语来帮

助遇到属灵难题的信徒。有位信徒见证

说，某次，他遇到一个特别的难题，克

雷克不但写信为他解答，更在两个接续

的讲道中，以此问题为讲道主题。今日，

许多聚会讲台充斥着神学论文或哲学理

论，而克雷克却是善用讲道的机会，以

神的话语来帮助信徒去应对实际的属灵

难题，这点值得讲道者们留心效法。 

 

(E)      慕勒属灵的密友 

克雷克是位敬虔、谦虚、常为别

人着想的人。他的仁慈关怀，亲切友善

使人留下深刻印象。由于他有属灵的远

见和关怀的爱心，所以在属灵的事工上，

连信心的伟人慕勒也经常向他倾心吐意，

寻求他的意见或印证；例如在开办孤儿

院的事上，克雷克是慕勒首先倾吐此意

的人。当时，慕勒虽深信神必供应，但

惟恐心中隐藏不正当的动机，所以便向

克雷克倾吐

心情，仰望

神借着这位

属灵同工来

纠正一切。 

克雷

克看出这是神的旨意，也深信神必赐福，

因此便非常鼓励慕勒投入开办孤儿院的

事工。在克雷克大力的鼓励下，慕勒才

继续跨出信心的脚步，走向这蒙福的事

奉。结果，这孤儿院的事工发展成总共

领养了超过 1 万名孤儿的圣工，而克雷

克在这圣工孕育的阶段，可谓功不可没。 

一般人都熟悉那位靠信心开办孤

儿院的信心伟人  —  慕勒，却很少留意

到克雷克这位慕勒的终身密友和事奉伙

伴。可是若细读慕勒的传记时，我们不

难发现在许多圣工和事情上，慕勒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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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克讨论，听取他的意见和征求他的

代祷，抓紧 太 18:19 的应许。 

慕勒给我们留下榜样，虽我们在

事奉上对神有十足的信心，但我们也该

借着属灵的密友来省察自己的内心，纠

正不当的意念，更要借着彼此代祷来互

相扶持。传 4:9-11 的总结表明属灵同工

的重要性：「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

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

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

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

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 , 

怎能暖和呢？」 

在事奉的道路上，求神为我们兴

起像克雷克一般的属灵密友，也求神帮

助我们成为克雷克一般的忠心同工！ 

 

(F)      归回天家的安息 

在布里斯多，克雷克是慕勒至亲

的知己和终生的同工。在他们俩人同心

事奉和完美配搭之下，毕士大堂的信徒

蒙主赐福，十分活跃，多作善工，多结

善果，显出实际的虔诚，活出分别为圣

的生命，以致威革蓝（George Wigram）

说道：「毕士大（指毕士大堂的召会）

在品行上是拿细耳人（Nazarite，民 6:1-

21），被世人和持异议者嘲笑，但我因

与她的凌辱有交通（指有份于毕士大堂

的召会所受的凌辱）而感到荣耀。」  

在毕士大堂的召会确实因克雷克

和慕勒而日愈壮大。可是这点亦激怒撒

但，使他于 1845-1850 年间兴风作浪，

力图破坏这召会与其他召会的美好交通，

导致发生了前所未有、令人痛心的大分

裂。对于被自己深爱的弟兄们所误解和

攻击，克雷克痛心不已。但这一切并没

摇动他对神的信心，他仍是忠心地在布

里斯多服事那位爱他的主。 

无论如何，克雷克所经历的伤痛

并不太久，因 1866 年，当他 61 岁时，

主把这位忠心的仆人带离世间的纷纭，

进入天家的安息。

对许多弟兄姐妹而

言，他的离开是莫

大无比的损失。在

他的葬礼上，许多

的出席者流着依依

不舍的眼泪，向他

致最后的敬意；但

肯定的，在天堂那

边也必有许多的天使和圣徒，因他的到

来而欢呼赞美神。是的，克雷克的离世

虽是人间的损失，却是天上的收获！4 

  

——————————————————— 

1          在奉主名聚会的恢复之前，普遍上只

有宗派相同的信徒才有彼此交通，互相来往；

克雷克所说的「广泛交通」，是指离开宗派

的制度，不受宗派的限制，「广泛地」与任

何重生得救、愿意顺服真理之人进行的交通。 

 
2          有关慕勒的生平和事奉，请参2000年

9月份，第 10期《家信》的「属灵伟人」，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2/09/ 乔

治慕勒/ 。 

 
3           此机构于 1834年 2 月 20 日成立，其

目的是：(1) 接受和分发款项来协助一些圣

经学校和主日学；(2) 廉价出售圣经；(3) 奉

献款项给在海外传道的同工，参江守道编译，

陈福中增订，《慕勒小传》，第 40 页. 
 

4          上文主要参考 Hy. Pickering (comp.)，

Chief Men Among the Brethren（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1986），第 32-35页；江

守道编译，陈福中增订，《慕勒小传》（香

港九龙：基督徒出版社，1998 年），第 32，

35，37-38，41，79 页；也参 H. A. Ironside，
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 （New Jersey：Loizeaux Brothers，

1985年），第 58-59页。此篇文章摘自 2001

年 11 月份，第 24 期的《家信》。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2/09/乔治慕勒/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2/09/乔治慕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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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篇 (三)  

约翰·理祈       

John Ritchie  

( 1853-1930 ) 
 

(A) 早年蒙恩的生命 

约翰·理祈（John Ritchie），或被

简称为「J.R.」，于 1853 年 9 月 10 日出

生在英国苏格兰东北部港市阿伯丁郡

（Aberdeenshire）的一个村落。此处被

称为「花岗石城」

（Granite City），

因该港市房屋多以

花岗石建成。生长

于花岗石城中的理

祈，其性格也有如

花岗石那般的坚毅

稳固。 

理祈自小就受两位敬虔者的熏陶，

其中一位是苏格兰自由教会（ Free 

Church of Scotland）的加里亚先生（Mr. 

Geo. Garrioch）。他经常到理祈家中探

访，并向年小的理祈强调「重生」的重

要。另一位则是麦基廉医生（Dr. Robert 

M’Killiam）。此人不但关心病人的身体，

更关心罪人的灵魂。他是一位满有恩赐

的圣经教师，并在主日学里负责教导的

工作。一些日后著名的圣经学者，曾在

他脚前受教，其中一位深被他的热诚所

吸引的，就是约翰·理祈。 

理祈的经历给予作父母和主日学

的教员们一个宝贵的功课。身为父母者

应趁孩子年幼时，就经常向他们强调重

生得救的重要性。此外，在主日学负责

教导的教员，也绝不可认为教孩童比不

上教成年信徒，因为所教的孩童，极可

能就是将来神所重用的仆人。 

总之，虽然孩童的领悟力和吸收

能力非常有限，但我们不可轻忽年幼的

孩童。我们所当作的，就是为他们祷告，

并努力地教导他们神的话语。时候将到，

圣灵能叫那撒在他们心田里的道种生根

成长，结出救恩的果效，正如理祈所经

历的一样。 

  

(B)     信主重生的经历 

在 1859-1860 年，复兴的洪涛涌

遍爱尔兰，把成千上万的人带进神的国。

此运动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兴起一大群

被称为「无牧师身份的传道人」（lay 

preacher）。虽然他们来自各种不同的

社会领域和职业，但都拥有一个火热的

心志，要把福音传给失丧的灵魂。 

1871年，奉主名聚会的唐纳德·芒

罗（Donald Munro，1839-1908）与其他

几位信徒来到阿伯丁郡 （Aberdeenshire）

传扬福音。他们遭到

激烈的反对，甚至有

人企图伤害这些传道

人；但神的灵大大动

工，在短短一个星期

之内，大约 20 个男

女，包括理祈，接受

了主耶稣基督为他们

个人的救主。理祈较后毫不犹疑地见证

道，1871 年 4 月 2 日是他属灵的生日。 

  

(C)     地方召会的建立 

  这些传道人离开后，由于这群初

信徒在宗派（denominations，或称「公

会」）中无法获得属灵的粮食，所以便

私下聚集，祷告和读经。逐渐地，他们

发现使徒行传和新约书信所显示有关初

 
 

理祈 (John Ritchie) 

 
 

芒罗 (Donald Mun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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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召会的教导和实践，正是神要他们跟

从的道路。 1 他们听到唐纳德 ·罗斯

（Donald Ross）及邻近村庄所进行的特

别聚会，即那里的信徒按照新约圣经所

教导的原则与样式来擘饼记念主，所以

也效法他们，在主日早晨聚在一起，开

始擘饼记念主。 

这是第一次

他们离弃宗派那属

人 所 设 立 的 制 度

（指靠一位被按立

的牧师所带领）；

他们单靠圣灵的带

领，进入「守主晚

餐」原本的简纯性里。不久，这些初信

徒便按圣经教导的样式受浸，公开地在

水中顺服主，并按照圣经的教导，建立

了地方召会的见证（徒 2:41-42）。 

  

(D)     蒙神重用的生命 

信主得救后的理祈，深知重生得

救的迫切重要性，所以常在私下与人分

享福音。从厨房、仓库到工地，人们常

见他为主向人作见证。不久，众信徒很

快察觉到年轻有为的理祈，满有圣灵所

赋于的传福音恩赐。他那爱惜失丧灵魂

之心，情词迫切的真诚和充满能力的讲

道，深深吸引听道者的心。不久，由于

属灵圣工的需求，他为主放弃了属世的

职业，在弟兄姐妹的支持下，专心从事

传道与教导的事工。 

从理祈的身上，我们学到在私下

操练恩赐的重要。有些信徒一信主后，

不积极在私下为主作见证，却只渴望上

讲台为主传福音，这是本末倒置。求主

帮助我们，先在私下为主作见证，向主

表忠诚，操练属灵的恩赐，到了适当的

时候，主必为我们开路，赐我们更多更

大的事奉场合。而其他的信徒，也该恳

求圣灵在这方面大大动工，兴起主的仆

人，并在祷告和经济上支持他们。 

理祈对栽培年青信徒特别有负担。

他经常策划且有系统地邀请年轻热诚的

信徒与他一同事奉（尤其在假期时间）。

结果，他们在苏格兰各处有系统地进行

家庭探访和露天布道的事工。在他的带

领和鼓励下，许多年青信徒得到奋兴与

成长。诚然，现今的召会正需要像理祈

这般心志的年长信徒，有系统地栽培、

帮助和鼓励年青信徒在灵里成长，操练

恩赐，学习事奉。 

在文字事工

方面，理祈也积极

操练写作和编辑的

才能，成为基督麾

下的精锐笔兵。靠

着主的带领和帮助

下，他先后编辑并

出版了几种属灵杂

志和刊物，如 1883

年开始出版《年青

的 守 望 者 》 (The 

Young Watchman)，

接着在 1885 年开始

出版《主日学工人

杂志》(The Sunday 

School Worker’s Magazine) ， 随 后 在

1889年出版《小子们的宝库》(The Little 

Ones’ Treasury)，并在 1890 年开始出版

闻名的《信徒杂志》 (The Believer’s 

Magazine)。 

这些属灵的

杂志和刊物，收集

了 当 代 的 解 经 精

华、圣经问答、圣

工 报 告 、 灵 修 小

品、属灵书籍介绍

与评估等等，造就

了世界各地无数的

 
 

罗斯 (Donald 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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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徒。今日奉主名聚会的信徒，也该效

法理祈一样，按主所赐的恩赐，从事文

字的事工，以文载道、证道与护道，并

为下一代存留真理的文库。 

理祈的著作浅明

易懂，文笔有力，字里

行间充份表现他灵性的

成熟，并对圣经的忠

诚。他早期的著作如

《旷野的会幕》 (The 

Tabernacle)、《从埃及

到 迦 南 》 (Egypt to 

Canaan)以及《基要的

真 理 》 (Foundation 

Truths)，已出版和再版

多次，甚至翻译成其他

语言。 他是一位「多产

作家」(prolific writer) ; 

超过 200 本书籍和上百

份福音册子出自他的手

笔。他也在苏格兰的基

尔马诺克 (Kilmarnock)

开办了著名的「约翰·理祈有限公司」

（John Ritchie Ltd.），来出版属灵的书

籍和刊物。这间基督徒出版社至今仍然

运作，出版了许多属灵的好书佳作。 

  

(E)      喜归天家的安息 

由于年龄逐渐老

迈，理祈被逼放慢脚

步。虽然无法像年青时

四处奔波，到远方传道

和教导，但他仍在家乡

的召会里积极事奉。为主劳苦一天之后，

他依然在书桌上漏夜苦干，执笔写作；

他以点燃「午夜油灯」（ the midnight 

oil），来点亮他人心中的真理之灯。他

晚年时的文字事奉集中在《信徒杂志》

上。他任《信徒杂志》的主编长达 37 年

之久，直到 74 岁的高龄。 

在 1930 年 3 月 19 日的下午，理

祈终于歇下世上的劳苦，归入天家的安

息，享年 77 岁。他的遗体被安葬在特隆

翁（Troon）的坟场，等候荣耀的「复

活清晨」  —  就是那明亮的晨星主耶稣

基督从天降临、召会被提、「那在基督

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的荣耀之日。2 

  

——————————————————— 

1   为何理祈他们要跟从使徒行传和新

约书信所显示有关初期召会的教导和实践？

因为他们明白一件重要的事实：遵从这最初

的召会原则和样式，乃是履行主的大使命。

正如我们在上一期《复苏刊》的文章，即

「归回最初的圣经原则」一文中所强调的：

圣经所记载有关初期召会的最初原则，是神

所设立的，所以是最好的，也是神要一切在

召会时代的信徒所遵行的，这点可从召会的

元首主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中获得证实。

主耶稣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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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直到时代的结束」，指召会

时代的结束）」（太 28:20）。 

 

请留意:「凡」和「都」二字表明我们必须

遵守全部的圣经教训，无权随意取舍，或对

圣经教义进行「改良」或「改革」。「（我

所吩咐）你们」是指「使徒」，不是后代的

信徒；所以我们要遵守的是「使徒的教训」

（徒 2:42）或称「使徒的传统」（参 林前

11:2；提后 2:2），而非教父、教皇、主教

等等属人的传统。要守到什么时候？答案是

「直到时代的末了」，意思是直到「召会时

代」圆满结束，即主再来、召会被提的那一

日。总之，新约圣经所教导有关地方召会的

「最初原则」，乃是神所设立的，也必须被

召会时代中所有基督徒（包括我们）全面地

教导、恒心地遵守、忠心地传递，直到主来。 

 
2   上文主要参考  F. E. Stallan，“The 

First Editor” ， in The Believer’s Magazine

（Jan，1991）：第 5-6 页；Hy. Pickering 

（comp.），Chief Men Among the Brethren

（New Jersey：Loizeaux Brothers，1986），

第 216-220 页。此篇文章摘自 2001 年 2 月

份，第 15 期的《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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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篇 (一)                                        书房 

 

地方召会的 

独立性与相互关系 
 

 

(A)       独立自治的地方召会 

「地方召会」（注：此篇文章的

「教会」一词被改为更符合希腊原文字义

的「召会」)这个名词，本来是圣经上找

不着的；但是在圣经，新约的召会显然是

按着地方来称呼的；如保罗写信给哥林多

的信徒，就称写给在哥林多神的召会（林

前 1:20）。哥林多是一个地方，所以这封

书信是写给一个地方召会的书信。又如在

启示录里记载，主吩咐使徒约翰写信给在

亚细亚（或称：小亚细亚，Asia Minor）

的七个召会，下面就讲了七个地名。以后

又分别提出：「以弗所召会」（启 2:1）、

「士每拿召会」（启 2:8）、「别迦摩召

会」（启 2:12）、「推雅推喇召会」

（2:18）等等。1 

这以弗所、别迦摩、推雅推喇，都

是地方的名称，主所要分别指责的，乃是

在地上的地方性的召会。所以每一个召会

都冠有一个地方的名称，显明是写给地方

召会的。虽然「地方召会」这个名词是圣

经上没有的，但是神叫我们看见，在新约

中的众召会都是地方性召会，却找不着一

个宗派（denomination）像今日在地上的

光景。所以新约的召会都是以地方来分别，

且具有独立性的。 

 

(B)       七个金灯台的奥秘 

在灯台的奥秘里，主给我们的启示

特别清楚。在 启 1:4 说：「约翰写信给在

亚细亚的七个召会」。讲到亚

细亚就说七个召会，不是亚细

亚的一个召会。因为亚细亚这

个地方太大了，它是一个省。

在亚细亚省有许多城，在各城

里都有一个召会，倘若写给亚

细亚的召会，或是写给亚细亚

的一个召会，问题就出来了，

因为亚细亚有七个地方，也有

七个召会（当然不止七个地

方，也不止七个召会，我们只

说主所要写信给予的那七个地方召会）。 

你若单说写给亚细亚的一个召会，

那是写给哪一个召会呢？要么只好有一个

召会作代表，或是以弗所，或是士每拿，

或是别迦摩。由这个代表的召会负责通知

其余的召会，这不就省事多了吗？但是神

不这样办。或是把七个召会联合起来，设

一个总会；有事情只要通知总会，让总会

去支配就好了。但是神也不这么做。 

圣经是说七个召会。不但是七个召

会，而且清楚写明那七个地方  —  以弗所、

士每拿、别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

铁非、老底嘉（启 1:11）。神为什么不写

一个地方来代表其他的呢？一个地方能不

能代表其他的呢？不能！因为一个召会有

一个召会的责任，每个召会单独向着神负

她的责任，并不负其他召会的责任。不但

是有七个地方，有七个召会，而且还有七

个灯台（1:12）。 

这七个地方，七个召会，七个灯台；

这三个七放在一起，有很重要的意思在里

面。它说明了神的心意，就是祂要使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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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地方性且有独立性。祂要使召会在地

上成为地方性的，并使地方召会又成为独

立的。所以一面说出七个地方，接着就说

是七个召会，同时以七个金灯台来代表她。 

按 启 1:13：「灯台中间，有一位

好像人子」和 启 2:1「在七个金灯台中间

行走的」，就知道这七个金灯台是独立的，

不是联合的。也

不是一个灯台分

七枝，像旧约时

代犹太人圣所里

面的金灯台一样

（出25:31-39）。

若是那样，人子

如何能行走在中

间呢？约翰所见

的乃是七个单独的金灯台，这就表明了地

方召会是非常独立的，因为一个金灯台乃

是代表一个地方召会。 

金是表明召会属天的属性，她是被

那召会的元首（召会的头）  —  基督，也

就是行走在灯台中间的人子  —  所经营管

理的；单独向着这个黑暗的世界发光。她

是基督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所设立的见证。

所以，地方召会就是一个金灯台（在自己

的地方为主发光作见证）。 

 

 

 

 

 

 
(C)       地方召会的独立性 

这里所谓的「独立性」是表示：这

个召会是一个灯台，是主直接设立的，主

在哪个地方放一个灯台，那个地方就有一

个地方召会。那个灯台是主放置在那里的，

主有权安放，主也有权撤去。主对以弗所

召会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那里坠落

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

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

处挪去」（启 2:5）。 

由此可见，地方召会是那召会的元

首兴起来的。不是某某差会差派某人到某

地，再汇去一笔款项，在那里盖一座大礼

拜堂，派一个牧师，或是一个传道，就在

那里做堂子，那里就有了地方召会。等一

下有这个问题发生，就写信到总会去请示，

有那个问题也得向总会请示；总会按时汇

款，按时发薪水，这样的召会是不是独立

的呢？是不是纯属地方性的呢？当然不是！

因为这样的召会在她上面还有一个总会。

那个总会也许在美国，也许在英国，也许

在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这召会的关系不是

单单对主，她还有在别处的关系。她不是

单独属乎主，她在主之外还有一个系统，

一个组织，她除了属乎主之外，还要属乎

那个组织、那个系统。她必须遵守她那个

系统，或是宗派的教条教规，否则总会就

要干涉，传道人可以因之撤职，或是被停

聘；并且总会是要常常派人来到分会察视

的，一有不对就要对付。因为在起码的乡

镇所设立的支堂之上，有所属于县市的分

堂看管着；分堂之上又有所属于省会的总

堂看管着；总堂之上有区监督；区监督之

上有总监督；总监督之上还有西差会总监

督。层层叠叠上去，组成一个机构。这是

和地方召会大大不同的地方。 

地方召会是单独的，宗派的组织是

各地方联合的。地方召会既无横的联合，

又无纵的系统，所以是无组织的。宗派是

有组织的，而且那种组织不是出于神的组

织；换句话说，不是一种属灵的结合，乃

是一种出于人的组织，好像罗马教（罗马

天主教）那种人为的组织一样。在圣经里，

地方召会的行政是独立的，不受别的召会

影响，因为她是一个灯台，单独的向着神，

不向其他的灯台负责。她有那位管理她的

人子主耶稣基督。 

 
 

启示录 2-3章的金灯台是

七个独立的灯台, 不像上

图中圣所里的一个金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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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个身体, 身体的比方（比喻

或画像）不单是用在神的宇宙性的召会上，

也是用在地方性的召会上；如在  林前

12:27，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说：「你们

就是基督的身子（原文是「身体」），并

且各自作肢体」。这是指着地方召会说的，

和 弗 1:22-23 所说的那个身体范围不一样，

因为前者（林前 12:27）是指地方性的召

会，后者（弗 1:22-23）则是指宇宙性的

召会。 

身体的比方，既用在指宇宙性的召

会上，就是那独一的整个召会，也就是无

形的召会（注：「宇宙性的召会」是指从

五旬节起直到召会被提，世界各地所有基

督徒联合组成的召会。这召会超越地方性，

故称「宇宙性的召会」，编者按）；但身

体的比方，又用在指地方召会上：你就知

道神的心意，是要地方召会也代表永世整

个召会，祂要借地方召会摆出一个身体的

见证。因此，地方召会在某程度上也可说

是宇宙性召会的缩影（但却不是完全相同，

编者按）。 

 

 

 

 

 

 

 

地方召会的行政是独立的，她是一

个单位；因为她是一个身体，一个身体就

是一个单位。身体是直接连于头的，身体

是绝对接受头的指挥。地方召会是直接属

乎基督的，所以她也要直接受基督的指挥

和管理，不但在属灵的方面基督直接管理

她（因基督是召会的元首，是灯台中间的

人子，祂直接管理祂的召会）；就是在召

会行政方面，也是受到基督的管理。好比

人的身体里的血液，它是流通全身的，对

于各肢体它都流到，这好比基督在属灵里，

运行在全体信徒里面，这是一个属灵的管

理。但另一方面，头要手去拿东西，头又

命令眼睛看见，命令脚去走，这是头借着

神经去支配全身，借着神经管理肢体。无

论如何，是头在那里管理。 

  

(D)       长老的制度 

神在各地方召会设立长老，要他们

监督全群，牧养全群，照管神的召会。但

是长老或是监督，是纯属地方性的。他在

甲地召会作长老，他到乙地就只是一个弟

兄。他在甲地虽然是一个长老管理召会的

事，然而他到了乙地，就不是一个长老，

他就不能管理乙地召会的事。因此，以弗

所召会的长老，不能作以弗所的长老而同

时又作腓立比召会的长老。照样，腓立比

的长老到了以弗所，也不是长老。 

长老是受地方的限制。如果一个地

方召会管理其他地方召会的行政，就叫地

方召会变成非地方召会，失去了她地方的

性质。神只许可地方召会管理地方（指那

地方召会）的事，神不许可地方召会管理

地方范围之外的工作。但我们所说的是指

属乎召会行政的事，并非指属灵的交通。

比方以弗所召会的长老到了腓立比，他虽

然不是腓立比召会的长老，而无权干涉腓

立比召会的行政；但是倘若腓立比召会有

需要，他又受到圣灵感动释放（应作：传

讲或讲解）神的话语，传讲神的信息，则

是可以的。 

在圣经上让我们看见使徒当初出去

到各城传扬福音，在各地就有了召会。然

后使徒就在各城的召会里设立了长老，参

看 徒 14:23：「二人在各召会中任命了众

长老」（原文直译）。若看上文就知道，

这各召会就是指着各地方的召会，即路司

得、以哥念、安提阿等地方（徒 14:21）。

在 多 1:5，保罗吩咐提多「在各城设立长

老」。在各城的召会都有各城召会的长老。

各地方召会的长老，就管理各地方召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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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所有各地方召会的行政，都是独立的，

是地方召会自己负责自己的行政，直接听

头的命令，并没有把她们联合在一起，成

为一个大团体，一个大组织。 

不但地方召会的行政是独立的，地

方召会的责任也是独立的。正如在启示录

第 2 和第 3 章里，主对亚细亚七个召会的

个别裁判一样。主责备以弗所失去起初的

爱心，却没有归罪于士每拿。士每拿在主

面前因受苦而有忠心，也不能归功于以弗

所。别迦摩的混乱，不能推到推雅推喇身

上。推雅推喇的异端，也不能放在撒狄身

上。撒狄的死僵，不能归咎于非拉铁非。

非拉铁非的彼此相爱，也不能归功于撒狄。

主没因老底嘉的骄傲而责备其他的召会。

一个召会有一个召会的责任，每一个地方

召会在神面前单独负责；并不负其他召会

的责任，所有地方召会的责任是独立的。 

 

(E)       地方召会独立的好处 

有一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使召会

成为地方性的呢？为何要使召会成为独立

的呢？从圣经看来，实在有神美好的旨意。

神设立许多的召会，让我们一个地方一个

地方的，单独向神负责，乃是非常有益的。 

            (E.1)   防止野心的假使徒 

召会是独立的而非联合的，就不能

让有野心的假使徒得逞，就没有被他所利

用来培养势力的可能，叫那一班有才干又

有野心的弟兄，无法将各地召会联合起来，

成为一个大团体，来培植自己的势力。并

且一个地方召会的一切，都在那地方的长

老们手中，就叫地方召会不致落在这等工

人手里。工人走了，管理的责任是在长老

的手里，就叫假使徒们没有直接管理一个

地方召会的可能。 

罗马教（罗马天主教）势力的造成，

都是因为召会失去地方性的性质。如果没

有各地的联合，如果所有的权柄都在地方

长老们的手中，就不知要给教皇减少多少

罪恶。所以若只有地方召会，就没有罗马

天主教。所以能有罗马天主教的兴起，是

因为地方召会的消灭。在过去的历史，人

之所以能利用召会，造成许多罪恶，并且

和政权对峙，以致驾御政权（操控政权），

都是因为召会不是地方的，乃是联合的。

联合的召会固然是有能力、有势力的，但

这并不是属灵的能力，乃是属世的能力。 

神的旨意，本是要祂的召会在地上

作为芥菜种一样，充满生命，小而无奇。

今天的召会之所以成了推雅推喇的缘故，

就是因为联合，使那些有雄心大志、有野

心的人，既然在社会上得不到势力，就来

利用这个宗教的势力。更正派（Protestant）

的一个大失败，就是没有归回到圣经的原

则  —  地方召会，而却以组织性的召会来

代替罗马教会。但这不是神的心意，我们

只要看主对撒狄召会的使者的责备就知道

了（启 3:1-3）。 

            (E.2)   防止异端的发展 

不止如此，召会成为地方性，对于

错误异端的道理，也不致有蔓延的发展。

一个地方有了错误，不致叫个个地方都有

错误；例如在加拉太省，有的召会有靠律

法得救的异端，但在亚细亚的各召会却没

有，而在安提阿的召会也没有，这就是因

召会以地方为范围的缘故。如果召会是以

地方为范围，在一个地方有了邪说，也不

过是那一个地方而已。就不致像公会（宗

派）一样，一个地方错了，就个个地方都

错了。罗马天主教就是一个顶好的例子；

因着组织上统一的缘故，就叫在罗马城的

异端也一样统一的普遍。叫凡在罗马天主

教的组织里，不论什么地方、各国、各民、

各方都充满了她的异端教训，如拜偶像、

炼狱道理、圣品职… 等种种异端邪说，

和不合真理的制度都普遍的蔓延发展着。 

如果召会是划地为界、就地为政的，

若某地有异端发生，也顶容易隔离。但是

当一个组织的召会发生异端时，她在各地

的支会是不能不受其影响的。因为她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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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传统的神学，统一遵守的教规和教条。

凡是在她组织系统里的，都不能不遵守，

她的错误道理自然就很快的传开了。一个

宗派的组织是划一的，所有教规、教条、

教义，完全是划一的；如果稍有不合，你

就不能在她的组织里存在。宗派的管理是

严厉的，所以一个地方有黑狱的道理，你

到另外的地方（只要是属于她组织里的），

仍是有黑狱的道理；并且宗派因为有组织，

发展起来是特别快的，异端道理也随之普

遍的传开了。这就是因为她不是地方召会

而是宗派组织。如果是地方召会，这种危

险就不会发生。 

        (E.3)   宗派不致成立 

建立地方召会最大的好处，就是没

有成立宗派的可能。你有你的特别主张，

我有我特别的看法，他有他特别的道理，

你如果想另立一个团体来宣传你的主张，

宣传你的道理，宣传你的看法，就办不到。

一切都是因着地方召会的地方性之限制。

你不能从地方召会里把一些人带出来，另

立一个团体。这样就自然没有成立宗派的

可能。 

保罗在哥林多城传了福音，在那里

有了地方召会；后来亚波罗也到了哥林多，

仍是在那个召会里传。他没有从他们中间

带一批人出来，另立一个会。保罗初次传

道，在加拉太设立了众召会；到后来有人

去教导加拉太人要守割礼，靠摩西的律法

才能得救，也是在保罗所设立的召会里传，

他们没有立一个守割礼的会。所以当时的

召会仍然能保持她纯地方性的特质，而不

是宗派。 

在当时，割礼的道理是从耶路撒冷

传出的，她们也没有因相同的信仰而归顺

耶路撒冷，成为耶路撒冷的分会。她们仍

是加拉太的「众召会」，耶路撒冷是耶路

撒冷的召会，她们都是地方性的召会。什

么时候召会失去地方性质，什么时候召会

就往宗派里走；什么时候召会保守地方性

质，什么时候召会就不会有成立宗派的可

能。之所以成为宗派，就是因为超越了地

方的界限。要成立宗派就得先打破地方的

界限。神不让地方的界限打破，乃是让地

方召会独立，为要保守召会在地上的纯洁。 

 

(F)       地方召会的相互关系 

我们已经看见了圣经里的地方召会

是非常独立的；并且也看见了独立的好处。

因为是独立的才不致产生教皇；是独立的

才不致因一地异端和错误道理，使全团都

变坏了，或是走了偏差。因为以地方为单

位，大家都以建立地方召会为目标，不去

分门别类，自立门户，宗派就产生不出来。 

但是，这也并非说地方召会彼此之

间没有来往，没有关系。她们虽然没有在

组织上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团体；可是

一个地方召会却应当和别的地方召会一同

保守主里的合一，追求有一致的行经。因

为我们在主里的合一，不是地方所能将其

分开的。遇见别的召会有危难，仍要尽力

扶持，尽力帮助。哪一个召会在神面前得

了亮光，别的召会仍应以她为榜样，从她

身上去学习。现在我们要从圣经上看，神

对众召会之间的关系是怎样说的。 

            (F.1)   主的命令众召会都该持守 

所有地方召会都是主的召会，都是

直接向主负责，受主的管制。启 2:1-6 是

主吩咐使徒写信给以弗所召会使者，在这

一段话里叫我们看出，主是单独对以弗所

召会说的，好像不与其他召会有关系。但

是在主话语结束的时候，又说是圣灵向众

召会说的，「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

有耳的，就应当听」（启 2:7），并且其

他六封书信（指在启示录中写给其他六个

召会的书信），都是如此格式。 

上面（信的开始）说信是写给以弗

所、士每拿、别迦摩等等召会使者的；下

面（信的结语）说此信是众召会都该听从

的（请参阅 启 2:11,17,29；3:6,13,22）。

上面是说单个召会，直接向神负责；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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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每个召会，都当听神对别的召会所说

的话。因为是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所

以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就证明，一个

召会所该遵守的，乃是众召会所该遵守的。

每个地方召会所负的责任，是在神面前自

己单独负的；所有地方召会的行动，却是

共同一致的。所以信是写给以弗所，却是

对全体召会说的。这就是真理的平衡。 

在保罗的书信中也有同样的教训；

例如当日在哥林多召会发生难处，保罗打

发提摩太去哥林多，并写信劝勉他们说：

「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

在主里面，是我所

亲爱有忠心的儿

子。他必题醒你

们，记念我在基督

里怎样行事，在各

处各召会中怎样教

导人」（林前 4:17，《新旧库》）。保罗

在各召会中怎样教导人，也是在哥林多的

召会所应当记念的。哥林多召会发生了难

处，保罗就打发提摩太去，因为他曾跟随

保罗到各召会，亲自听见保罗在各召会中

怎样教导人；他要提醒哥林多人，记念保

罗在基督里所行的道路，所有的教训，好

领他们效法保罗所行的（林前 4:16）。 

使徒在各召会中怎样教导人，也是

哥林多召会所应当留意的，不止在道理上

是如此，就是在命令上也是如此；例如，

保罗说：「只要照主所分给各人的，和神

所召各人的而行。我吩咐各召会都是这样」

（林前 7:17）。论到婚姻娶嫁的事，使徒

吩咐各召会都是一样，就是要照着主所分

给各人的，以及神所召各人的去行。不是

一个召会能从主那里得着一个和别的召会

所得的完全相反的命令。神的命令是各召

会都该遵守的，并没有一个例外。 

地方召会的行政，虽然是独立的，

但是，在行事为人、家庭社会间、各召会

仍是相同的；例如妇女的问题：男人如何

应该作头（指作头带领），女人如何应站

蒙头的地位，保罗说：「若有人想要辩驳，

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召会也是

没有的」（林前 11:16）。在这一件事上，

各召会所得的亮光，所听见的命令，都是

相同的，没有一个例外。如果哥林多的妇

女要作头，不站地位，因而就不蒙头，那

就是哥林多的信徒要比别人特别！因为神

的众召会都没有这个规矩。 

可惜，许多人把这个道理讲反了，

说蒙头是哥林多召会的风俗，其实恰恰相

反，正是因为哥林多召会的妇女，不站地

位，不肯蒙头，保罗才写信责备。说若有

人想要辩驳，「我们（使徒中间）却没有

这样的规矩」，可见众使徒所说的是一样

的话，所传的是一致的道。不但是使徒们

看法一致，就是「神的众召会也是没有的」

（没有不照众使徒所教导的，编者按），

神的众召会也都是一致遵守的。所以圣经

顶周到的，一面在行政上、在组织上，给

我们看见一个地方的召会是独立的。另一

面，又给我们看见神的命令、使徒的吩咐，

乃是各召会都要同样遵守的。谁想要辩驳，

就没有这样的规矩。 

不止妇女普通地位的问题（指妇女

职分的问题），各召会是一样的，连妇女

在会中（召会中）开口讲道的问题，各召

会也是一样的。「让妇女在众召会中要闭

口不言」（林前 14:34，《新旧库》）。

很奇怪，保罗特别在哥林多书信里，一直

注重神的众召会。哥林多的信徒，什么都

想要单独凭自己来，但保罗说不行。可是，

在今天效法哥林多召会的太多了！以致今

天凡要顺服神命令的召会，反而不像今天

「圣徒的众召会一样」！所以有人指我们

是「蒙头派」。当初特别，今天不特别；

当初不特别的，今天特别了。 

但是神的命令，是要神的众召会都

遵守的，我们就不能例外。人怎么说，我

们不管，我们要注意圣经是怎么说的。如

果是人错了，我们就不愿跟随人；如果错

是「错在圣经如此说」（注：这句话是一

些反对圣经的人对遵守圣经的人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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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情愿有这个错」（注：但其实圣

经是不会错的）。 

            (F.2)   肢体之间彼此相顾 

地方召会虽然是独立的，彼此之间，

在组织上虽然没有联合在一起，然而我们

在属灵的一方面，却是合一的。因为我们

同有一位父，又一同在基督里，且同受了

一位圣灵。每一个肢体都是在那个宇宙性

的召会里，你虽然是在一个地方召会里作

肢体，但你也是在那个宇宙性的召会里作

肢体。肢体总要彼此相顾。遇见别的召会

有危难，仍要尽力扶持，尽力帮助。在这

些事上，圣经曾给我们留下教训和榜样。 

在当初耶路撒冷召会有饥荒，在安

提阿的召会，就照个人的力量为他们捐钱。

在 徒 11:27-30清楚记载这事：「当那些日

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

内中有一位名叫亚迦布，站起来，借着圣

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革老丢年

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意，照各人的力

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

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

众长老那里。」 

在这里我们

看见安提阿召会的好

榜样。耶路撒冷召会

有饥荒，并没有向安

提阿召会募捐；而安

提阿召会也没有等到

耶路撒冷召会向他们开口，他们是一听见

在耶路撒冷的召会面临饥荒，门徒就定意

为犹太的弟兄捐钱。整个定意是何等美善！

而且是照着各人的力量捐钱，他们不是随

便捐一点钱敷衍一下就算了，乃是尽力量

捐助。并且他们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

（保罗）送到犹太的众长老那里，表明他

们是慎重其事的做，到了 徒 12:25，我们

就看见巴拿巴和扫罗，办妥了他们供给

（捐献）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这是

在新约召会里，首次看见不同地方召会的

信徒，表现出肢体相顾的事。 

过后，我们又看见使徒的教训，林

前 16:1-2：「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

样吩咐加拉太的众召会，你们也当怎样行。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各人要照自己的进项

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现凑。」不

但有安提阿召会的榜样，也有使徒保罗对

众召会的吩咐。使徒从前曾吩咐加拉太的

众召会，现在又吩咐哥林多召会要效法。 

保罗的意思是：加拉太的众召会怎

样做，你们在哥林多的召会也得照样做。

没错，你们是独立的，但是你们也当以他

们为榜样。如果加拉太的众召会，供给在

犹太地因饥荒而有缺乏的圣徒，你们哥林

多的召会也该照样做。所以其他召会有什

么难处，别的召会也该帮助。别的召会如

何帮助，我们也当照样来行。彼此相顾的

事，乃是各召会所当同有的行为；彼此效

法也是各召会所当共有的行经。 

不但是富有的召会顾念贫困的圣徒，

就是穷苦的召会也愿在善事上有份。这件

事，我们又有马其顿众召会作榜样。林后

8:1-4 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

众召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

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

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

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

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

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分。」 

马其顿众召会是在患难中受大试炼

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喜乐，在极穷之间，

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他们曾要求

使徒保罗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

有份。他们不但尽力量，而且还超过力量，

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这是叫我们看出，

在新约的召会里，地方召会与地方召会之

间，怎样显出他们爱心的服事与彼此相顾。 

这不是出于统制，也不是联合，乃

是出于爱心，显出肢体彼此相顾。保罗对

哥林多召会说：「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

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馀，

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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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

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馀，少收的

也没有缺』（林后 8:13-15）。这里的圣

经原则是要「均平」（指均匀平正），是

要彼此相顾。2 

  

(G)       结语 

 结 束 前 ，

我们引述召会历史学者博饶本（Edmund 

H. Broadbent）的话。他在其所著的《走

天路的教会》（The Pilgrm Church）一书

中，辨明神的召会之两个重点，就是召会

作「身体」（宇宙性的召会）及其「地方

性」（地方性的召会）两大方面：「新约

启示有关基督的召会，包括所有因信神儿

子而重生的人。... 我们不能看见基督的整

个召会，她也不能只在一个地方做工，因

为她很多的肢体已经与基督同在，其他则

散居世界各地。神的计划是要在不同时代

及地方，叫他们成为神的众召会，实实在

在的作见证，为世人所认识。  

「每一个地方召会都是由主耶稣基

督的门徒所组成，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奉主

的名聚会。他们聚会时，有主同在的应许，

并且由圣灵显明在各人身上（太 18:20；

林前 12:7）。每个召会与主有直接关系，

从祂得着权柄，且向祂负责（启示录 2 至

3 章）。圣经没有提及一个召会应管治另

一个召会，也没有众召会的联合组织存在，

只有众召会个别、甜蜜交通所生的合一

（徒 15:36；11:27-30 等）。」 

 

————————————————————————————————— 

编者注：明白和遵守圣经所教导有关「召会

独立自治」的真理，是极其重要的。早期

的弟兄们若抓紧这个真理，1948 年的大分

裂就不会发生。回顾历史，1847 年，在普

里茅斯（Plymouth）聚会的牛顿（Benjamin 

Wills Newton）因论基督受苦方面有错误教

导，而被达秘（J. N. Darby）和其他弟兄谴

责。部分信徒离开那里。牛顿较后也承认

自己的错，离开了普里茅斯的召会。 

1948 年，慕勒 （George Muller）所带领的

召会，即在毕士大堂（Bethesda Chapel）的

召会，接纳了两位来自普里茅斯聚会的弟

兄，导致达秘要求所有召会与在毕士大堂

的召会断绝交通。可是有些地方召会支持

达秘，有些则支持慕勒或毕士大堂的信徒，

结果大闹分裂，前者被称为「封闭弟兄会」

（闭关弟兄会，Exclusive Brethren），后者

被称为「开放弟兄会」（Open Brethren）。  

事实上，毕士大堂的长老们已写信解释他

们接纳的原因（此信被称为「十人的信」，

Letter of the Ten），信中声明他们全面拒绝

牛顿的错误教义，并且经过详细查问后，

他们发现这两位来自普里茅斯的信徒并不

支持这错误教义，所以便接纳他们。其他

召会本该相信这十人（包括慕勒、克雷克

等敬虔的人)的判断，尊重那召会因独立自

治而有权作出自己的决定，但达秘因不赞

同他们的做法而要求其他召会与毕士大堂

的召会断绝交通，并与一切不愿如此行的

召会断绝交通。要所有的召会服从一人或

一组人的决定，这正是实行主教制的宗派

（天主教、圣公会、长老会、卫理公会等）

所设立的人为制度，违反了地方召会独立

自治的真理。求主帮助我们，持守召会独

立自治的真理，免得重犯以往的错误。 

 

——————————————————— 

1   这些经文在原文的意思是「在」

（希腊文是 en  {G:1722}；英文「in」）某

某地方的召会，而非「属于」（英文「of」）

某某地方的召会。严格来说，按圣经的教导，

正确的说法是「在以弗所的召会」（ the 

church in Ephesus）, 而不是「属于以弗所的

召会」（the church of Ephesus）。 

 
2          上文摘自「召会真理：第八篇： 地

方召会的独立性」，载《见证报》，第 4 卷， 

第 10 期 （1956.4）：3-11；以及「召会真

理：第九篇：地方召会间的相互关系」，载

《见证报》，第 4卷，第 11期 （1956.5）：

3-10。此篇文章也曾刊登于 2008年 7-8月份，

第 77 期的《家信》。但编者在上文稍微修

订，以加强文章的完整性，另加注解，以阐

明含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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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篇 (二)                         陈志达 

 

「婴儿洗礼」 

合乎圣经的教导？ 

 

 

(A)   婴儿洗礼的起源 

1646 年 11 月 26 日完成的《威斯

敏斯特公认信条》（或简译《西敏信

条》，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在第 28 章（论洗礼）第 4 项中

声明：「不但那些宣称相信并顺服基督

的人必须受洗，父母亲当中，只要一位

是信主的，他们的婴孩也应该受洗。」

（摘自王瑞诊和张圣佳所编辑的《新译

西敏信条》，第 158 页）。 

王志勇指出，《威斯敏斯特信条》

是「改革宗神学的经典性表述」。赵天

恩也在他所主编的《历代教会信条精选》

一书中表明，此

信条是英、美的

长老会和北美的

公理会中最具影

响力的信条。由

此可见，宗教改

革后的许多宗派和神学家，仍然赞成为

婴孩或婴儿施洗。但关键的问题是：为

那些还没有能力相信主耶稣的婴儿或婴

孩施洗，是否合乎圣经的教导?  

在回答此问题以前，让我们先看

看婴儿洗礼的起源  —  这样的做法从何

而来？首先，让我们强调一点：婴儿洗

礼（infant baptism）是没有圣经明确的

根据。连大力支持婴儿洗礼的弗莱明顿

（W. F. Flemington）在《洗礼的新约教

义》（The New Testament Doctrine of 

Baptism，第 130-131 页）也必须承认道：

「新约中没有为婴儿施洗的直接证据。」 

那么婴儿洗礼从何而来？克莱顿

（R. H. Clayton）指出，初期的基督徒，

无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都期望他们的

儿女将会效法他们跟随同样的神，将会

像他们一样成为基督徒，所以洗礼成为

「入会的方式」（mode of initiation）。

不过，这样做的人忽视一个事实，基督

信仰不是「可继承的商品」。每个人都

必须亲自重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死

在罪中，皆需要重生。1 

非洲的特土

良（Tertullian）于

主后 200-206年间写

了一篇有关洗礼的

论文，并以几句话

论及婴儿洗礼，特

土良在此大力反对

它。这是基督徒召

会的作品中首次提

到婴儿洗礼。无论如何，在特土良过后

的 200 年，婴儿洗礼成为普遍的做法。2 

斯科特（Frank Scott）指出，在

主后 418 年，迦太基会议（Council of 

Carthage）宣称「婴儿洗礼」（ infant 

baptism）的必要性。约 3:5 所说「人若

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这句话中的「水」一词，常被人误解成

洗礼。3 接着，更错谬的道理被引进来，

即把受洗当作重生。此乃「靠洗礼重生」

（baptismal regeneration）这异端谬论的

起源，甚至相信未受洗的婴儿是灭亡的。
4 过后，婴儿洗礼又发展成几种不同的

看法。【请参本文附录（一）：有关婴

儿洗礼的五种不同看法】 

约翰·理祈（John Ritchie）指出，

婴儿洗礼的起源是因为人将神的话语置

在一旁不理，并以自己的传统取而代之。

         
特土良 (Tertullian) 



39 
 

它是在「靠洗礼重生」（ baptismal 

regeneration）的错谬理论兴起的时代引

入的。召会历史学家尼安德（Neander）

告诉我们，当「魔法或魔力的影响与宗

教的圣礼（the Sacraments）扯上关系的

观念」根深蒂固时，婴儿洗礼被引入是

必然的事。5  

它的起源可追溯到非洲的教会

（African Church），那里的教会在同一

个 时 期 「 施 行 婴 儿 圣 餐 （ infant 

communion）：把葡萄酒给无法吃饼的

孩童喝。」婴儿洗礼的  「魔力」

（charm）是：它被假定能拔去原罪的

根，再靠告解（Penance）除去实际的罪，

过后借着炼狱（Purgatory）完成了死后

的洁净。 

这样的教导本是罗马天主教的教

义。可悲的是，英国圣公会在其《祷告

文》（The Prayer Book）中清楚宣告：

婴儿透过洗礼成为「神的儿女、天国的

继承人」。长老会的《威斯敏斯特小要

理问答》（Shorter Catechism）也说婴

儿洗礼「表示和确保我们被结合在基督

里。」6  

 

(B)   婴儿洗礼的错误 

为婴儿施洗是绝

对不合乎圣经的。为何

如此呢？浸信会的著名

学者彼得 · 马斯特斯

（Peter Masters）提出

以下四大理由：7 

(B.1)    洗礼（浸礼）只是给信徒 

耶稣基督在大使命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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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28:19）。「作门徒」是目标，

接着便是洗礼；请留意，对象是门

徒  —  那些跟从某个教师的人  —  须要

受洗。此外，主耶稣也清楚表示「你们

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

洗的必然得救」（可 16:15-16）。可见

洗礼只是给信的人。彼得也说：「你们

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徒 2:38）。受洗是在悔改之后。显然，

这里指那些相信福音而悔改的人。上述

的要求（学作门徒、信靠救主或相信福

音而悔改）都是婴儿无法做到的，所以

我们不该为他们施洗。 

 

(B.2)   圣经中没有婴儿受洗的例子 

保罗在 加 3:26-27 对加拉太的信

徒强调道：「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

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

都是披戴基督了。」在那个时代，保罗

可以假定每一个归信者（convert）都已

受洗，而每一个受洗者都已清楚自觉地

（consciously）信靠基督。在那时（最

早主后 49 年），没有人在婴儿时期受洗。 

值得注意的是，整本新约圣经中

提名道姓的受洗者，全都是成年的信徒

（adult believers）。连一个孩子都没提

到。既然如此，婴儿受洗的概念从何而

来？它事实上只是源于「纯属人的假设」

（assumption，而非基于神的话语）。

人必须把这样的看法「读进」（ read 

into）某段经文，这样的看法原是经文

中所没有的；例如，有人假设当腓立比

的狱卒受洗时，他的婴儿也与他一同受

洗。他们引述 徒 16:33：「他和属乎他

的人，立时都受了洗。」这节根本没说

他家中有婴儿。他家中很可能有仆人或

年级较大的孩子，因为罗马狱卒通常是

年龄较大的前军人（ex-servicemen）。 

此外，徒 16:32 说保罗和西拉

「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

换言之，他们全都能聆听和明白所讲的

  
 

马斯特斯 
(Peter M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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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并各自作出信主的回应。徒16:34

也说狱卒「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

喜乐。」毋庸置疑，狱卒和他全家都适

合 受 洗 ， 因 为 他 们 都 亲 自 地

（personally）、自觉地（consciously）

相信了福音，这是那些还躺在母亲怀中

的婴儿所做不到的事，所以我们能合理

断言说狱卒的家没有婴孩。 

徒 2:38-39是另一处常被人「假设」

婴儿也受洗的经文。彼得在 徒 2:38 劝听

众悔改和受洗，来领受圣灵。下一节记

载彼得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

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

我们的神所召来的」（徒 2:39）。 

这节表示婴儿应该受洗来领受圣

灵吗？当然不是！因为这节所谓的「儿

女」（children）无疑是指在随后的世代

（subsequent generation）那些相信福音

信息的人。关键的字句是「就是主我们

的神所召来的」。虽然这些人还未出生，

或住在远方，只要他们心中听到神的呼

召而愿意悔改，他们将领受圣灵。这应

许是给所有亲自和自觉地相信福音之人。 

主张以这节经文支持婴孩洗礼的

人，忽视了这段经文的清楚信息，就是

有关人听到神的呼召必须悔改来领受圣

灵（徒 2:38：「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

稣基督的名受洗…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

灵」）。此外，徒 2:41 进一步表示「领

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显然，婴儿

是无法听到神的呼召而悔改，无法领受

福音的信息，所以这段经文的受洗者肯

定没有包括婴儿在内。 

 

(B.3)  「全家受洗」中没有婴儿 

很多支持婴儿洗礼的人，只能牵

强与踉跄地引证经文来支持他们的立场。

就连著名的改革宗神学教授伯阔福

（Prof. Louis Berkhof）在他所著的《系

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第 632-

643 页）也无法提出强有力的证据，来

证实圣经中有婴儿受洗的例子。 

除了提出上

述已经讨论过的两

处含糊例子（即 徒

16:33 和 徒 2:39)，

伯阔福还提出另一

个牵强附会地推导

出来的例子，即 林

前 1:16（保罗说他

「也给司提反家（household of Stephanas）

施过洗」。不过，保罗在同一本书信中

说「司提反一家… 专以服事圣徒为念」

（林前 16:15）。请问需要人服事的婴儿

怎能服事圣徒呢？单凭这一点就把婴儿

排除在外，并证实被保罗施洗的司提反

一家皆是成年信徒。 

另两个常被提出的例子是：哥尼

流（徒 10:48）和吕底亚（徒 16:15）一

家人受洗。但

那些聚集在哥

尼流家里的人

是他的「亲属

密 友 」 （ 徒

10:24），而受

洗的是「一切听道的人」（徒 10:44），

而不是无法听明真道的婴儿。 

至于吕底亚，她看来并没结婚，

因为她所做的表明她是一家之主，即邀

请使徒们到她家里住（她若有丈夫，应

该是她的丈夫作主邀请。为何没提到她

的丈夫？很大可能是因为她并没有结婚，

没结婚也就没

有婴孩）。她

是一位富有的

布商，「她一

家」的人很可

能指她家中那

些属她的成年

 
 

伯阔福(Louis Berkh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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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人，即能听明和相信福音的人（注：

徒 16:40 称这些人为「弟兄们」）。 

总而言之，只有四处经文提及

「全家受洗」（徒 10:48; 16:15,33; 林前

1:16），8 但这四处经文中，没有一处包

括婴儿在内。9 

 

(B.4)    洗礼不同于割礼 

为了支持婴儿洗礼，有人（包括

伯阔福教授）提出一个与割礼有关的论

点：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属灵的，

并有肉身的记号（physical sign）和成员

资格的印记（seal of membership），那

就是为男婴行割礼。如今这约透过召会

以新的方式执行，而它的记号和印记就

是洗礼。由于洗礼是割礼在新约中相对

应的记号，它就该像割礼一样，包括施

行在信徒的婴儿身上。 

首先，接受这样的看法将逼使我

们忽视或否定整体新约所教导的一个真

理，即洗礼只是给相信福音或悔改归主

之人的记号。其次，正如上文所证实的，

新约中连一个婴儿受洗的例子都没有。

第三，洗礼与割礼并不相等。伯阔福教

授（以及许多支持婴儿洗礼者）引证说：

「洗礼取代了割礼，基督清楚地如此表

示…  西 2:11-12 清楚地把割礼与洗礼联

系起来。」 

西 2:11-12说：「你们在祂里面，

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

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

洗与祂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祂一同复

活。」马斯特斯（Peter Masters）解释道：

「在 西2:11-12，保罗乃是说割礼与洗礼

并不相等。他说肉身的割礼并不象征得

蒙救恩，但基督徒（在属灵方面）已领

受真正的割礼（得蒙拯救脱离罪的能力

或权势），而洗礼便是象征这真割礼。 

「换言之，洗礼象征比肉身割礼

（physical circumcision）更好的事，即

悔改归主（conversion）。… 割礼提醒

犹太人关于他们的特权，即拥有神的圣

言、特别的保护和其他的好处。最主要

是它提醒人关于亚伯拉罕，并他如何倚

靠神来获得救恩（参 罗 4:5, 11）。但割

礼不是象征他们只要是犹太人就必得救！

它不是神的重生赎民的标志或记号：可

是洗礼却是这样的记号，所以它与割礼

不同，比割礼更优越。这两者必须用作

对比（contrasted），而非相同（alike）。 

「由于割礼象征特权，仅是个

『作为传道之用的记号』（preaching 

sign），指向亚伯拉罕的信心（而非受

割礼者的信心），所以给男婴行割礼是

对的。可是，由于洗礼象征受洗者真正

的悔改归主，所以给婴儿受洗就不正当

了（因为婴儿无法自觉地悔改归主）。」 

总而言之，洗礼不同于割礼，正

如麦科尔（J. D. McColl）正确指出：

「作为仪式（rite）的割礼是彻底地属于

犹太人；作为规条或圣礼（ordinance）

的洗礼却是彻底地属于基督徒。前者被

执行在那些已是犹太人的身上；后者则

被执行在那些已是基督徒的身上。如果

把洗礼执行在其他人身上（即非信徒，

无论是年幼、年轻或年长的非信徒），

洗礼就仅是个闹剧（farce），失去了意

义，且在许多案例中，是魔鬼成功迷惑

人的手段，使人相信救恩能靠一个空洞

的礼仪（ceremony）获得保证。」10 

  

(C)   其他错误的论点 

支持婴儿洗

礼的人还提出其他

理由来维护他们的

立场。我们列举主

要的几个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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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的主岂不是说「让小孩子到我

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

的，正是这样的人？」（太 19:14） 

主说这话时，祂还在地上。如今

祂已在天上，现今的小孩子怎样到主那

里呢？岂不是以属灵的方法，靠信心来

到主面前吗？婴儿不能理解属灵的事，

不能自觉地信靠主，怎能来到主面前呢？

此外，太 19:14 所说的这些小孩子被带

到主那里，并非为要受洗，而是要主

「给他们按手祷告」（太 19:13）。主较

后所做的，也只是「给他们按手，就离

开那地方去了」（太 19:15），并没给他

们施洗。所以我们的主说这话与洗礼没

有丝毫关系。 

 

(2)   以色列人岂不是「都在云里海里受

洗归了摩西」（林前 10:2），难道

这不包括婴儿吗？ 

首先，保罗这里所指的受洗者是

「我们的祖宗」（林前 10:1），而不是

婴儿。他们「都吃了一样的灵粮，也都

喝了一样的灵水」（林前 10:3-4），他

们有理解属灵之事的能力，但婴儿却没

有。第二，就算这段经文包括孩童，年

幼的以色列人在预表上该与年幼的基督

徒（他们仿佛在基督里初生的婴孩，彼

前2:2）相应才对。第三，我们不能说既

然以色列人过红海时有婴儿在场，就应

该为婴儿施洗。不然，以色列人过红海

时也有不信的闲杂人和牛羊等牲畜随同

（出 12:38；民 11:4），难道我们也该为

不信者和牛羊等牲畜施洗？ 

 

(3)   圣经岂不是说基督徒的儿女已是圣

洁了？（林前 7:14）为何不能为主

所洁净的婴儿施洗呢？ 

按照犹太人的律法，与外族人通

婚的以色列人是已被异族的丈夫或妻子

玷污，孩子成为不洁的，所以必须与异

族的丈夫或妻子离婚（拉 10:3）。基督

信仰则相反，基督徒非但不被信主之前

所娶或嫁的配偶玷污，反倒能使他们成

了圣洁（林前 7:14），所以保罗在此指

出不该与他们离婚（林前 7:12-13）。 

然而，这完全与洗礼无关。保罗

并没教导说基督徒的儿女既然已是圣洁

了，就应当受洗。此外，正如上文所清

楚证实的，受洗的条件是亲自和自觉地

相信福音和悔改归主 ，而非靠父母而得

的圣洁。不然，非信徒也因信主的丈夫

或妻子成了圣洁（林前 7:14），为什么

不也给他们施洗呢？ 

 

(4)   既然圣经并没有明文禁止为婴儿施

洗，我们为何不能如此行呢？ 

祭司拿答和亚比户被神当场处死，

因为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凡火，是

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利 10:1）。

虽然神没有明文禁止他们不可献上凡火，

但神清楚吩咐他们该献的火。同样道理，

圣经清楚教导该做的事是为信主的人施

洗，整本新约圣经中提到受洗者的例子

（指基督徒的浸礼）皆是信徒，没有任

何例外。因此，这「只为信徒施洗」的

正面命令（positive command），与「不

为非信徒施洗」的反面命令（negative 

command）是一样的强烈有效；为无法

自觉地信主的婴儿施洗，是直接违反了

「不为非信徒施洗」的反面命令。 

在为婴儿施洗时，罗马天主教的

祭司使用「圣水」和十字架，并呼气在

婴儿身上。难道我们因为圣经没有明文

禁止这种做法，就必须接受它为合理的

权威吗？在洗礼这么重要的事上，神若

要我们为婴孩施洗，祂必定清楚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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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神没有指明，婴孩洗礼就是没有圣

经授权的事。 

在执行神在圣经中所设立的圣礼

（ordinances，指洗礼和主的晚餐），希

伯来书设立一个原则，「我们的主分明

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

提到祭司」（来 7:14）。犹大支派的人

不可做祭司，因为神没有透过摩西提到

这支派有祭司职分（神只提到利未支派

亚伦的后裔有这职分）。基于这个原则，

我们可合理地总结：我们不可为婴儿施

洗，因为神没有提到婴儿的洗礼，所提

到的只是信徒的洗礼。有鉴于此，在执

行神在新约所设立的两大圣礼（指洗礼

和主的晚餐），我们不可擅自加添，免得

失去神所强调的简纯性（simplicity）。11 

 

(5) 既然在我们所做的事中，有许多都是

没有圣经授权的，为何在婴儿洗礼的

事上，我们硬要它有圣经的根据呢？ 

洗礼是奉「三一神」或主耶稣的

圣名所执行的事（太 28:19；徒 2:38；

10:48；19:5），是非常严肃的事。12 斯

科特（Frank Scott）说得好：「我们没

有权利奉主名行

任何主所没有授

权的事。洗礼是

要奉主的名而

行，因为这是主

所吩咐的事。如

果（婴儿洗礼）

没有圣经的根

据，那么它便完

全没有价值。」
13 为婴儿施洗不但在神的眼中没有价值，

而且有欺骗的成分，因为许多支持婴儿

洗礼的人宣称它可以使婴儿获得重生，

事实上却不然（注：重生得救「是本乎

恩，也因着信」，弗 2:8）。 

(6)  既然夭折的婴儿可以不靠信主而上

天堂，为何我们强调人必须信主才

能受洗呢？ 

许多圣经学者相信在婴孩时期离

世的婴儿能够上天堂，因为他们还未到

达 「 负 起 责 任 的 年 龄 」 （ age of 

accountability）。基督「为我们的罪作

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

普天下人的罪」（约壹 2.2），许多学者

认为这「普天下人的罪」包括婴儿的罪，

所以婴儿死后仍会得救，能上天堂（注：

笔者也相信这看法的真确性极高）。可

是，婴儿洗礼中的婴儿还活在世上，还

未离世。一个活的婴儿，无论他的父母

是基督徒或非信徒，都是还未得救的。

洗礼是对人承认本身已经信主得救，活

着的婴儿既未得救，就不该受洗。 

 

(7) 可是许多历代伟大的基督徒都赞成

施行婴儿洗礼，我们为何不效法他

们呢？ 

对！的确有许多历代所谓伟大的

基督徒或神学家都赞成为婴儿施洗。但

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徒 5:29）。事实上，这些人当中有很

多都承认婴儿洗礼是没有圣经的根据；

例如： 

1)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 1483-

1546）：「人无法凭圣经证明婴儿

洗礼是由基督设立的，或由使徒过

后的第一代基督徒开始的。」 

2) 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

「福音书的作者从未表示有任何婴

儿受洗。」 

3) 慕尔（Bishop H. C. C. Moule，1841-

1920）：14「新约中没有提及任何的

婴儿受洗。」 

4) 普兰默博士（Dr. Plummer）：「新

约不仅没有提到为婴儿施洗，甚至



44 
 

没有经文可以稳当地作出这样的推

论。」 

5) 伊 拉 斯 姆 （ Desidirius Erasmus ，

1466-1536，荷兰卓越的希腊文专家

和希腊文圣经译者）：「在众使徒

的作品中，没有表示他们曾为婴孩

施洗。」 

6) 泰勒（Jeremy Taylor，1613-1667，

圣公会主教和作者）：「为婴儿施

洗是违反基督的教义，是连续不断

的类推（perpetual analogy）才产生

的教义。」 

7) 斯 图 尔 特 博 士 （ Professor Moses 

Stuart）说：「新约中与它（婴儿洗

礼）有关的命令或清楚明确的例子，

我一个也找不到。」 

 

让我们谨记赖尔（Bishop Ryle）

的话。他说：「任何抵触圣经的事，不

管它看来何等宝贵、似乎有理、美丽或

可慕，我们万万不可去行。它可能有教

父、经院哲学家或广泛作者等等的赞同，

但它没有实在的价值。我们宁可要的是

几节清楚的经文」15  

婴儿洗礼不仅没有实在的价值，

也有欺骗之意，「犯上」之罪。让我们

清楚明白一个事实：奉某人的名去做某

件事，意味着行使那人的权柄，去做那

人所吩咐的事。你不能奉某人的名，去

做那人没有吩咐你做的事，或违反那人

意愿的事，否则便是欺骗！试想想，如

果你的皇帝没有吩咐你去做某件事，你

敢在众人面前，甚至在皇帝面前，大声

宣告：「我奉皇帝的名，做这件事！」

你一定不敢，因为你知道这样做是在欺

骗人，是妄用皇帝的名，去做皇帝没有

吩咐的事。那可是冒犯皇帝，欺骗众人。 

我相信为婴儿施洗的牧师或圣职

人员当中，有不少是真诚爱主、敬畏神

的人。可是，即使他们的动机多么良善，

当他们为婴儿施洗时，竟然宣告他们是

奉神的名，去为这婴儿洗礼。请问，神

有吩咐他们这样做吗？圣经清楚告诉我

们：没有！但他们竟然这样宣告，岂不

是在欺骗会众，冒犯上帝？他们为了维

护属人的传统、宗派的信条，或神学的

教义，竟然完全忽视神的心意，胡乱妄

用神的名，去做神没有吩咐，甚至违背

圣经教导的事，也即是违背神旨意的事。

求主怜悯，光照这些为婴儿施行的人！

让我们谨记：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奉主的

名，去做主没有吩咐他做的事！ 

但我们感谢

神，也有许多人蒙

圣灵光照，看清婴

儿洗礼的错误，愿

意归回圣经的教

导，甚至为真理牺

牲。为着真理的缘

故，历代以来有不少人反对婴儿洗礼这

清楚抵触圣经的做法；例如被誉为「宗

教改革之晨星」（the morning star of the 

Reformation）的牛津大学神学教授威克

里夫（John Wycliffe，1329-1384）就极

力反对婴儿洗礼；跟随他的「巡回传道

人」罗拉德派（the Lollards）也是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罗马修道士奥古

斯丁（Augustine）在主后 596 年抵达英

格兰。在这之前，英格兰早期的基督徒

没有为婴儿施洗。在 12 世纪，英格兰有

很多反对婴儿洗礼的浸信会教徒。1158

年，他们当中有 13 人为受浸的真理（强

调信而受浸的真理）而在牛津（Oxford）

附近殉道。亨利二世（Henry II，1133-

1189）将他们拷打，剥去他们的衣服，

把他们丢在冰天雪地，让他们冻死。 

在英国女皇玛丽（Mary）16 统治

时期，被绑在桩子上烧死的殉道者中，

有三分之二是浸信会教徒。据说在英格

兰，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被绑在桩子上烧

死的殉道者，都是反对婴儿洗礼的浸信

会教徒（最后一个于 1612 年殉道）。17 

 
 

威克里夫(J. Wyclif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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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历代以来也有很多伟大的基督徒

反对婴儿洗礼，甚至为此殉道，为我们

立下美好的榜样。 

  

(D)   重新受洗的需要 

一个受了婴儿洗礼的信徒需要重

新受洗吗？回答这问题时，我们引述斯

科特（Frank Scott）的话：「在 徒 19:1-

7，我们读到那些受了施洗约翰洗礼的

门徒。他们信靠基督后就再次受浸。如

果受了合乎圣经的洗礼（指约翰的洗礼）

之人，当他们信主耶稣时必须重新受浸，

那么先前受了不合圣经的洗礼（指婴儿

洗礼）之人，就更需要重新受洗（指受

浸）。现今只有『一洗』（原文直译为

『一浸』，弗 4:5），即信徒的浸礼

（immersion of believers）。假如你还未

受『浸礼』，那你所受的不是真正的洗

礼（笔者注：受「滴礼」或「洒水礼」

都不是合乎圣经的洗礼）。假如你不是

信徒，就算受了浸也没有效。」18 

由于婴儿洗礼不合乎圣经的教

导  —  以错误的方式（滴礼而非浸礼）

施行在错误的对象(未信主的婴儿而不是

信 徒 ) 身

上  —  受了

婴儿洗礼的

人必须重新

受洗（指受

正确的洗礼  —  浸礼）。这也掀起了 16

世纪的重洗主义（或译：重浸主义，

Anabaptism），强调受过婴儿洗礼的人

必须重洗（注：第一次的洗礼一般上是

按人的传统或教条的「滴礼」或「洒水

礼」，但重新施行的洗礼则是按照圣经

的「浸礼」）。如此行的人被称为「重

洗派教徒」 (或译「重浸派教徒」，

Anabaptist）【请参本文附录（二）：重

洗派】。（注：也有极少部分的人明白

圣经的「洗礼」是浸礼而在「婴儿洗礼」

时把婴儿浸在水中，但这做法仍然违反

圣经所教导的「信而受洗」） 

召会历史上有许多属灵伟人愿意

按圣经教导而重洗；例如：举世闻名的

圣经译者丁道尔（William Tyndale，

1494-1536，注：

丁道尔的译本是

英语世界中，第

一本直接译自希

腊文和希伯来文

的圣经），便是

坚定不移的重洗

派。但值得注意

的是，我们不该把所有重洗者都看为是

重洗派教徒，因为 19 世纪初所兴起的奉

主名聚会（常被误称为「弟兄会」，

Brethren）虽然不是重洗派，也不是浸

信会的信徒，但他们当中曾受过婴儿洗

礼的人，都在多年后重生得救之后重新

受洗（指受浸）；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 Groves ， 1795-1853 ） 、 慕 勒

（George Muller，1805-1898）等便是很

好的例子和榜样。 

  

(E)   结论 

马金戈斯基（V. P. Martzinkovski）

在《与基督在苏联》 (With Christ in 

Soviet Russia)一书中，述说他与一位主

教谈论洗礼的事。那位主教无法为婴儿

洗礼辩护，且承认说为婴儿施洗的真正

目的，是要把普通民众留在教会中。他

说：「假如我们废除婴儿洗礼，群众就

会离我们而去。」 

若是为了把民众留在教会中而施

行婴儿洗礼，那肯定不是主的旨意，彻

底破坏了洗礼（指主在大使命中所说的

洗礼）在圣经中的原义和目的  —  象征

受洗者已经信主得救，与主同死、同埋

葬、同复活（罗 6:3-10）。 

 
 

丁道尔 (W. Tynd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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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而言，婴儿洗礼是不合乎圣

经的教导。因此，在洗礼这重要的规条

或圣礼（ordinance）上，让我们离弃人

的传统、信经和教条，归回新约圣经的

教导，按神在圣经中所吩咐的去行  —  

只为信主得救的人施洗。让我们谨记：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奉主的名，去做主没

有吩咐他做的事，而为婴儿施洗，肯定

就是奉主的名去做主没有授权去做的事！

求主施恩帮助我们，不去做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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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有关婴儿洗礼的五种不同看法 

  

 (一)   洗礼使婴儿或 

婴孩获得重生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

1546）相信婴儿透过受洗能获得重生，婴

儿的父母替他表现出信心。马丁路德认为

婴儿虽没有理性上的理解能力（ rational 

understanding），却有灵性上的理解能力

（spiritual understanding）。虽然如此，他

承认如果能证明婴儿没有灵性上的理解能

力，那么他们的洗礼便是一件「蠢事」

（ tomfoolery），甚至是一个「亵渎」

（blasphemy）。 

路德会（Lutheran）对婴儿洗礼的

看法被圣公会采纳。它的圣职人员受指示

在为婴儿施洗时要说：「这孩子已获重生，

被接合在基督的身体上…。」 

 

(二)   洗礼给予婴儿属灵生命 

但需要实际信主重生 
 

路 德 会 （ Lutheran ） 和 圣 公 会

（Anglican）的信徒过后发现马丁路德的

看法与实际情况不符，因为无数受过婴儿

洗礼的人，至终都没有成为悔改归主的基

督徒；例如 18 世纪的卫斯理兄弟俩人

（the Wesleys）接受圣公会的立场，相信

婴儿洗礼给予婴儿属灵的生命，可是他们

警告群众不要依赖他们婴儿时期的洗礼，

因为他们仍是魔鬼之子，需要重生。 

 

(三)   洗礼是为早已发生 

在母胎里的重生作记号 
 

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

的看法与马丁路德全然不同。他相信所有

基督徒的儿女在母胎里已在属灵上重生，

不需要靠洗礼来达成此事。对于加尔文，

洗礼的目的是为了这已成就的事作记号

（sign；注：他在《基督教要义》中引证

旧约割礼为承受应许的记号）。不过，这

看法也没解释基本问题  —  为什么不是所

有受洗的孩子长大后，都真正地悔改归主。 

 

(四)   洗礼只是假定 

信徒的孩子已经重生 
 

大部分加尔文的跟随者大致上接纳

他的观点，但加少许更改。有者认为他们

只是假定（presumed）信徒的孩子已经重

生，但实际情况只有神知道。这是为要解

释为何有些孩子长大后不承认基督。华菲

德（Benjamin. B. Warfield，1851-1921）

便是接纳这种看法的人之一。 

 

(五)   洗礼只是表示 

神应许的救恩(或已蒙神拣选) 
 

还有些人认为洗礼只是表示所应许

的救恩（a promised of salvation），但人必

须亲自把握神所应许的，才能重生得救。

另一些人表示他们并非假定婴儿已经重生，

而只是假定被神拣选（ presumed to be 

elect）。这些不同的看法仅是牵强地解释

为何受洗的婴儿没有在长大后成为基督徒。 

不管你采纳哪一种看法，你还得面

对一个基本的问题：婴儿洗礼的目的是什

么？一些支持婴儿洗礼的人不赞同上述任

何一个看法。他们说：「我们不知道婴儿

洗礼象征什么，我们也不认为知道这答案

是重要的。我们只是相信它必须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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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默里教授（Prof. John 

Murray）在《基督徒的洗礼》（Christian 

Baptism）一书中写道：「我们为何为婴

儿施洗？… 我们只需要知道和回答：这

是神所设立的… 因此，断言为婴儿施洗

是以假定的拣选或假定的重生为理由，这

些看法都是没有根据，且把错综困惑带入

这问题中。」 

支持婴儿洗礼的杰出神学家和布道

家，都难以针对以下两大问题提出具有说

服力的解释：（1）基督徒的洗礼需要先

有信心的声明，婴儿无法声明信主，怎能

受洗呢？（2）婴儿洗礼到底象征什么？

上文显示赞成婴儿洗礼的人，其实各有不

同牵强的解释。换句话说，若有人支持婴

儿洗礼，他必须先回答我们的问题：「你

到底相信哪一种看法，是路德的，还是加

尔文的，还是其他不同看法中的一种？」 

总结时，我们引述召会历史学家安

德鲁·米勒（Andrew Miller）的话。他在

所著的《召会历史简论》（Short Papers 

on Church History，第 13 章）中写道：

「有关浸礼（洗礼）的课题，不论是在训

令（precept）或是例子（example）方面，

新约圣经展示完美的一致性（uniformity，

意即洗礼是指浸礼，只施行在信主耶稣的

人身上）；可是在我们现今的时代，甚至

从第 3 世纪开始，我们发现在这重要课题

上，无论在理论或实践方面，都有无尽的

差异。…  里昂（Lyon，今日法国的城市

之一）的主教爱任纽（Irenaeus）是第一

位间接提到婴儿洗礼的教父。他于主后

200 年左右离世，他的作品被列于第 2 世

纪末期。使徒时期的教父们（apostolical 

fathers）从未提到婴儿洗礼。」 

简而言之，新约圣

经和众使徒从没教导信徒

要为婴儿施洗。婴儿洗礼

是纯属后人所设立的礼

仪，非但没有圣经的根

据，且是不合乎圣经的教

导，所以万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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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二) : 重洗派

（ Anabaptist ） 

 

陈 福 中 指

出，近 500 年来，

撰写召会历史的人，不是忽略了，便是大

大误解了重洗主义（Anabaptism；编者注：

第一次的「洗」一般上是滴礼，但此派人

士坚信圣经所教导的洗礼是「浸礼」，所

以信徒必须受浸；对他们而言，之前所受

的洗  —  指滴礼或洒水礼  —  不算是真正

的洗礼，受了浸才算受了洗；但在外人看

来，此举仿佛重新再洗一次，故称他们为

「重洗派」。此外，他们强调圣经的教导

是：只有信的人才能受洗，所以他们坚决

反对婴儿洗礼）。 

几百年来，一提到「重洗派」

（Anabaptist，编者注：有者将之译为

「重浸派」，但深一层思考，此译法有欠

准确，因为此派的信徒其实只受浸一次，

并非重浸，故改译「重洗派」较为贴切），

就是一个贬词，含有谩骂和责备的含意，

向来人们把重洗派与异端教派视为同义词。

认真地说，走上极端道路的，仅是挂着重

洗派招牌的一小群人，19 大部分的重洗派

教徒却是信仰纯正的基督徒。 

第一个重洗派教徒是生于 1480 年

的胡伯迈尔（Balthasar Hubmaier）。他是

奥地利的一个福音派

牧师，后来与瑞士的

更正教领袖慈运理

（另译「茨温利」，

Ulrich Zwingli，1484-

1531）同工。胡伯迈

尔过后读到圣经的话

语，发现人要先有信

心，才可受浸。他就与慈运理商讨是否应

该放弃为婴儿施洗的习俗。慈运理本来基

于圣经的教导而接受胡伯迈尔的建议，但

在 1525 年，慈运理变卦，并得着地方上

当权派的支持，下令所有婴儿要受洗。 

 
 

奥地利的胡伯迈尔 
(Balthasar Hubma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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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重洗派的另一位领袖格列伯

（Conrad Grebel）应一位曾受过婴儿洗礼

的信徒的请求，为那位信徒施浸，结果引

起当局不满。1526 年，双方的歧见扩大，

正式分裂。当局下令假若重洗派坚持他们

重洗的「异端」，他们就要受溺死的处分。

重洗派在头两年（1525-1527），几乎丧

失了所有的领袖，重洗主义也就转入地下

活动。 

1527年，当重洗派似乎在瑞士消失、

后继无人的时候，逃亡到德国南部史塔斯

堡 （ Strassburg ） 的 撒 特 拉 （ Michael 

Sattler）宣布史塔斯堡被选定为重洗派的

「新耶路撒冷」。撒特拉本是德国的圣彼

得修道院院长，他因为觉得重洗派恢复了

使徒时代召会的做法（指浸礼），所以他

断然离开天主教，加入重洗派。 

1527 年 2 月 24 日，撒特拉在德国

南部的一个小镇史列咸（Schleitheim）召

集了一次聚会，公布了重洗派的七项基本

信仰：(1) 召会只接纳信主的人受浸；(2) 

在召会里要遵行主的吩咐，特别是马太福

音 18 章的教训；(3) 守圣餐是为了记念主

的死；(4) 信徒要与世界有分别；(5) 要按

保罗的标准设立牧者牧养召会；(6) 基督

徒不得动刀剑，不得诉诸法律手段；(7) 

基督徒不得发誓。这次特别聚会和所公布

的基本信仰被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是重洗派

在历史上真正的起点。 

可悲的是，不论是路得会、慈运理

派、加尔文派和天主教，都联手对付重洗

派，对他们施以极其残酷的摧残，包括监

禁、溺死和火刑等。撒特拉带领史列咸聚

会之后 3 个月，被视为异端者，结果被活

活烧死。

他死后几

天，他的

妻子也被

人活活用

水淹死。 

在信仰上，纯正的重洗派认为圣经

是信仰的基础。他们仍坚信基督信仰的主

要教义，如圣父、基督的神性、召会为信

徒所组成、圣经是神的话语、基督将会第

二次再来。李特尔（Franklin Littell）曾如

此赞扬重洗派：「… 他们（重洗派）事

实上所诉求的，是个人与神交通的自由，

是个人心灵与神之间没有间隔… 他们所

向往的，是基督教的真谛，而非属世的声

名利禄。」20 

 

——————————————————— 

1   R. H. Clayton ， Christian Baptism

（Fitzroy：W. & J. Barr），第 8 页。 
 
2  Peter Masters，Baptism: The Picture 

and its Purpose（London：Sword & Trowel，

1994），第 24 页。 
 
3       艾朗赛（H. A. Ironside）认为 约 3:5

的「水」不是象征「洗礼」而是「神的道」

（弗 5:26；雅 1:18；彼前 1:23-25）。斯图

尔特(Clarence E. Stuart)提出几个论据证实这

节的「水」不是指「基督徒的洗礼」，其论

点是：（1）基督徒的洗礼（浸礼）是在主

耶稣复活后才设立的，意味着与主同死同葬

（罗 6:4；西 2:12）。显然，在主未死以前，

洗礼是没有意义和功效的。但在 约 3:5，主

是论到当时（不必等到主死）就可以享有的

生命；（2）早在主未死之前，神国的福音

已被传开，人人努力要进去（路 16:16）。

他们绝不是靠基督徒的浸礼进去，因为当时

主还未设立这洗礼。H. A. Ironside，Baptism: 

What Saith the Scripture?（Neptune，NJ：

Loizeaux Brothers，1930），第 10-11 页。 
 
4      Frank Scott，Arise and Be Baptized

（Belfast：Frank Scott），第 20 页。 
 
5 异教徒常把「魔力」与他们的圣礼

扯上关系；例如古代雅典人的奥菲士神秘剧

（Orphic mysteries）指定其信徒一年一度在

海滩游行，并在海水里受礼仪性的洁净。

「伟大之母」（the Great Mother）的异端教

派以在血里施洗来宣告其信徒进入新的生命。

R. H. Clayton，Christian Baptism，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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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ohn Ritchie ， The Truth about 

Baptism （ Kilmarnock ： John Ritchie 

Limited），第 11-12 页。 
 
7  Peter Masters，Baptism: The Picture 

and its Purpose，第 12-17 页。 
 
8      伯阔福教授提出其中的 3处经文，即 

徒 16:15, 33 和  林前 1:16，参他所著的

Systematic Theology，第 634 页。 
 
9     也有人提出 徒 18:8 为第五处经文

（徒 18:8：「管会堂的基利司布和全家都信
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

洗。」），但这节说「就相信受洗」，强调

受洗的人都是先相信所传的福音，这点是婴

儿无法做到的。 
 
10    J. D. McColl，Believers’ Baptism: A 

Defence of this Important New Testament 

Ordinance （ Queensland ： J. D. McColl ，

1987），第 13 页。 
 
11      神在旧约设立许多礼仪繁文（例如

祭物、祭司、献祭的条例等），但在新约却

不然（例如没有提到受洗时要穿的服装，要

念的祷文等），因为神要强调新约恩典时代

的召会该保有的简纯性，好使人把中心焦点

全放在基督身上，而非注重礼仪繁文。 
 
12    奉主名行事表示奉靠主的权柄和遵

照主的吩咐行事。克莱顿（R. H. Clayton）

写道：「奉主名受浸意味着浸礼是接纳基督

主权（Lordship）的外在表现。它表示我们

已经与祂同死（包括同埋葬、同复活，与主

认同，为主而活）。但奉父、子、圣灵的名

受浸则彰显三一神的合一。」 R. H. Clayton，

Christian Baptism，第 5 页。我们要奉三一

神的名施浸（太 28:19），因为三者都参与

在十字架献上人子的救赎大功。因爱世人，

父没有保留地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世人（约

3:16；罗 8:32），而子也心甘情愿地为人受

苦（约 10:17,18）；而祂是「借着永远的灵

（指圣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来

9:14）。另一方面，徒 10:48 的「就吩咐奉
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原文直译是

「在耶稣基督（有希腊抄本作：在主）的名

里受浸」（KJV 正确译作：He commanded 

them to be baptized in 【希腊文是 en ，意即

「在…里」】 the name of the Lord）；而 太

28:19 的原文直译是：「为他们施浸归入父、

子、圣灵的名」（KJV 正确译作：baptizing 

them into or unto 【希腊文是  eis ，意即

「进入、归入」】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因此，

艾朗赛总括说：「合乎圣经的完整惯用语句

是：『我奉主耶稣的名给你施浸归入父、

子、圣灵的名』（英文是：I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I baptize thee unto the name of 

the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H. A. 

Ironside，Baptism: What Saith the Scripture?，

第 22 页。此外，徒 19:5 的「奉主耶稣的名

受洗」的「奉」一字在希腊文是 eis （unto；

进入、归入），可译作「受浸归入主耶稣的

名」，这节乃是要强调受浸者不再归属施洗

约翰，而是完全归属主耶稣基督（参 林前

10:2 的「受洗归了【希腊文: eis】摩西」）。 
 
13      Frank Scott，Arise and Be Baptized，

第 17 页。 
 
14     慕尔（Handley C. C. Moule，1841-

1920 ） 是 达 勒 姆 的 主 教 （ Bishop of 

Durham）、剑桥大学的院长兼教授。 
 
15  这部分【指（C）第 1 至第 7 项】的

语录主要摘自  Frank Scott，Arise and Be 

Baptized，第 28-30 页；也参考 John Ritchie，

The Truth about Baptism，第 11 页。 
 
16     玛丽一世（Mary I，1518-1558）是

英国女王（1553-1558），国王亨利八世长

女，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之妻，强行恢复天

主教，血腥镇压和逼害更正教徒，被称为

「残忍的女王」。 
 
17     Peter Masters，Baptism: The Picture 

and its Purpose，第 24 页。 
 
18      Frank Scott，Arise and Be Baptized，

第 19 页。 
 
19     例如莱顿（荷兰西部城市）的约翰

（John of Leiden）提倡多妻制度；德国的霍

夫曼（Melchior Hofmann）预言基督将于

1533 年再来，使多人受了迷惑。 
 
20     陈福中编译，《丁道尔小传》（香

港九龙：基督徒出版社，2003 年），第 86-

92 页。以上文章和其两篇附录，皆摘自

2004 年 7-8 月份，第 53 期的《家信》，但

有稍加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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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篇 (三)                     麦敬道 

片面神学： 

加尔文主义和 

亚米纽斯主义 

(ONE-SIDED 

THEOLOGY) 
 

 

(A)     序言 

我们近来收到一封颇长的信，提

供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证据，证明「片

面神学」那令人迷乱的效果。我们的通

信者显然是受到「高等教义学派」（the 

high school of doctrine，特指加尔文主义

的学派）所影响。1  因此，他看不到神

对非信徒的公义呼召   —  「来」、

「听」、「悔改」或「相信」。对他来

说，这有如告诉蟹树（crab-tree）结出

一些苹果，好叫它成为苹果树（意即不

可思议，或不可能发生的事）。 

  

(B)     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的不足 

首先，我们相信人信主得救是出

于神的恩赐，不是倚靠人的意志或人的

能力所及。此外，我们相信没有任何一

个灵魂能够来到基督面前，除非得着神

恩典的催促。因此，所有得救的人要感

谢神以主权白白赐下的恩典；他们要唱

的歌是，并且永远都是：「耶和华啊，

荣耀不要归与我们，不要归与我们；要

因祢的慈爱和诚实归在祢的名下！」

（诗 115:1）。 

我们相信这点，不是因为根据某

种教义系统（另译「教义体系」，

system of doctrine），而是神所启示的真

理。不过，另一方

面，我们也同样全

心相信另一个严肃

的真理  —  人道德

上的责任。圣经也

同样清楚地教导这

个真理，虽然我们

在所谓的「神选民的信心之五大要点」

（the five points of the faith of God’s elect，

即加尔文主义的五大要点）里，2  是找

不到这方面的真理（有关这五大要点，

请参本文附录一）。  

我们相信这五大要点其实与神选

民的信心所包含的，是相距甚远；3  因

为这片面的神学系统并没有触及许多属

神所启示的广大领域，连暗示都没有。

这五大要点没有论述属天的呼召，没有

论到召会作为基督身体和新妇的荣耀真

理。它们哪里有讲论召会宝贵的盼望，

就是基督再临，接召会到祂那里去？它

们哪里有论到预言的广大范围，就是圣

经所揭开、让我们心灵看到有关召会的

种种重要预言？ 

在这夸大其

词、所谓的「神选

民的信心”」中，

我们找不到上述的

重要真理。在我们

朋友的长信中所论

到的整个神学系统

里，我们根本无法

找到上述任何有关

召会的宝贵真理。 

 
 

加尔文 (John Calvin) 



51 
 

  神特别设立使徒保罗作为「召会

之荣耀奥秘」的执事（注：神借保罗启

示种种有关召会的奥秘，参 弗 5:32）。

假设保罗知道某个神学系统并没有提到

上述有关召会的真理，他会接受这系统

为「神选民的信心」吗？ 

假设有人把加尔文主义的「五大

要点」指给保罗看，说这些是神完整真

理的陈述，他会说什么？他会惊讶地说：

「什么，这样就叫『神完整真理的陈

述』？就被认为是『神选民的信心』？

这就是信徒『应该相信的一切重要真

理』？这五大要点一点都没提到召会的

真实地位  —  她的呼召、她的立场、她

的盼望、她的特权！」 

  加尔文主义的五大要点也一点都

没提到以色列的未来！它们完全忽视，

或彻底疏远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和大卫的诸般应许。圣经整体的预言性

教训都受制于（加尔文主义者）灵意化

的错误神学系统，导致以色列该有的部

分竟被夺去，（本是属天的）基督徒则

被拖到属地的水平。但这五大要点却以

高调的豪语呈现给我们，声称是「神选

民的信心」！ 

  感谢神，「神选民的信心」并非

如此。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祂并不

把自己局限在任何学派的教义之狭窄范

围里；不管它是属于高等、低等或中等

的教义学派，主都不把自己限制在它们

里面。祂已启示有关祂自己。祂已说出

祂心中深邃与珍贵的秘密。祂已揭开祂

永恒的计划，即祂对召会、以色列、外

邦列国，甚至整个受造物的计划。 

有人试图把神那浩大繁多的启示

局限在人自创的微弱教义系统中，这犹

如要把汪洋大海之水，局限在自己所造

的水桶里。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也不该

尝试去做的。我们宁可把神学系统和神

学派系丢置一旁，以小孩一般的单纯信

心，来到圣经永恒的泉源面前，饮于圣

灵永活的教导之中。 

  

(C)     「仅仅是神学」的危险 

无 论 是 高 等 神 学 或 低 等 神

学  —  加尔文主义(Calvinism)或亚米纽

斯主义(Arminianism)，没有什么比「仅

仅是神学」（mere theology）更加破坏

神的真理，更令心灵枯萎，更颠覆和危

害属灵的成长。在这样的情况下，心灵

无法超越那神学系统的界限，因而无法

成长。 

我若被教导去将「五大要点」看

成「神选民的信心」，我就不会想到要

看得比它们更远；然后我的心灵就被封

闭，无法看到属天真理的最荣耀领域。

这导致我的灵命发育不良，视野狭窄局

促，思维片面失衡，结果我面临一种危

险  —  心灵变得僵硬与枯干，因为只被

「仅仅是教义要点」所占据，而不是被

基督所充满。   

上文所谓的「高等教义学派」

（加尔文主义）的门徒不听普世福音

（ world–wide gospel ）   —  神 爱 世

人  —  给于天下所有人的好消息。他所

拥有的，是一个只给选民（蒙拣选者）

的福音。另一方面，低等教义学派（亚

米纽斯主义）的门徒不听神子民永恒的

保障（eternal security）。他们的救恩一

 
 

加尔文(John Calvin) vs 亚米纽斯(James Armin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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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是靠基督，一部分是靠自己。按此

神学系统，蒙救赎之民的歌要被「修

改」；本是「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

需要加上「我们也是配的…」。按此神

学，我们可能今日得救，明日失丧。但

这一切其实是羞辱神，夺去基督徒一切

的真实平安。 

  我们写这一切，不是为要冒犯读

者。我们丝毫没有冒犯他人的意图。我

们所谈论的，不是针对任何人，而是针

对不合圣经的教义学派和神学系统。我

们诚恳地请求我们亲爱的读者，要丢弃

它们  —  立刻与永远地摒弃它们。 

这两者当中（加尔文

主义和亚米纽斯主义），没

有一个包含神全面与完整的

真理。它们两者都有一些真

理的元素，但真理常被谬误

所抵消（编译者注：两者皆

有其片面真理。只是单注意

一面，则难免有偏，导致错

误 的 神 学 结 论 ， 编 译 者

按）；即使我们可以找到一

个包含真理的神学系统，倘若它并不包

含完整的真理，它（指片面的真理、偏

向一边的神学）对心灵的影响仍然是有

害的，因它使人自以为拥有神的真理，

但事实上，他只是持守人所提倡那片面

失衡的神学系统。 

此外，我们很难找到任何教义学

派的忠实门徒能坦然面对整体的圣经真

理（指他能不受其神学教义的辖制与局

限，而能自由地受教于圣经整体的真理，

编译者按）。 

人若受制于某种神学教义的架构，

就会不断重复地引述他所喜爱的经节，

却不思考和挪用圣经中其他大部分的经

文；例如，加尔文主义者往往不用以下

经文：「如今却吩咐各处所有的人

（KJV：all men everywhere）都要悔改」

（原文直译，徒 17:30）；还有，「祂愿

意万人（原文作：所有人，KJV: all men）

得救，明白真道」（提前 2:4）。彼得也

说：「主… 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

（原文作：任何人，KJV：any）沉沦，

乃愿人人（原文作：所有人，KJV：all）

都悔改」（彼后 3:9）。在圣经的最后一

章，我们读到「愿意的（原文指任何愿

意的人），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启 22:17）。 

  我们要按照这些经文所说的去理

解，还是要加入一些修饰的字词，来使

它适合我们的神学系统？真

相是：这些经文展示神宽容

大量的心、祂属性的恩典行

为、祂慈爱的广泛层面。按

照神慈爱的心，祂不愿祂所

造的任何人灭亡。圣经从没

教导说神早已规定某数目的

人类永远灭亡。4  

我们承认，确实有一

些人被神公正地交在属灵眼

睛失明的瞎眼状况中，因为他们先故意

拒绝神所赐的亮光（参 罗 9:17；来 6:4-

6；10:26-27；帖后 2:11-12；彼前 2:8）。

换言之，所有灭亡的人只能怪自己，所

有到达天堂的人只能感谢神。 

如果我们愿意接受圣经的教导，

我们必须相信每个人要为自己所领受的

亮光负责。外邦人（异教徒）有责任听

取受造物的声音。犹太人有责任遵从律

法所教导的。基督教世界（或译：基督

教界，Christendom）有责任顺从一切包

含在整体圣经中的启示。如果神吩咐各

处所有的人都要悔改，祂的意思是否指

所有人，还是单单指所有蒙拣选的人？

我们有何权利加添，或更改，或削减神

的话，来迁就我们的神学系统？我们绝

对没有任何权利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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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以圣经为「独一权威」 

让我们真诚面对圣经所说的，并

拒绝任何无法通过圣经试验的神学理论。

任何神学系统若无法通过神话语（圣经）

中完整真理的试验，我们就该质疑那系

统的正确性。如果圣经中的经文看似彼

此冲突，互相抵触，那只是因为我们的

无知（因而错误地解释圣经）。 

让我们谦卑承认这一点，并等候

神赐下进一步的亮光。这方法是我们可

依循的道

路，也是

安全的道

德基础。

与其试图

靠自己有

限 的 智 能 ， 去 协 调 明 显 的 差 异

（discrepancies），还不如跪在我们主的

脚前，让祂的话自行辩解。这样，我们

便可获得有福的收成，并在神和祂整体

话语的知识上有长进（彼后 3:18）。 

  过了几天，有个朋友给我一篇近

期由一位著名圣职人员所传的讲章。此

人属于高等教义学派（加尔文主义）的

支持者。我们在他的讲章里，如同在那

与我们通信者的书信中，同样发现片面

神学的影响。举例来说，当论到施洗约

翰在 约 1:29 壮丽堂皇的声明时，那位传

道人如此引述：「神的羔羊，除去整个

属神选民的世人之罪孽的」（which 

taketh away the sin of the whole world of 

God’s chosen people，注：这节按原文该

译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正如《和合本》圣经所翻译的）。 

  问题是：那节经文里根本没有

「属神选民」这一词。这节是指基督所

做的伟大挽回之工，凭着基督这方面的

工作，每一丝的罪将来都会从神的整个

创造中全被涂抹。但这有福的经文只在

永恒的新天新地里，才会全面实现（启

21:4），那是有公义居住其中的新天新

地（彼后 3:13）。  

简而言之，把 约 1:29 局限在属神

选民的罪，这样的做法只能被视为神学

偏见的结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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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亚米纽斯主义的「珍珠」（PEARL） 

和加尔文主义的「郁金香」（TULIP） 

  

荷兰独立后（1609年），便以加尔

文主义（Calvinism）为国教，虽被大部分

人接纳，仍有许多人不赞同加尔文的神学。

其中反对声浪最大的，算是荷兰的莱顿大

学的神学教授亚米纽斯（另译：亚米念，

James Arminius，1560-1609；或称  Jacob 

Arminius、 Jacobus Arminius 等等）。亚

米纽斯的神学简言之为加尔文神学的相反，

以英文字「PEARL」（珍珠）作代表： 

  

P –  Personal free will（个人的意志）：虽

人性因犯罪而完全败坏【与加尔文

同】，但人的意志还是自由（ free 

will）【与加尔文反】，可选择向神，

借着信心而终得救恩。 

E – Election by choice（有条件的拣选）：

人得救是根据神的预知，祂预知谁会

接受，谁会拒绝，神拣选那会接受的。 

A – Atonement for all（无限的救赎）：神

的救赎是为万人的，但祂的救赎和赦

免乃是为那些接受的人，对于拒绝者，

基督虽为他而死，但他的罪仍在。 

R  – Resistable grace（可抗拒的恩典）：

因人有自由意志，故随时可拒绝神恩，

或拒绝圣灵的呼召，圣灵不能使人重

生，直到人对祂的呼召有信心的回应。 

L – Liable to loss / Falling from grace（可在

恩典中堕落）：得救者可丧失其救恩。 

 

为了对抗亚米纽斯教训的传播, 荷

兰的改革宗（Reformed churches）于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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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召开多特大会（Synod of Dort [Dordrecht，

Holland] ）。此大会结果产生了「多特大

会对于在荷兰所争论的五项教义要点所作

出的决定」（The Decision of the Synod of 

Dort on the Five Main Points of Doctrine in 

Dispute in the Netherland），一般也称之为

「多特教规」（Canons of Dort）。 

为了方便记忆，

这五项要点较后在英文

被概括为 T U L I P

（注：英文Tulip是「郁

金香」的意思），它是

英文「首字母缩略词」

（ acronym）的记忆法

（mnemonic）。自此以后，这五项要点

便成为加尔文主义的概要（或所谓改革宗

的立场）。这五项要点如下： 

  

T – Total depravity（完全的败坏） 

U – Unconditional election（无条件的拣选） 

L – Limited atonement（有限的救赎/赎罪） 

I  – Irresistible grace（不能抗拒的恩典） 

P – Perseverance of saints（圣徒永蒙保守） 

  

亚 米 纽 斯 主 义 的 「 珍 珠 」

（PEARL）和加尔文主

义 的 「 郁 金 香 」

（TULIP）就这样成为

历代以来神学家所激烈

争论的课题。无论如

何，今日加尔文主义显然占上风，传得更

广，渗入更多层面。这是我们所该正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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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人自由的意志 vs 神主权的拣选 

  

「人自由的意志」与「神主权的拣

选」是两个看似水火不容的教义，但其实

不然。艾朗赛（H. A. Ironside）举例说明，

有个罪人来到天堂的属天福气大门前，看

见上面写着「任何人若愿意，都可以进来」

（参 启 22:17）。他运用自由的意志，接

受这仁慈的邀请，通过这门进入天堂（领

受各样属灵的福气）。过后，他回头一看，

见到大门上面写着：「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你」（弗 1:4）。这表明

神主权的拣选（使信徒得着属天的福气）。 

哪一个是对的？「任何人都可来」

还是「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以上故事告

诉我们，实际上，两个都对！「人自由的

意志」和「神主权的拣选」都对。这两个

真理都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必须同时

接受两者，即使它们在我们渺小有限的头

脑里引起一些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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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你所相信和持守的是 

「圣经的拣选」还是「神学的拣选」？ 

  

圣经所教导的「拣选」（election）

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荣耀主题。但关键的问

题是：「加尔文主义」所谓的拣选是圣经

所教导的拣选吗？还是仅属人的神学和教

条所演绎出来的拣选？ 

约翰·帕金森（John F. Parkinson）

在其所著的《神选民的信心》（The Faith 

of God’s Elect），客观地探讨「加尔文主

义的五大要点」，并强有力地证明「加尔

文主义」的拣选并非圣经所教导的拣选。

我们已将此书完全翻译，分成八篇，上载

到「家信网站」，敬请读者参阅： 

1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11/

加尔文神学的拣选不是圣经所谓的拣选一/ ； 

2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2/

加尔文神学的拣选不是圣经所谓的拣选二/ ； 

3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5/

加尔文神学的拣选不是圣经所谓的拣选三/ ； 

4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8/

加尔文神学的拣选不是圣经所谓的拣选四/ ； 

5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11/

加尔文神学的拣选不是圣经所谓的拣选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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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8/03/

加尔文神学的拣选不是圣经所谓的拣选六/ ； 

7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8/05/

加尔文神学的拣选不是圣经所谓的拣选七 ； 

8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8/08/

加尔文神学的拣选不是圣经所谓的拣选八 。 

上述的第 1和第 2篇是研究圣经中所

教导的拣选（关于基督、天使、以色列和召

会蒙拣选）和预定。第 3 篇探讨加尔文神学

所谓的拣选（此教义的历史和发展）。第 4

至第 6 篇是研究加尔文神学五大要点，并证

实它加添了圣经上的话。第 7 和第 8 篇则讨

论如何持守神的话（解经的七大原则）。 

笔者相信「加尔文主义」的支持者

当中，也有许多是虔诚爱主的基督徒。因

此，我恳求所有读者到上述网站阅读这八

篇文章，再思「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 

 

——————————————————— 

1   本文所谓的「高等教义学派」

（the high school of doctrine）指的是加尔

文主义（Calvinism）。 

 
2    「the faith of God’s elect」一语是取

自 多 1:1：「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

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 the faith of 

God’s elect）与敬虔真理的知识。」 

 
3      「神选民的信心」指神选民「所信

的」，其内容包含不仅是信主得救，更包

括信神在圣经中赐给召会的各种预言和所

应许的各种福气，例如：主的再来、召会

被提、工作的审判、羔羊的筵席等等。 

 
4       麦敬道在文章脚注中贴切指出，圣

经是何等小心地防备那丑恶的「摈弃」教

义（repulsive doctrine of reprobation；注：

「摈弃」的教义指出，神在创世以前的永

恒里，预定一些人永远受罚，把他们排除

在救恩之外）。请留意以下经文的用词，

例如 ：太 25:34 记载王对祂右边的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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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这句话

与祂对左边的人所说的话：「你们这被咒

诅的人【注：祂没有说「你们这被我父咒

诅的人」，因他们是被自己的罪所咒诅】，

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注：

祂没有说「为你们、魔鬼和他的使者」】

所预备的永火里去！」（41节）。同样的

情况也出现在罗马书第 9 章。论到「那可

怒的器皿」（vessels of wrath），圣经说

「预备遭毁灭」（fitted to destruction，罗

9:22，注：这节经文没有说「神预备他遭

毁灭」）  —  肯定不是神所预备，而是他
们不愿信靠神，自己预备去遭毁灭。另一

方面，论到「蒙怜悯的器皿」（vessels of 

mercy），圣经按原文直译是说「祂早预

备得荣耀」（which he had afore prepared 

unto glory，罗 9:23，注：几乎所有英文译

本都有 he 【祂】一词，表明神是那位预

备者）。这就完全确立了有关「拣选」

（election）的伟大真理（指人蒙拣选领受

福气，全是出于神主权的恩典）；同时万

分谨慎与孜孜不倦地避开了有关「摈弃」

（reprobation）的丑恶谬论（指神的恩典

故意越过【摈弃】了一些人，意味着神先

预定这些人将受永刑）。 

 
5      上文编译自 C. H. Mackintosh，The 

Mackintosh Treasury: Miscellaneous 

Writings by C. H. Mackintosh（Neptune，

New Jersey：Loizeaux Brothers，1976），

第 604-606 页。此篇文章的作者麦敬道

（C. H. Mackintosh，1820-1896）是奉主

名聚会的著名圣经

教师。美国的史威

伯 教 授 （ Prof. 

Wilbur M. Smith）

评论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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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这群特出的作者当

中，其著作最多次重印或再版的，就是麦

敬道。」史威伯评论麦敬道的著作《五经

释义》和《麦敬道文库：杂项文章》为

「肯定的仍然值得一读。」请读者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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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斯麦敬道/（麦敬道的生平和事奉）。  

  
 

麦敬道 (C. H. Mackintosh)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9/查尔斯麦敬道/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9/查尔斯麦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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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篇 (四)                              陈志达 

「蒙头」— 

可有可无的传统？ 

 

 

(A)  为何要蒙头？ 

「为何女人要蒙头？」这是一个非

常好的问题。但很可惜，许多时候我们只

说：「这是圣经的

教 导 ， 不 必 多

问」，却没抓紧这

个机会，来阐解蒙

头背后那既丰富且

重要的义意。其实

蒙头并非是一种毫

无意义的礼仪，而是神用来教导我们有关

许多宝贵真理的一种表记。让我们虚心思

考神的智慧所设立的蒙头真理。 

 

(A.1)  恢复神所设立的头权 

首先，神要借着蒙头来教导我们一

个宝贵的功课，就是有关「头权」的真理。

所谓「头权」（Headship）是指作头带领

的意思。头权是神所设立的原则，也是圣

经的重要主题之一： 

1) 创世记 1:26-28：头权的原则

（Principle）和它的图像（Picture） 

2) 以弗所书 1:19-23：基督的头权和它的

目的（Purpose） 

3) 哥林多前书 11:3-16：基督的头权和它

的实践（Practice） 

4) 歌罗西书 2:10, 19：基督的头权和它的

供应（Provision） 

5) 希伯来书 2:8-9：头权的前景

（Prospect）和它的能力（Power） 

神非常重视头权，并用「蒙头」的

实践来教导和展现有关基督的头权  —  作

头带领的权柄！林前 11:3是明白头权（特

指实践方面）的关键经文。按照神智慧的

安排，头权的秩序是「基督是各人（原文

作：每个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林前 11:3）。这节教导

我们两方面的重要真理：  

1) 作头的有带领的权柄，并且这权柄应

被顺服；例如神（父神）是基督的头，

所以祂有权指派基督来为世人赎罪

（约 3:16），而基督则全面顺服这头

权（约 5:30；路 22:42；来 10:7）。因

此，基督顺服父神，男人顺服基督，

女人顺服男人，这乃是主的安排。  

2) 头权虽强调带领和顺服的关系，但不

表示地位的高低之别；例如父神是基

督的头，但这不表示基督比父神低一

等，因为基督是与父神同等的（腓 2:6；

约 10:30）。因此，虽然男人是女人的

头，但在神的话语中，男女的地位是

平等的（参 加 3:28；林前 11:11-12）。

【注：在地位上是平等，但在责任和

职份上却有不同，有者负责带领，有

者顺从带领】。 

当圣灵借着保罗论及蒙头的真理时，

圣灵很谨慎地用了一个名词，即「女人」

而不是「姐妹」。为何不说「姐妹蒙头」

而说「女人蒙头」呢？ 因为蒙头一事与

第一个女人  —  夏娃  — 有直接的关联

（而不是第一个姐妹）。夏娃这个名称第

一次出现在 创 3:20。在这节以前，她被称

为「女人」【注：亚当给她起的第一个名

是「女人」，而不是夏娃，参 创 2:23 和

3:20】。 

圣灵在论及蒙头的经文里（林前

11:1-16）使用「女人」一词，为要使我们

留意夏娃在这段被称为「女人」的时间内，

所发生的两件事：【注：这段时间是指 

创 2:23 直到 创 3:20 之间的记载，即有关

夏娃被造和人类始祖犯罪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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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神设立了头权的秩序 

头权是一切秩序（order）的基础。

离弃头权便引致混乱；例如当一个家庭或

国家中，有两个人要「作头」时，便产生

混乱。因此，在乐园里，神设立了头权的

秩序。神本可同时创造男女，或先造女然

后造男，但祂却作出以下选择： 

1) 神选择先造男人：造了男人才造女人； 

2) 神选择让女人由男人而出：神用男人

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女人，使第一个

女人出自男人的身上（创 2:7,21-23）。

因此，保罗解释男人不该蒙头，女人

却该蒙头的原因时说：「女人乃是由

男人而出。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

人乃是为男人造的」（林前 11:7,8,9）； 

3) 神强调祂照着神的形像造男人：创

1:27 原文直译:「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

造人；祂照着神的形像造他（him）。

祂造男造女」1 (《新译本》、KJV、

NASB 也如此正确翻译; 参尾注 1 的解

释)。所以保罗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

因为他是神的形像和荣耀」(林前 11:7)； 

4) 神选择把禁令先传给男人：第一个禁

令（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

神在未造女人之前，亲自先传给男人

（创 2:16-17），立他作头带领【注：

很可能过后才由亚当的口传给夏娃】。 

以上这四点意味着神把头权（作头

带领）的责任放在男人身上，因为神的安

排乃是「男人是女人的头」（林前 11:3），

即男人被指派作头带领，女人则顺服头权。 

 

(b)  神所设立的头权遭到双重破坏 

魔鬼（撒

但）深知这头权

若被遵守下去，

万 物 必 井 然 有

序，蒙神赐福。

为了破坏头权，

魔鬼先引诱女人（夏娃）犯罪。如果那女

人被引诱时仍守着头权，她便会去找「她

的头」（ 亚当）问个清楚，或加以讨论，

也许就不会违背神的禁令；但那女人不顺

服神所设立的头权，自己要「出头」，要

「作头带领」，结果犯罪。过后，亚当因

着夏娃，也吃了禁果，不顺服他的头（基

督），使头权第二次遭到破坏。留意这次

序：若魔鬼先引诱男人，男人吃了禁果后

要求女人吃，那女人吃了也不算破坏头权，

因她乃是顺服她的头（亚当）的吩咐。为

了双重破坏头权，魔鬼必须先引诱女人。 

头权遭到破坏，影响深远。圣灵借

着保罗强调「女人（指姐妹）要沉静学道，

一味的顺服（包括顺服头权）。我不许女

人讲道…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

夏娃 (神借此设

立头权 ) 。且不

是亚当被引诱，

乃是女人 (夏娃)  

被引诱，陷在罪

里。」(提后 2:11,13-14) 可见新约的女人

在召会里蒙头和不可讲道方面，与夏娃在

乐园中所犯的罪（破坏头权）有直接关系。 

总括来说，在召会中，每当我看见

女人蒙头时，我便联想到人类（女人和男

人）犯罪的根源  —  不顺服神所设立的头

权。因此，蒙头巾虽是一块简单的布，但

这「表记」（symbol）发挥了提醒的功用，

正如简单的饼和杯提醒我们有关主为我们

舍身流血的爱。姐妹蒙头是必要的，因为

它不断地发出那无声的重要信息，提醒男

人和女人都必须顺服神所安排的头权，即

在作头带领的事上，女人要顺服她的头  

—  男人，男人亦要顺服他的头  —  基督。 

 

(A.2)  为天使的缘故 

女人必须蒙头的第二个原因，是

「为天使的缘故」，因为圣灵借着保罗教

导我们「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

有服权柄的记号」（林前 11:10）。吴威

斯（Kenneth S. Wuest）把召会称作「天使

的大学」，因为神「借着召会，使天上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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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弗 3:10）【注：「天上执政的、掌权的」

是指天使，参 西 1:16，2:10；弗 6:12】。 

神在召会里所设立的一切秩序和见

证，许多方面都是为要教导天使们有关神

的智慧。借着女人蒙头所表明的顺服（头

权被高举），神教导天使们一个宝贵的功

课  —  神在旧约的乐园里，因着女人不顺

服所失去的「头权和荣耀」，如今已在新

约的召会里，因着女人的顺服重新得回；

这点见证神有无比的智慧去得回所失去的，

神绝对不会失败！ 

因此，若女人

顺服头权而蒙头，那

些在天上顺服神的众

天使就要为此赞美

神，也受到鼓励更加

顺服神；同时，那些

堕落的天使们也会为

此蒙羞  （因为自己

不顺服神）。可是，若女人不在蒙头上顺

服，这将使那些在天上顺服神的天使们感

到难过，因为人离弃了头权，重蹈乐园里

的错误；同时也受到那些堕落天使们的讥

嘲，并让撒但得着控告圣徒的机会。「因

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

权柄的记号」（林前 11:10）。 

 

(A.3)  把男人的荣耀遮盖起来 

许多人忽略了神的心意。其实在蒙

头的真理上，神要带出两方面的意义： 

(a)  以男人不蒙头来彰显基督的荣耀 

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男人的头

是基督（林前 11:3），并且男人「是神的

形像和荣耀」（林前 11:7）。所以男人在

聚会时蒙着头或戴着帽子，是表示将基督

本身和神的荣耀给遮盖起来。任何有损基

督本身和神的荣耀之事，必不能讨神喜悦。

因此，弟兄在聚会时不该蒙着头，好使基

督本身和神的荣耀被敞开，得以显露。 

(b)  以女人蒙头来遮盖男人的荣耀 

同样的道理，女人应该蒙着头，因

为女人的头是男人（林前 11:3），并且

「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林前 11:7）。所

以女人在聚会时蒙着头或戴着帽子，是表

示将男人本身和男人的荣耀给遮盖起来，

而非降低女人的地位（因在神眼中男女的

地位平等，参 加 3:28；林前 11:11-12）。

换句话说，姐妹不蒙头乃是犯下一个严重

的错误  —  不合宜地彰显男人的荣耀，高

举男人的地位。 

召会只有一个头，就是召会全体之

首基督（西 1:18；注：「全体之首」也可

译作「全体的头」）。除了男人的头（基

督）和基督的头（父神）之外，一切其他

的头若被显露将必蒙羞，所以女人「若不

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意即羞辱男人，

不合宜地彰显他的荣耀）」（林前 11:5）。 

我们都记得主耶稣登山改变形像时，

彼得曾提议为主耶稣、摩西和以利亚各搭

一座棚。父神很不喜悦人把摩西和以利亚

的地位提升到与主

耶稣同等，所以立

刻用云彩将摩西和

以利亚给遮盖起来

（把人的荣耀给遮

盖起来），并清楚

宣告说：「这是我

的爱子… 你们要听

祂（不是要听摩西

或以利亚）」，接

着我们读到：「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

耶稣」（太 17:4,5,8）。 

是的！父神要我们聚会时，「不见

一人，只见耶稣」！这种情况只有当女人

蒙头（把男人本身和男人的荣耀给遮盖起

来），男人不蒙头（把基督本身和神的荣

耀给敞开显露）的时候，才能产生。所以

身为弟兄的我，每当见到姐妹蒙头时，心

中无比快慰，因知道我们男人那不该被显

露的荣耀，已被合宜地遮盖起来。 

 
主登山变像, 三门徒看

见摩西和以利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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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为何不蒙头? 

为什么不蒙头？我们常听见的，主

要有以下四大理由： 

理由（一）：蒙头是第一世纪的哥林多人

或希腊人的传统，不适合现代了！ 

许多圣经学者认为在 林前 11:2-16，

保罗是在谈论哥林多人或希腊人的传统。

他们引证  林前 11:2 按原文的直译是：

「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传统（希腊文：

paradosis {G:3862} ）」【注：中文圣经

《和合本》没译出此字，但英文圣经都

把 paradosis 译成 ordinance 或 tradition 】。

他们以此强调这段经文的应用，其实是属

于「地方性」（ local）和「当代性」

（contemporary），所以女人蒙头不该被

视为普世性的做法（universal practice），

也不必在现今时代被每一个召会所遵守。 

可是，这样的看法犯上了一个解经

错 谬 （ exegetical 

fallacy），即卡森博

士（ Dr. Donald A. 

Carson ）所称为的

「疏于辨识二者间

的区别」。那二者

间的区别即是「拉

比或人的传统」与

「使徒的传统」二

者之间的区别。 

 

 (a)  拉比的传统或人的传统 

主耶稣基督所严厉斥责和使徒保罗

所加以禁止的传统，其实是拉比的传统

（Rabbinical Tradition，太 15:2,3,6）或属

人的传统（Tradition of Men，可 7:8；西

2:8）。这类传统在神眼中并没价值，在

基要的真理上也没有地位。可是圣经中提

到另一类的传统。它是神所设立的，也是

每一个召会中的每一个信徒所必须遵守的，

即「使徒的传统」（Apostolic Tradition）。 

(b)  使徒的传统 

(b.1)  为何称之为「传统」？ 

在 太 28:18-20的大使命中，主耶稣

不单强凋传福音和为信徒施浸，祂也在 20

节说道：「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

们遵守。」领受此大使命的众门徒（即众

使徒）是否有遵照主的吩咐去行吗？答案

是：有！因为他们不仅传福音（徒 2:14-

40），也为信主者施浸（徒 2:41），然后

我们读到信徒「都（指每一个信徒，没有

任何人例外）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

交接、擘饼、祈祷」（徒 2:42）。 

请留意信徒们如何对待「使徒的教

训」？他们不是只在短期内遵守「使徒的

教训」，而是「恒心遵守」（希腊文：

proskartereô {G:4342} ），其原意是「继

续不断地专心坚守下去」，甚至守到接下

去的几代。此外，我

们也可从使徒保罗给

提摩太的劝勉中看到

「使徒的传统」：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

前听见我所教训的

（即使徒的教训），

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

导别人的人」（提后

2:2，注：这里共有

四代的人）。所以在

圣经的教导中，有所

谓的「使徒的传统」，

即主所吩咐众使徒教导信徒的「使徒的教

训或教义」（apostles doctrines），要像传

统一般，一代接一代地传递下去。 

 

(b.2)  这传统要守到何时？ 

另一方面，主的使命是「凡我所吩

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直到世界

（原文  aiôn {G:165} ）的末了」（太

28:20）。希腊文 aiôn 一词常指世界历史

上的某个时期或时代（age），所以「世

 
新约圣经教授卡森 

(Donald. A. Carson) 

 
 

卡森所著的这一本 

揭开解经谬误的好 

书已在 1998年被 

译成中文版,名为 

《再思解经错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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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末了」更正确译为「时代的末了」。

换言之，主耶稣要使徒们教导众信徒遵守

「使徒的传统」，直到时代的结束。 

现在问题是，主所指的是哪一个时

代？既然主的大使命是给召会的，自然是

指召会时代。这时代始于五旬节召会成立，

直到主再来、召会被提时结束。换言之，

主的大使命是给召会时代  —  五旬节开始

直到召会被提之间的这一段时期。此外，

主耶稣在大使命中应许与门徒「同在，直

到时代的末了」，这「同在」令人联想到 

太 18:20，因主耶稣在那节经文里应许亲

自与召会信徒同在。2 肯定的，这应许是

给新约召会的基督徒，而非其他时代的圣

徒。 

简言之，太 28:20 所谓的「时代」

（原文 aiôn ）是指主再来之前的召会时

代（有者称之为「恩典时代」），所以

「使徒的传统」是给召会时代的信徒，是

召会时代的一切信徒（当然包括现今的我

们）所必须遵守的。 

           总括而言，圣经中所谓的「传统」

（  paradosis ）可指负面和正面的传统

（这全靠上下文【context】来决定）。负

面的传统是指「拉比的传统」或「人的传

统」。这类的传统是信徒所不须要遵守的。

但正面的传统，即「使徒的传统」，则是

整个召会时代的每一个信徒所必须遵守的，

而蒙头的传统是属于「使徒的传统」。 

 

(b.3)  论及「使徒的传统」之经文 

Paradosis（传统）一词在新约圣

经中，总共出现 13 次。其中 10 次指「拉

比的传统」或「人的传统」，3 另外3次则

指「使徒的传统」如下： 

1)  使徒保罗在 帖后 2:15 说道：「所以弟

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

教训（ paradosis ，传统），不拘是我

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 

* 此节表明使徒保罗曾用口传和书信

的方式，来教导「使徒的传统」，林

前 11:2 是另一个例子。 

 

2) 使徒保罗在 帖后 3:6 说：「弟兄们，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

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

所受的教训（ paradosis ，传统），就

当远离他。」 

* 此节表明「使徒的传统」必须被每

一个信徒所遵守；不遵守的人必须受

到召会纪律的对付。 

 

3) 使徒保罗在 林前 11:2 说：「我称赞你

们，因你们凡事记念我，又坚守我所

传给你们的传统 4（ paradosis，传统）

（原文直译）」5 

 

林前 11:2 论到保

罗称赞哥林多信徒坚守

保罗所传的「使徒的传

统」，但接下去的经文

显示，有些哥林多信徒

不守蒙头的传统。这里

有两个可能的情况：（1）此节表明保罗

称赞哥林多信徒，因为他们所有人都坚守

了许多由保罗所传的传统（注：这节的

「传统」一字在原文是复数，表明保罗传

给他们许多使徒的教训），只可惜他们却

没有守着「蒙头的传统」；或者（2）此

节表明大部份的哥林多信徒坚守了一切保

罗所传的传统，但有一小部份信徒没有遵

守「蒙头的传统」，所以保罗需要写信纠

正这些人。笔者认为第（2）个情况的可

能性较高。 

无论如何，不管我们接受哪一个看

法，事实是「蒙头的传统」没有被全面遵

守。由于「蒙头的传统」是使徒的传统，

必须被召会时代的每

一个信徒所遵守，所

以使徒保罗需要写这

封书信，来纠正他们

在这方面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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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为何这段经文不是指哥林多人的

传统？ 

有些人坚持这段经文是特别指哥林

多人的传统，或广泛指希腊人的传统。但

这样的解法有以下种种矛盾和冲突： 

  林前 11:2所说的这些传统（复数），

是由保罗所传给他们的（林前 11:2）。如

果蒙头的传统只属于哥林多人或希腊人的

传统，那么他们应该是从他们的父母或列

祖（而非保罗）那里

学到这些哥林多人或

希腊人的传统，而且

应该是从小就学到

了，就是在保罗未到

哥林多以前。所以保

罗根本就没有资格称

赞他们坚守「他」所

传给他们的传统，保罗应当说：「我称赞

你们，因你们凡事记念我，又坚守你们的

父母或列祖所传给你们的传统。」但保罗

说：「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可见所

传的不是哥林多人或希腊人的传统。 

让我们进一步思考，保罗极不可能

传哥林多人或希腊人的传统给哥林多的信

徒，因为保罗是个犹太人，且在在未悔改

归主之前还是个法利赛人，他怎会在悔改

归主后学了哥林多人或希腊人的传统，并

来到哥林多（徒 18:1-11），把这些传统

传给他们呢？我们在新约圣经和初期召会

历史上找不到这样的证据。 

再者，保罗极力反对他人教导和强

调基督徒要守「人间的遗传」（西 2:8；

参 西 2:20-23；「遗传」原文是 paradosis，

意即传统）。若蒙头一事只是属于哥林多

人或希腊人的传统，是属于人间的遗传或

传统，那么保罗本身又怎么可能教导和传

递这属人的传统给哥林多人，还称赞他们

坚守他所传给他们的这些传统呢？请别把

使徒保罗看作是个自相矛盾或虚假诡诈的

人（参 林前 1:18；帖前 2:3,5）。 

明显的，

保罗称赞他们，

因为他们所坚守

的，不是人间的

遗传或传统，而

是「使徒的传统」。 

还有一个必须思考的论点。保罗在

这段论到蒙头的经文中，教导信徒三件事： 

1) 男人祷告或讲道，不该蒙头（4,7 节）； 

2) 女 人 应 该 蒙 头 （ 原 文 作  ： 

katakaluptô {G:2619}，第 5,6,10节)； 

3) 女人的长发是给她作盖头的（原文作： 

peribolaion {G:4018}，第 15 节）。 

头 

使徒保罗知道哥林多的犹太人很可

能会起来反对，辩驳说：「根据我们犹太

人的规矩或惯例（custom），男人祷告或

敬拜神时，一定要

蒙头，不然便是一

种羞辱」。此外，

也可能有些强调自

由的哥林多人要辩

驳道：「我们哥林

多有一些女人是不

蒙头的。」所以保

罗在本段结束时，

清楚声明：「若有

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或

译：惯例，custom），神的众召会也是没

有的」（林前 11:16） 

保罗的意思是：若有人想要根据自

己的规矩或传统来辩驳（即反对以上三件

事的任何一件），我们（指保罗和其他同

工，包括其他使徒们，林前 4:9；9:4） 却

没有这样的规

矩 （ 即 没 有

「 男 人 该 蒙

头」或「女人

不该蒙头」的

规矩），神在

各处的众召会也是没有这样的规矩。 

 
按照传统, 犹太人

敬拜时必须蒙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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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留意：保罗并不是说「在马其顿

的希腊众召会也是没有的」，乃是「神的

众召会」，这表明没有一个召会是例外的，

包括耶路撒冷的召会。这意味着当时在耶

路撒冷召会的犹太信徒，他们的男人祷告

时也是不蒙头的，没有依照历代以来犹太

男人祷告的规矩或惯例（custom，即犹太

男人祷告时一定要蒙头）。 

若这段有关蒙头的经文只是属于哥

林多或希腊人的传统，试问在耶路撒冷召

会的犹太信徒为何要放弃自己历代的规矩

或传统，去遵守哥林多或希腊人的传统呢？

再说，保罗和任何使徒也实在没有好的理

由，去要求犹太信徒遵守哥林多或希腊人

的传统。由此可见，把 林前 11:2 的传统

解释成「哥林多人或希腊人的传统」是不

合理的。这样的解释充满矛盾，无法成立。 

因此，若我们把 林前 11:2-16 里的

「传统」解成哥林多人或希腊人的传统，

我们将面对以上种种矛盾和冲突。不过，

我们都深信，神的话语是绝对不会彼此冲

突的。若有任何冲突或矛盾，问题一定不

是出在神的话，而是出在我们错误的解经。

倘若我们把「传统」一词解成「使徒的传

统」，上述一切的困难便迎刃而解。 

我们可以作出以下既合理又可靠的

总结：保罗悔改归主后，他从基督领受了

许多「使徒的教训或教义」（Apostles 

Doctrines）（林前 11:23；也参 加 1:11-

17），为要把它们传给所有信徒，作为

「使徒的传统」（Apostolic Tradition），

好使这些真理能一代接一代地传递下去

（此乃传统之意）；例如主的晚餐之教义

（保罗说那是「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林

前 11:23）、基督复活的教义（保罗说那

是「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林前 15:3）

等等，也包括了蒙头的教义（保罗说那是

「我所传给你们的」，林前 11:2）。 

由于 林前 11:2-16 有关蒙头的教义

（即男人不该蒙头，而女人该蒙头）是

「使徒的传统」，所有的召会，包括耶路

撒冷召会的犹太信徒，都必须遵守它，纵

然对犹太人而言，男人祷告不蒙头是违反

犹太人的规矩和传统。由于 林前 11:2-16

是使徒的传统，所以保罗结束时可大胆宣

告：「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

的规矩，神的众召会也是没有的」。 

总而言之，林前 11:2-16 有关蒙头

的教义既然是「使徒的传统」，它的实践

就应该是普世性的（universal practice）。

自五旬节到召会被提这段时期，所有在各

处求告主名之人，都必须遵守它（林前

1:2），今日的我们也决不例外。倘若我

们不遵守它，不论我们的理由有多堂皇，

看似有多合理，听来有多动听，我们还是

不遵守主在大使命中的第三项命令：「凡

我所吩咐你们（指使徒们）的，都教训他

们遵守」（太 28:20）。 

我们信徒的责任，是遵守凡主所吩

咐或命令祂使徒传给我们的「使徒传统」！

我们若爱主，就必遵守主的命令（约

14:15），包括遵守主在蒙头方面的命令。 

 

 

理由（二）：神借着保罗给我们自由选择

要不要蒙头！ 

有些学者认为，在是否要蒙头的事

上，保罗让信徒自己作选择。他们引证 

林前 11:13 来证实他们的论点。无论如何，

一位细心和客观的读者，很快就会发现这

节正好推翻他们的论点。 

使徒保罗在 林前 11:13 说：「你们

自己审察，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

宜的吗？」若单凭这节，我们可说它可能

指：（a）保罗要哥林多的信徒自己作选

择（你们自己审察），所以提出一个问题

（是合宜的吗？）；或者指：（b）保罗

乃是采用文学上的修辞反问法（rhetorical 

question），即发出一道不必回答的问题，

目的为要加深印象或增强效果，因为这问

题的答案肯定是反面的。换句话说，保罗

其实是说：「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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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不合宜的！」到底上述哪一个才是正

确的解法呢？ 

仔细研究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我们

便很容易解决以上问题。从 2-12节，保罗

教导：（1）男人祷告或是讲道，不应该

蒙头（4,7 节）；（2）女人应该蒙头

（5,6,10 节）。接着到了 13 节，保罗并非

说：「你们自己审察，女人祷告神，不蒙

着头，是不是合宜的？你们自己作选择

吧。」若是如此，这问题的答案可以「是」

或「不是」。但其上下文表明保罗乃是在

强调女人应该蒙头（5,6,10 节）之后说：

「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

可见他是为要加深读者的印象或增强效果，

而发出修辞的反问法，意思是说：「我已

再三强调女人应该蒙头… 不蒙着头，是

合宜的吗？」显然，答案是反面的！ 

以上这样的解法，并非凭空想象，

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多次采用此类

的修辞反问法；例如： 

1) 林前 1:13：「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

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

的名受了洗吗？」【注：我们大家都

一致赞成，保罗在这

里是采用修辞的反问

法，其答案是反面的  

—  基督不是分开

的！保罗并没为你们

钉十字架！】 

 

2) 林前 11:22：「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

家吗？…」【注：没有一人会质疑保

罗在这里是要求反面的答案  —  你们

要吃喝，肯定有家！】 

 

3) 林前 12:29-30：「岂都是使徒吗？岂

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

行异能的吗？…」【注：保罗显然是

强调反面的答案  —  不都是使徒！不

都是先知！不都是教师！不都是行异

能的！】 

 

以上例子足以证明保罗喜欢采用修

辞的反问法，来加强他的论点。所以他在 

林前 11:13 里采用了修辞的反问法，这点

并不出奇。 

简而言之，有关蒙头这方面，保罗

一开始就陈明了他的立场，或更正确地说，

表明了主的旨意：「凡女人（注：不单指

哥林多的女人，「凡」一字强调每一个女

人，不论她有什么文化或民族背景）祷告

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

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林前 11:5；

也参 林前 14:37）。所以在蒙头的事上，

保罗根本不可能要求哥林多的信徒自己作

出选择，来决定女人到底该不该蒙头。 

 

理由（三）：在 林前 11:2-16 里，「头」

的意思是指「源头」或「源始」，而不是

「权柄」，因此与「顺服权柄或头权」完

全无关！ 

有一些学者认为在 林前 11:2-16 里，

「头」的意思是指源头（source）或源始

（origin），而不是「权柄」（即作头带

领的权柄），所以他们强调蒙头的做法与

「顺服头权」（subjection to Headship）毫

无关系；例如《圣经启导本》（红字版，

海天书楼出版，第 1641 页）解释说，

「头」是指「来源」或「所出」【即源头

（source）或源始（origin）】。 

的确很多人认为哥林多前书第 11

章的「头」是指源头或源始，这样的解法

主要取自美国伯特利神学院（ Bethel 

Theological Seminary）的米凯森博士和他

妻子（Berkeley and Alvera Mickelsen）的

看法。6 在 1981年 2月 20日的《今日基督

教》（Christianity Today）月刊，第 20-23

页中，他们辩称这段

经 文 的 「 头 」

( head ， 希 腊 文 : 

kephalê {G:2776} )指

的是源头（ source）

或源始（origin）。但

这看法犯了以下三种

解经上的错谬。 
   

 

Berkeley Mickel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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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沿 用 过 时 的 语 意 （ Semantic 

Obsolescence） 

在判断新约圣经的某个希腊文词字

的意思时，我们需要查考的是当代的新约

希腊文辞典，而非古典希腊文辞典。然而，

米凯森夫妇的看法却是依据一本简称为

LSJ 的古典希腊文辞典（Classical Greek 

Lexicon），7 而不是新约及同时期的通俗

希 腊 文 辞 典 （ New Testament and 

Hellenistic Greek Lexicon）。8   

关于希腊

文辞典，那简称

BAGD 的《新约

希腊文辞典》就

是属于新约及同

时期的通俗希腊

文辞典。9 值得一

提的是，这本被

公认为研究新约

词 字 最 标 准 的

《新约希腊文辞

典》，在列出有关「头」（ kephalê ）的

各种意思和含义中，并没提到 kephalê 也

可指源头（source）或源始（origin）。 

关于以上这点，正如卡森所指出，

米凯森夫妇犯了解经上的一项错谬，称为

「 沿 用 过 时 的 语 意 」 （ Semantic 

Obsolescence）。有些词字会因时间的过

去而改变它的意义。古典希腊文中的某些

词字的意义，到了新约就改变了  —  再没

有这个意思，或者变成其他意思。因此，

只从古典希腊文，而非新约及同时期的通

俗希腊文，来判断某个希腊文词字的意思，

是非常错误和危险的做法。10 解经时应该

优先以新约及同时期的通俗希腊文辞典作

为根据，较后才参考古典希腊文辞典【参

下文 (c) 忽略了相关性的程度】。 

 

 (b)  引证「未知」或「可能性不大」之

语 意 （ Appeal to Unknown or 

Unlikely Meaning） 

卡森（D. A. Carson）也指出，米凯

森夫妇引用 LSJ（古典希腊文辞典）时，

忽略了 LSJ 在收集证据时所附加的各项限

制。米凯森夫妇把在 LSJ 里所提到的「河

流之首（或头）」(head of a river)解释为

「河流的源头」（source）；不过在这方

面，LSJ 所收集和引证的例子是： 

1) 这「头」一词是复数（ kephalai ），

而不是单数（ kephalê ）； 

2) 单数的「头」（ kephalê ）被用来描

述河流时，指的是河口（而不是「河

流的源头」）； 

3) 在 LSJ 中，只有一个文献，把单数的

「头」（ kephalê ）用作源头或源始，

即公元前的《奥菲残片》（Fragmenta 

Orphicorum），此

乃主前 5 世纪或更

早之作品）；但该

文献的准确性仍有

许多可疑之处，例

如「其原文并不确

定，且有超过一种

翻译，所以其原意

并不明确」。11  

卡森也正确指

出，虽然在一些新约

的暗喻（metaphor）用法中，kephalê（头）

一词可有源头之意，但在考虑和参照其他

因素的情况下，却不是必然指源头；反之，

在这些例证中，把 kephalê（头）一词用

作「权柄」（authority）更为恰当。很多

有关这方面的辞典，充满了引证古老文献

的例证，都一致表明 kephalê（头）一词

的意思是权柄。12  

米凯森夫妇以及其他持有相同看法

的人，或许是受到比戴尔（ Stephen 

Bedale）的早期文章（指 1954 年刊登于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的一篇文章）

所影响。13 无论如何，重点是米凯森夫妇

在解析 kephalê（头）这个词字时，引证

「未知」或「可能性不大」之语意，所以

其根据和准确性是不可靠的。 

   
简称 BAGD 的新约及同

时期的通俗希腊文辞典 

 
简称 LSJ 的 

古典希腊文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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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忽略了相关性的程度（Neglecting 

the Degree of Relevance） 

另一位大力主张米凯森夫妇的看法，

是著名的圣经学者戈登·菲逸（Gordon D. 

Fee）。 他在自己的著作《新国际新约注

释: 哥林多前书》14 中引证以下的凭据，

来证实 kephalê （头）一词意即源头

（ source ） ： （ 1 ） 《 奥 菲 残 片 》

（Fragmenta Orphicorum，此文献亦被引

用于以上的 LSJ ）；（2）犹太哲学家菲

罗（Philo）的两本著作；（3）第二世纪

的亚底米多鲁斯（Artemidorus）的作品。  

要明白、判

断或决定某个圣经

词字的意义，我们

可参考几种不同的

文献或资料。可是

在解经时，每一种

不同的文献或资料

都有不同程度的相

关性（relevance，指

某个词字与某种文献或资料之间的关系），

因而具有不同程度

的可靠性。 

由于某些资

料比另一些资料，

与我们所查考的经

文词字具有更密切

的关系，所以那些

以「关系更密切的

资料」为根据的论

点 ， 就 更 可 靠 可

信，更该被优先考虑。反之，以「关系更

疏远的资料」为根据的论点，就更可疑，

更不可靠。古德利克教授（Prof. Edward 

W. Goodrick）列出以下八种不同文献或资

料的相关性之程度（以关系最密切到最疏

远来排列）：15 

1) 目标经文（Target Text） 

2) 相同作者、相同文学或相同时期的作

品（Usus Loquendi）16 

3) 新约圣经的其他作者（Other Writers of 

the New Testament） 

4) 《七十士译本》和希伯来文旧约圣经

（Septuagint and Hebrew Old Testament）17 

5) 早 期 教 会 的 领 袖 或 教 父 的 作 品

（Patristics or Apostolic Fathers） 

6) 犹太籍的希腊作者（ Jewish Greek 

Writers） 

7) 非闪米特人(特指非犹太人)的希腊作

品（Non-Semitic Hellenistic Writings） 

8) 古希腊文或拜占庭希腊文（Classical 

or Byzantine Greek） 

 

根据相关性之程度，关系最密切的

文献或资料是「目标经文」（ Target 

Text），即 林前 11:3的经文。这一节说：

「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各人（原文作：

每个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

基督的头。」若我们将「头」（ kephalê ）

一 词 解 释 成 源 头 （ source ） 或 源 始

（origin），我们便被逼作出以下的结论： 

(一)    基督是每个男人（every man）的

「源头」或「源始」 

(二)  男人是女人的「源头」或「源始」 

(三)  神（父神）是基督的「源头」或

「源始」 

 

我们都可以接受第（一）和第（二）

项论点，因为它们是合乎圣经；但每一个

正确明白圣经真理的基督徒，都无法接受

第（三）项，因为基督不仅与父神同等

（腓 2:6），祂本身就是神（约 1:1,14；来

1:8），是「神在肉身显现」（提前3:16），

所以 罗 9:5 强调「祂是在万有之上，永远

可称颂的神」（也参 赛 9:6）。作为真神，

基督是无始无终的（比较 来 7:3），所以

基督是没有「源始」的。若说父神是基督

的「源始」 —  基督是源于父神，从父神

那里开始（源始）  —  那么基督就是受造

之物，而非自有永有的真神。 

这种解释（指父神是基督的源头）

否定了基督的神性，是该受到遣责和全面

拒绝的。但若我们把「头」一词解释成那

作头带领、应被顺服的权柄，那么这节便

  
圣经学者菲逸 

(Gordon D. Fee) 

 

  
菲逸 (G. D. Fee) 的

《哥林多前书注释》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e8%92%99%e5%a4%b4-%e5%8f%af%e6%9c%89%e5%8f%af%e6%97%a0%e7%9a%84%e4%bc%a0%e7%bb%9f/#sdfootnote22sym


66 
 

解得通顺，也合乎圣经了。基督是男人的

头，所以男人顺服基督作头的带领；男人

是女人的头，所以女人顺服男人作头的带

领；父神是基督的头，所以基督顺服父神

作头的带领。此外，最标准的《新约希腊

文辞典》（即 BAGD，第 430 页）也表明 

林前 11:3的「头」有较高的等级之意（指

较大的带领权），完全没提到源头或源始。 

接着下来，根据相关性之程度，关

系第二和第三密切的文献或资料是「相同

作者、相同文学或相同时期的作品」（即

保罗所写的一切书信）和「新约圣经的其

他作者」所写的书卷。论到这两方面，我

们就要查看整本新约圣经如何使用「头」

一词。「头」的希腊文一词（ kephalê ）

在新约圣经总共出现 77 次：（1）保罗在

自己所写的一切书信中，共用了 18 次

（包括 9 次在以上的「目标经文」，即 林

前 11:3【3 次】、4【2 次】、5【2 次】、

7【1 次】、10【1 次】）；（2）新约圣

经的其他作者（除了保罗）共用了 59 次。 

按照许多新约希腊文辞典，在这

77 处经文中，kephalê（头）一词被用来

表达以下其中一种意思： 

a) 在字义上（literally）是指：（1）人的

头（太 6:17；林前 11:4,7）； （2）动

物的头（启 9:17；12:3）； 

b) 在象征上（figuratively，比喻上）指：

（1）首领、作带领，或有权柄的意思

（弗 1:22 = 万有之首；弗 5:23 = 召会

的头；西 2:10）；（2）物体的前端或

上端（太 21:42；彼前 2:7）。  

 

因此，kephalê（头）一词在这 77

处经文中，没有一处是明显地指「源头」

或「源始」之意；正如卡森（D. A. Carson）

所指出的，就算在象征或比喻的用法上，

把 kephalê （头）一词用作「权柄」

（authority），比解释成「源头」或「源

始」更为恰当。18 

接着下来，根据相关性之程度，关

系第四密切的文献或资料是「《七十士译

本》和希伯来文旧约圣经」。这《七十士

译本》（Septuagint，简称 LXX）是旧约

圣 经 的 希 腊 文 译

本。在此译本中，

希 腊 文 的 kephalê

（头）一词几乎专

门用来翻译希伯来

文的 rô’sh {H:7218}

一字，也只有下列

三种意思：19  

1) 人、动物或偶像

的头（例如：创

3:15）； 

2) 顶点、极点（top，limit；例如：创

8:5；11:14)； 

3) 掌权者、领袖（ruler，leader；例如：

士 10:18；11:8,9）。 

 

此外，在「希伯来文旧约圣经」中，

希伯来文的 rô’sh（头）一字亦只有下列

四种意思： 

1) 身体上的头（例如 创 3:15）； 

2) 顶端、顶峰（top，summit；例如 创

11:4；出 17:9）； 

3) 首领（chief；例如 出 18:25）； 

4) 总数（sum，total；例如 出 30:12）20  

 

因此，在《七十士译本》和希伯来

文旧约圣经中，kephalê （头）一词可指

「作带领」或「有权柄」之意，但并非

「源头」或「源始」。 

最后，根据

以上相关性的程度

来 分析 ，我 们 发

现：（1）《奥菲残

片 》 （ Fragmenta 

Orphicorum）是属

「古希腊文」的作

品  —  相关性程度

排行第八（关系最

疏远）；（2）菲罗

（Philo）是属「犹太籍的希腊作者」  —  

相关性程度排行第六；（3）亚底米多鲁

  
 

著名犹太籍希腊哲学

家兼作者菲罗 (Philo, 

约主前 20-主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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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Artemidorus）是属「非闪米特人（特

指非犹太人）的希腊作者」  —  相关性程

度排行第七。 

以相关性的程度来判断，菲逸

（Gorden D. Fee）所引证的一切凭据，是

排行在第六到第八，即关系最疏远的最后

三种文献或资料。这表示以这些资料为根

据的论点，是最不可靠的。换言之，以这

些凭据来把 kephalê（头）一词解释成源

头（source），这看法是充满疑点和不可

靠的。相反的，排行第一到第四的文献或

资料（即关系最密切的前四种文献资料）

都一致地表明，把那用作象征或比喻

（figurative）的 kephalê（头）一词解释

成「权柄」，比解释为「源头」更为恰当。 

简而言之，我们把 林前 11:2-16 中

那象征性的「头」解释为作头带领的权柄，

实在是最为合理，最为可信可靠的。总括

而言，这一段经文与「头权」有关，是以

蒙头的真理来教导「顺服头权」的重要性。 

 

理由（四）：既然 林前 11:15 说「头发是

给她作盖头的」，那么有头发的女人就不

用蒙头了！ 

以上的看法是犯了一种解经错谬，

即卡森所谓的「疏于辨识二者间的区别」

（Failure to Recognize Distinction）。21 圣

经确实教导我们「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

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作盖头的」

（林前11:15)）。但「盖头」（林前11:15）

与「蒙头」（林前 11:6-7）二者之间，是

有显著的区别。 

在 林前 11:2-16 里，圣灵很谨慎地

采用两个不同的希腊文字，来表达遮盖

（ covering ）之意。第一个希腊字是 

katakaluptô {G:2619}，意为「完全或充

足地遮盖，或遮盖起来（to cover wholly or 

cover up ） 」 。 第 二 个 希 腊 字 则 是 

peribolaion {G:4018}，意为「在外包着或

披盖之物」（something thrown around）。 

这两个希腊字在英文圣经《钦定本》

（KJV）都译成「covering」（遮盖），

所以引起英文读者的混淆；但中文圣经

《和合本》却成功地

区别这两个字，分别

译成「盖头」（林前

11:15 ）与「蒙头」

（林前 11:6-7）。因

此，头发是给她作盖

头的（希腊文：peribolaion ），但不是蒙

头（希腊文：katakaluptô ）；蒙头是需

要一块头纱或蒙头巾。 

此外，林前 11:6说道：「女人若不

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

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若是「有头发」

等于「有蒙头」，有蒙头等于有头发，那

么 林前 11:6 所说的「不蒙着头」就等于

「没有头发」，这样一来，此节便解不通

了，因为它将读成：「女人若没有头发

（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

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有头发（蒙着

头）。」请问一个女人若没有头发，又如

何能剪了头发呢？由此可见，这一段经文

所说的蒙头，是指一种可随己意放上或拿

开的遮盖物（covering），即头纱或蒙头

巾。长在头上的头发是无法做到这点的

（指随己意放上或拿开）。 

故此，那些认为「盖头的头发」可

取代「蒙头的头纱或蒙头巾」之人，是犯

了解经上的错

谬，即疏于辨

识「盖头」与

「蒙头」二者

之间的区别，

也与 林前 11:6

的明确教导有严重的冲突。总而言之，按

照圣经的教导，女人应该有双重的遮盖  

—  长头发，即围盖头的遮盖物（covering 

round her head）和蒙头巾，即蒙上头的遮

盖物 （covering over her head）。在圣经

的教导和神的眼中，长头发无法取代蒙头

巾或头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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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一些有关蒙头的问题 

(C.1)  蒙头的头巾或头纱要多大？ 

蒙头在希腊文是 katakaluptô ，意

为「完全或充足地遮盖，或遮盖起来（to 

cover wholly or cover up）；所以蒙头的头

巾或头纱必须有足够大的面积，来完全或

充足地遮盖头部。细小的发饰或几乎看不

见的发网，当然不能算是「完全或充足地

遮盖」。这些东西本是用来美化她的荣耀

（即长发，林前 11:15），而非蒙头之用。 

 

(C.2)  戴假发算是蒙头吗？ 

林前 11:15 说：

「女人有长头发，乃是

她的荣耀。」既然长头

发提供了荣耀，那么假

头发便是提供了假荣

耀。这明显达不到圣经

所要求的属灵目标。旁

观者所看见的是她荣耀的复制品，而不是

顺服的记号，所以戴假发不算是蒙头。 

 

(C.3)  什么时候需要蒙头？ 

在哥林多前书 11 章前半部所论到

的蒙头，与哥林多前书 11 章后半部多次

出现的「你们（指圣徒）聚会的时候」

（参 17, 18, 20 和 33 节）有密切关系。按

照圣经记载，早期的圣徒至少有以下几种

聚会：（1）主的晚餐或擘饼聚会（徒

2:42；20:7；林前 11:20）；（2）祷告聚

会（徒2:42；12:5）；（3）讲道聚会（或

称：造就聚会，或培灵聚会；林前 14:1-5，

29-40）；（4）福音聚会（徒 13:42-49；

帖前 1:8）；（5）报告聚会（或称：汇报

聚会；徒 14:26-28）；  （6）长老聚会

（徒 20:17-38）；（7）管教聚会（或称：

纪律聚会；林前 5:3-5）。除了长老聚会

（没有姐妹在场），以上这一切的召会聚

会（即圣徒聚会的时候），蒙头的真理必

须被实践，即男人不蒙头，女人蒙头。 

至于在其他场合如主日学，甚至是

私下一小部份圣徒的聚集，圣经没有明确

指示，我们也不必立法强制。但黎歌信

（J. Boyd Nicholson，Sr.）的忠告是明智

的。他说：「当遇上有不肯定的情形，不

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是否需要蒙头时，按着 

林前 11:10 的亮光，爱主的姐妹还是不愿

意冒着使主担忧的危险，她们仍会在头上

戴上服权柄的记号。」22  

这就好比我们不肯定某杯水是否有

毒时，我们一定不愿意冒险去喝，因为不

喝肯定没事，但喝了可能中毒。明智的人

往往会选择较安全的路。同样的道理，在

一切的场合，蒙头肯定不会使主担忧（因

它表示顺服权柄或头权），但在某种场合，

不蒙头却可能不合乎神的旨意，使圣灵担

忧。所以在不肯定需否蒙头的情况下，蒙

头是绝对没错的。 

  

(D)  总结 

(D.1)  八大要点 

蒙头是可有可无的

传统吗？按圣经的亮光

所给我们的答案，肯定

「不是」！从上文所讨

论的一切，我们学习到

以下八大要点：  

(一)   按照圣经的教导，女人要蒙头，因

为：(1) 要恢复神所设立的头权；(2) 

为天使的缘故；(3) 把男人的荣耀遮

盖起来；   

(二)   蒙头不是哥林多人或希腊人的传

统，也不是「拉比的传统」或「人

的传统」，而是「使徒的传统」，

所以今日的我们必须遵守它； 

(三)   在蒙头的事上（林前 11:13），保罗

并没让信徒自己作选择，而是再三

强调女人应该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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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 林前 11:2-16，头（kephalê）一

字含有象征性的意思，意指「权

柄」（authority，作头带领的权

柄），而不是「源头」（source）或

「源始」（origin）；  

(五)  林前 11:15 的「盖头」并非等于 林

前 11:6-7 的「蒙头」, 所以「盖头的

头发」不能取代用来蒙头的头纱或

蒙头巾。 

(六)   蒙头的「头巾」或「头纱」必须有

足够大的面积，来「完全或充足地

遮盖」头部。 

(七)   假头发提供假荣耀，不适合用来作

蒙头之用。 

(八)   在不肯定是否需要蒙头的情况下，

蒙头是绝对没错的。 

  

(D.2)  蒙头真理的重要 

有者说「蒙头」是不重要的，因为

整本新约书信中，只有这一段的经文（林

前 11:2-16）提到蒙头的事。关于这点，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想过，为什么我

们的主耶稣要把蒙头的真理放在哥林多前

书里，而不是启示使徒写在其他书信中？

答案是明显的：因为哥林多前书是所有新

约书信中，唯一的一本书信有清楚声明内

中的信息是写给所有召会信徒的（包括今

日的我们），因为在这本书信一开始时，

主就借着保罗提醒我们，他是写信给「在

哥林多神的召会，… 以及所有在各处求

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林前 1:2）。 

所有在各处求告

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  

当然包括我们  —  绝不

能忽略或不守这本书信

所教导的一切真理，当

然包括蒙头的真理。蒙头的真理不在别处

新约书信中被提及的另一个原因，很可能

是因为第一世纪所有召会都谨守遵行蒙头

的真理（注：除了哥林多的召会需要纠正

之外，林前 11:16 表明「神的众召会」都

遵行保罗所传有关蒙头的真理），所以没

有需要在其他书信中提及和讨论蒙头的事。 

还有一点值得深思，为什么「蒙头

的真理」与「主的晚餐」是在同一章经文

里讨论？我们深信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

的，在圣灵的感动和带领下，上述两大真

理被放在同一章，因为事实上两者息息相

关，没有对头权的顺服就没有主的晚餐！ 

让我们想一想

神借着上述两大真理

所要教导我们的功

课：蒙头的真理教导

我们顺服头权的重

要：首个女人和男人

先后不顺服神所设立

的头权，都吃了禁果，导致罪临到世界所

有的人。但基督顺服头权（祂顺服祂的头  

—  父神  —  的差派），来到世上为人舍

身流血，以致救恩的福气临到世上所有信

靠基督的人。这就是为何主耶稣三次在客

西马尼的祷告中强调要照父神的旨意成就

（太 26:39,42,44，此乃顺服头权的表现，

而头权正好有三

个：基督是男人

的头、男人是女

人的头、父神是

基督的头，林前

11:3）。 

「蒙头的真理」提醒我们人的失败，

因为夏娃和亚当都不顺服头权；但「主的

晚餐」则提醒我们基督的胜利，因为祂顺

服头权，为我们舍身（这是「饼」所表明

的）和流血（此乃「杯」所表明的）。这

就是为何神要把「蒙头的真理」与「主的

晚餐」放在同一章

（ 因 两 者 息 息 相

关），且是放在「主

的晚餐」之前（而非

之后），因为若没有

基督对头权的顺服，

就没有「主的晚餐」可记念。我们若能洞

察父神在此事上的心意，就肯定不敢说

「守主的晚餐是必要的，不可不行」，但

「守蒙头的传统是不重要的，可有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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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蒙头真理的实践 

 很可惜，许多人（包括一些真诚爱

主的信徒）常以「神是看内心，不看外表

（指外在的表记）」为理由，认为哥林多

前书 11 章前半部的表记（指蒙头）是不

重要，可有可无的传统。但很矛盾的是，

这些人往往却认为哥林多前书 11 章后半

部的表记（指饼和杯）是非常重要，不可

不守的。此外，还有一些爱主的姐妹愿意

为主牺牲一切，赴汤蹈火；可是却不愿意

在蒙头这「小事上忠心」，顺服主的命令

（参 林前 14:37），使主和圣灵担忧，诚

然可惜可悲！ 

结束前，我有些忠恳的话，要分别

对那些已守和那些未守蒙头真理的信徒说。

对于那些已守蒙头真理的信徒，我们感谢

神光照我们，使我们看到并持守蒙头这宝

贵的真理。不过，让我

们清楚明白，一名女人

可能衣著合宜，蒙头得

体，并以此标准引以为

豪；但在她里面爱主的

心却冷若冰霜。同样

地，一名短发的男人（男人短发是合乎圣

经），也可能在其他属灵生命的要事上，

令主担忧痛心。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

省察自己，也恳求圣灵帮助我们，活出一

个「外在表现与内心实况相符一致」的生

命，并努力地坚守和传扬蒙头的真理。 

至于未守蒙头真理的信徒，我并不

以此便断定你们在其他事上不顺服主；因

我也承认在你们当中，有许多真诚爱主，

十分委身的信徒。但由于缺乏有关蒙头真

理这方面的教导，以致忽略或轻视蒙头真

理的重要性。虽然如此，正如黎歌信（J. 

Boyd Nicholson，Sr.）所言：「虽然外在

的象征并不等于内里的属灵状况，或缺乏

外在的象征并不等于属肉体，但一颗顺服

的心灵，自然会愿意学习和讨主的喜悦。

当真正认识真理时（指蒙头的真理），也

不会轻易妥协（意即她会愿意照主的心意

而蒙头）。」 

恳求主帮

助所有读到此篇

文 章 的弟 兄 姐

妹，能够谦卑到

主面前，虔诚寻

求主的光照，查

考主道，深明主旨，也求主赐下忠诚顺服

之心，全面顺服主道，绝不妥协！ 

 

——————————————————— 

1   中文圣经《和合本》把 创 1:27 译成

「照着祂的形像造男造女」有欠精确，因为

这节原文直译是「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

祂照着神的形像造他。祂造男造女。」参 格

林（Jay P. Green）在其著作《希伯来文-希腊

文-英文对照圣经》, 第 1 页对 创 1:27 的原文

直译：「And God created the man in His own 

image；in the image of God He created him. He 

created them male and female。」（Jay P. Green，

The Interlinear Bible: Hebrew-Greek-English；

注：这节论到照着神的形像造「人」时，特

别强调造「他」，不是「她」或「他们」）。 

 

这点意义深长：虽说女人和男人一样，

都是照着神的形像所造（创 9:6; 雅 3:9），但

神是先照着神的形像造男人，过后才造女人，

因为女人是在神造了男人之后，才从男人身

上取出的肋骨造成的（创2:22）。神造男人和

女人时，刻意如此分开来造，有「先后之

分」，为要设立男人的头权  —  把作头带领的

权柄和责任交给男人, 故 创 1:27 强调造「他」。

范氏 (W. E. Vine) 正确指出，形像 (image, 希腊

文: eikôn {G:1504})一词带有两种含义, 即代表

( representation, 太 22:20 )和彰显( manifestation, 

西 1:15 )，所以 林前 11:7说男人不该蒙着头，

因为「他是神的形像和荣耀」，意指男人是

神的「代表」和「彰显」。不过因着犯罪堕

落，男人已不是完美地代表和彰显神。 

 
2  太 18:20：「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

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原文作：被聚集归入我

的名），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里所

指的是「主特别悦纳与赐福的同在」，而非

一般的无所不在；而「奉主的名聚会」可意

谓着信徒遵奉主名

的权柄来聚集，这

当然包括遵守主所

吩咐的教训。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e8%92%99%e5%a4%b4-%e5%8f%af%e6%9c%89%e5%8f%af%e6%97%a0%e7%9a%84%e4%bc%a0%e7%bb%9f/#sdfootnote2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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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 10处的经文是：太 15:2, 3, 6；可 7:3, 

5, 9, 13；加 1:14（拉比的传统）；可 7:8；西

2:8（人的传统）。 

 
4  在《原文编号新约全书》（1989 修订

版，第 310页），此节最后一字，即「的」字

下面有编号 3862 （希腊文是 paradosis ，传

统），所以这节应加上「传统」一词，该译

作「…你们的传统」。 
 
5  英文圣经《钦定本》（KJV）译成

「ordinances」；中文圣经《新译本》译作：

「… 又持守我传交给你们的教训。」 
 
6  Berkeley & Alvera Mickelsen ， “The 

‘Head’ of the Epistle” in Christianity Today

（Feb.20，1981）。 

 
7  LSJ 是 Liddell, Scott & Jones，Greek-

English Lexicon 的简称。 

 
8  希腊文共经过五个主要的阶段：(1) 前
荷马阶段（Pre-Homeric，主前 1000 年以前）；

(2) 古希腊文阶段（Classical Greek，主前

1000-主前 330 年）； (3) 通俗希腊文阶段
（Hellenistic 或称 Koine Greek，主前 330-主后

330 年）；(4) 拜占庭或称中世纪希腊文阶段
（Byzantine 或称 Medieval Greek，主后 330-

1453 年）； (5) 现代希腊文阶段（Modern 

Greek，主后1453-现今）。新约希腊文是属于

「通俗希腊文」的阶段，所以解释新约经文

时，务须参考新约和同时期的通俗希腊文。 

 
9  Walter Bauer，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被  F.W. Arndt 和  F.W. 

Gingrich 于1975年所翻译；也被 F.W. Gingrich 

和  F.W. Danker 于 1979 年所修订），简称

BAGD，是属新约和同时期的通俗希腊文辞典，

也是研究新约圣经时，所该优先考虑或查考

的标准辞典。 

 
10  D. A. Carson，
Exegetical Fallacies

（Grand Rapids：Baker 

Book House，1984），

第 36 页。 

 
11   同上引，第36页 

 
12  同上引，第37页 

 

13  S. Bedale，“The Meaning of Kephale in 

the Pauline Epistle”，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5（1954）：第 211-215 页。 

 
14  Gordon D. Fee，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First 

Corinthians（Grand Rapids：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1987），第 509 页。 

 
15  Edward W. Goodrick，Do It Yourself 

Hebrew and Greek（Grand Rapids：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1980），Topic 9，第 1-7 页。 

 
16  Usus Loquendi 是

拉丁文，可指相同作

者、相同文学或相同时

期所写的作品。 

 
17  值得留意的是，

若我们以这两者相比，

希伯来文旧约圣经比

《七十士译本》具有更

密切关系，更为可靠，因为前者是旧约原文

圣经，后者（指《七十士译本》）则是旧约

圣经的希腊文译本。根据传说，此译本是由

70 位（有者说 72 位）犹太长老或文士， 奉在

埃及掌权的多利买二世非拉铁非（Ptolemy II 

Philadelphus，主前 285-247）之命，将旧约希

伯来文圣经翻译成希腊文，所以被称为《七

十士译本》（注：「七十士」意即 70 人）。 

 
18 D. A. Carson，Exegetical Fallacies，第

37 页。 

 
19  Gerhard Kittel & Gerhard Friedrich，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vol.3) （ Grand Rapids ：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1964-1970），第 675-

676 页。 

 
20  R. L. Harris (ed.), Theological Wordbook 

of the Old Testament (vol.2) （Chicago：Moody 

Press，1980），第 825 页。 

 
21   D. A. Carson，Exegetical Fallacies，第

97 页。 

 
22  黎歌信著，姚光贤译，《主的安排：

论蒙头》（香港九龙：基督徒阅览室），第

16-17 页。 

  

 
Exegetical Fallacies 

一书的中文版(1998)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e8%92%99%e5%a4%b4-%e5%8f%af%e6%9c%89%e5%8f%af%e6%97%a0%e7%9a%84%e4%bc%a0%e7%bb%9f/#sdfootnote7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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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篇 (一)   James Anderson 

我们的属灵遗产     

— 传扬福音 
 

(A)  失去福音的真理 

召会历史上一个重复的悲剧，便是

失去福音的基要真理，导致许多未重生得

救的人都可加入召会，使召会失去分别为

圣的见证。每一次基督信仰的复兴，必须

在传扬福音真理上先复兴。 

在 召 会 历

史上，福音真理

的典型恢复是由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加尔文

（John Calvin）等

人所发起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从

多个世纪所累积的废墟中，他们重新发现

「因信称义」的真理。这真理反对了当代

的普遍看法，即苏格兰《每日快讯》

（Daily Express）所说的，当时普遍认为

每个人都必须靠自己来得救  —  通常试图

靠着行善、遵守宗教仪式等，来换取救恩。 

  可惜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之后，在少

过 2 百年的时间内，伟大福音真理的亮光

再次变得暗淡。约翰 · 卫斯理（ John 

Wesley，1703-1791，循道会的创办人）

在未重生得救以前，已

成为一位圣职人员（牧

师，clergyman）。真正

得救以后，他尝试到处

宣扬他所找到的新信

仰，却被当时的英国国

教 会 （ 即 圣 公 会 ，

Church of England）认为他违反教规（注:

圣公会认为他积极展开的露天布道破坏了

圣公会的传统）。他试图把福音带到普遍

大众，结果被英国国教会排挤出去。 

  可惜循道会主义（Methodism）也

与宗教改革相差不远，不久便停滞不前。

再过一个世纪（到了 19 世纪），威廉·布

斯（William Booth）1 因着热心于传福音

而被循道会（卫理公会）排挤出去。他也

是其中一位像我们早期的弟兄们受到 1859

年的复兴所影响的人。为了实践新约的教

导，我们早期的弟兄们当然不满足于看到

基督徒单单离开现有的宗派而已。他们明

白一点：若要像保罗一样建立新约召会，

他们理当在传福音的工作上也效法保罗。 

  

(B)  跟随保罗的脚踪 

那 些 诚 心 想 要 学 习 保 罗 神 学

（Pauline theology）的人，很少不成为热

心传扬福音之人。保罗在写罗马书这本福

音的伟大论文时，在序言中说道：「无论

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

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

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罗

1:14-15）。他在这相同论文中也总结道：

「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哩古，

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罗 15:19）。保

罗认为如果新约召会要生存和兴旺，所须

具备的必要态度，便是传扬福音。「若不

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林前 9:16）。 

  这正是我们早

期弟兄们所散发的香

气，并维持一段颇长

的时间；举个例子，

英国的亨利 · 慕尔豪

（Henry Moorhouse，

1840-1880）于 1861 年

在理查·韦弗（Richard 

Weaver，1827-1896）的传道下信主得救

后，便热心宣传福音。许多人听过慕尔豪

如何横渡大西洋（Atlantic），并在芝加

哥（Chicago）慕迪（D. L. Moody，1837-

1899）所牧养的教会中，一星期连续七晚，

都以约翰福音 3章 16节来传福音。慕尔豪

那次的传道深深感动慕迪，使他日后成为

最伟大的传福音者之一！ 

  
 

韦弗 (R. Wea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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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福音运动的烈火 

那感动慕尔豪和慕迪横渡大西洋的

圣灵，也感动那些不能横渡大洋的人在自

己国家四处传扬福音。他们到各处选择有

利的地方，作为露天聚会（ open-air 

meetings）的固定聚会地点。各地召会在

各自国家联手，同心举办夏令福音聚会，

在帐篷里传福音（summer Gospel Tent）。 

福音运动（gospel campaigns）如

火如荼地展开，有的甚至每晚都进行，长

达数星期之久，像他们在 1859-1861 年的

黄金年代所做的一样。借着这些方式，福

音兴旺起来，攻破了仇敌坚固的营垒（参 

林后 10:4)，叫多人悔改归主。 

  

(C.1)  例子一: 亚历山大·马歇尔 

这样的活动是靠个人对主的热诚，

并延续到「早期弟兄们」的第二代，就是

那些活着进入 20 世纪的弟兄们。就以亚

历山大·马歇尔（Alexander Marshall）为

例；他于 1876 年被举荐为全时间事奉主

的传福音者（evangelist）。在接下去的年

日，他走遍英国各岛传

扬福音，并横渡大西洋

超过 30 次，宣扬救恩

的好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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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不仅以口舌传扬福音，也以

文笔写下福音，以文载道和传道。库珀

（R. W. Cooper）称亚历山大·马歇尔为

「福音单张作家之王」（the prince of tract 

writers）。特别是他所著的《神拯救之道》

（God’s Way of Salvation）已被译成几种

语文出版，销路已破百万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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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twick）的住家

也按其遗嘱改为宣道士之家（missionary 

home）。2 

  

(C.2)  例子二: 威廉·肖 

苏格兰梅波尔（Maybole）的威

廉·肖（William Shaw）是另一个相同的例

子，纵然他事奉的地区不像马歇尔那么广

泛。在苏格兰埃尔郡福音帐篷聚会

（Ayrshire Gospel Tent）的事工上，他们

两人都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此外，只有

那些不断阅读每周或每月杂志事工报告的

人，方能晓得这种文字事工的任务是何其

辛劳，何等繁重。但自 1886 年起，威

廉·肖几乎自己一人，每月连续不断地为

信徒出版一本杂志和一篇福音文章，他还

一手包办分发的工作。 

  

(C.3)  例子三: 约翰·理祈 

在同一个地区，还有另一位为神劳

苦的同期弟兄，即约翰 · 理祈（ John 

Ritchie）。除了执行全国性的事奉，他还

编辑了一本名为《信徒杂志》（ The 

Believer’s Magazine）的期刊。此外，他

还编辑了数本刊物，一本特为主的工人、

两份每月福音文章、两份每月孩童读物等。

他也创办了约翰 ·理祈有限公司（ John 

Ritchie Ltd），出版基督徒的书籍。近期

一位管理这间出版社的总经理描述一辆载

书的流动售货车（book barrow），据说当

年的理祈和阿诺特（F. Stanley Arnot）常

用它来装运属灵书籍和福音册子，从柯尔

库布里（Kirkcudbright，苏格兰南部城市）

到威克（Wick，苏格兰北部城市），进行

书刊贩卖。 

  

(C.4)  例子四: 彼得·海德 

第四位在英国的忠诚福音勇士是苏

格兰特隆（Troon in Scotland）的彼得·海

德（Peter Hynd）。他的女婿如此形容他

  
 

马歇尔(A.Mar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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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传福音的热诚：「身体健壮的他，

把自己的少壮之年用在辛苦劳累的福音工

作上。有时甚至一星期三个晚上，他与另

一位帮助唱诗的唯一同伴，在做完一天的

辛苦工作后，还前往 4 至 5 英里的村庄去

传福音。他站在村庄街道的中间，以清楚

洪亮和动听的声音，高声宣扬福音，恳求

人悔改归向

基督。」他

们这种传福

音的热诚，

或许能解释

为何在这片

国土上有超

过 40 个以上

的召会。 

  

(C.5)  例子五: 杰斯·李司 

我们也能在（苏格兰）拉纳克郡

（Lanarkshire）看见同样的精神。一段有

关杰斯·李司（Jas. Lees）未去欧洲以前的

工作记述，透露了他的故事。身为伯恩班

克召会（Burnbank Assembly）的 20 位创

始人之一，「他对福音工作立刻表现出非

凡的热爱和兴趣，并与其他信徒到四围的

村庄传扬福音。」他捉紧每个机会，一有

时间就传福音。 

某次，他看还有 1 小时的时间，就

对唐纳德森（Donaldson，Senior）说：

「我们到斯普林威尔斯（Springwells）传

讲几句有关福音的话如何？」结果便在那

里举行一个福音聚会。他惯于去到伯恩班

克十字路口（Burnbank Cross），手中拿

着一包包的福音单张，向他的邻居和工人

高喊道：「来啊！来啊！… 请来参加福

音聚会。」 

夏天时，他在露天进行福音聚会，

冬天时，聚会则在厨房进行。他自年少时

就很喜欢、且常用于祷告中的经节是「你

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创 30:1，编

译者注：这里所说的孩子是指「属灵的孩

子」，即借着福音所生的孩子，如保罗借

着福音生了提摩太，参 提前 1:2；多 1:4）。 

  

(D)  重燃福音的烈火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希奇英国

的召会在那个时期很快增长。这就是为何

许多灵魂蒙恩得救，许多召会被神建立。

今日，传扬福音仍然是唯一的方法。如果

我们停止认为传福音只是每个星期日两个

小时左右所做的事，而将之视为整个星期

里的任何一天都能做的事，我们便能再度

开始活跃，福音工作也得以进展。 

  时代可能改变，但可悲的是我们也

是如此。我们被许多的事物缠身，诸如被

事业、学业、合法与不合法的事所缠累，

以致我们传福音的热诚逐渐减退，甚至被

消磨光了。我们可以几年过去都没有进一

步的努力。我们满足于举办一个没有新人

参与的福音聚会。这些都不是我们的遗产，

也不是使徒行传中的优良传统。我们仍有

各式各样的方法可用，以耶稣基督的要求

（传福音给万民听，可 16:15），来挑战

我们的弟兄姐妹，努力传扬福音。3 

 

——————————————————— 

1    威廉 ·布斯（William Booth，1829-

1912）是英国救世军（Salvation Army）的

创始人和首任将军，在劳苦群众中布道，并

开展社会服务事业。他服务社会的精神值得

敬佩，可惜他持有错误的救恩论，主张救恩

是罪人悔改，并一生努力追求圣洁的结果。 

 
2  有关亚历山大 ·马歇尔（Alexander 

Marshall，1846-1928）这位加拿大拓荒者的

生平，请参 2004 年 3-4 月份，第 51 期《家

信》的「属灵伟人：亚历山大·马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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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大马歇尔/。 

 
3  上文编译自  James Anderson，Our 

Heritage（Kilmarnock：John Ritchie Ltd.，

1971），第 13-16 页。此篇文章也曾刊登于

2004 年 3-4 月份，第 51 期《家信》。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9/亚历山大马歇尔/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9/亚历山大马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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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篇 (二)   James Anderson 

我们的属灵遗产     

— 宣道事工 
 

(A)  宣道大军的先锋部队 

英国的安东尼·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 Groves）1 首次与一小群在都柏林

（Dublin）聚集的单纯基督徒有交通时，

他便望见广阔的宣道禾场（mission field）。

葛若弗斯和这一群基督徒迫切渴望遵行圣

经的教导。他们要遵守保罗的教义，效法

保罗传福音的热诚。事实上，保罗并没把

在家乡宣道和国外宣道加以区分。他给世

人的信息是同样的。这点解释为何「早期

弟兄们」（early brethren）把世界各地当

作他们的宣道地区或工场。 

  奉主名聚会的

运动普遍上被认为是

在 1820 年代开始的。

更令人惊讶的是, 这由

一小群人组成的首个

宣道队伍，在 1829 年

出发了。史坦特（Mr. 

Stunt）拿起那本详细

记载那次宣道历程的日记，照着年轻的亨

利 ·葛若弗斯（Henry Groves，即安东

尼·葛若弗斯的儿子）所记述的，向青年

信徒们重述当年往事。从世人的观点，这

个宣道旅程是个疯狂的冒险。「他没有从

英国那里获得任何支持的保证。他的私人

财产只够支付工作的基本费用，从那时起，

他只把他所需用的告诉主，而主借着各种

方式，使他们的需用获得满足的供应。」 

  这一切发生在葛若弗斯在埃克塞特

（Exeter）执行收入可观的牙医行业之后。

从那本日记中，我们得知有关他们从列宁

格勒（Leningrad，苏联西北部港市）到巴

格达（Bagdad，伊拉克首都）的艰苦旅程。

这险峻路程长达 6 个月之久。抵达目的地

不久，巴格达几乎被瘟疫、洪水和战争消

灭  —  全国人口 8万 5千人中死了 6万人，

包括葛若弗斯夫人（Mrs. Groves）。 

他们当年在这穆斯林国家所遭遇的，

与今日的情况同样是千辛万苦，阻挠重重。

有些亚美尼亚人（Armenians）信主得救，

可是总括而言，虽在诸多灾难的提醒下，

穆罕默德教徒（Mohammedans，即「回教

徒」或称「伊斯兰教徒」）普遍上对福音

无动于衷。结果，这个宣道队伍的幸存者

转向印度。他们抵达印度后，福音运动在

那地生根成长，延续至今。 

  

(B)  恢复新约召会的样式 

在宣道的事上，无人可低估安东

尼·葛若弗斯的重要性。一般从事这类宣

道事工的方法，是先组织一个委员会

（committee），来照顾和供应那些投入

宣道事工的信徒之日

常需用。但葛若弗斯

并非如此，他单单仰

望主一者的支持与供

应。因此，经过许多

黑暗的世纪之后，初

期召会时代使徒们的

做法，重新恢复过来

（指主的仆人单单仰

望主的供应，靠信心度日，而非倚靠某某

差传会或宣道机构的供应，编译者按）。

「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

所取」（约叁 7）。 

  这一小群由安东尼·葛若弗斯带领

到巴格达，然后到印度的宣道队伍，只是

过后将临的宣道大军之先锋部队。从那时

起，至到如今，奉主名聚集的新约召会已

有大约 5 千位弟兄姐妹，到海外各地事奉

他们的主。有者为这缘故赞扬我们说：

「毋庸置疑，他们在宣道禾场上尽最大的

努力。他们以坚定不移、无畏无惧、全然

  
 

葛若弗斯 
(A. N. Gro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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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的态度，踏入世界各地，且往往踏入

毫无前人进入之地，作拓荒的工作

（pioneering）。2 他们当中的勇士在此找

到为主进取和冒险的出路，执行宣扬福音

的重任，正如他们的主所吩咐的。他们当

中到海外宣道的人数众多，以宣道士与会

友之间的比例，他们的数目多过几乎任何

一个其他基督徒组织或宗派。」 

  

(C)  宣道事工在印度扩展 

葛若弗斯第二次到印度的宣道旅程

是由另一小队的宣道士组成，包括比尔夫

妇 （ the Beers ） 和 鲍 登 夫 妇 （ the 

Bowdens），3 他们在

印度给予葛若弗斯急

难时的援助。鲍登

（Bowden）的五代儿

孙都在印度事奉神，

他们联于丹·克劳福德

（Dan Crawford）4 的

宣道事迹，可写成一

部 家 族 英 雄 传

（ family saga），如

今只缺一位作者将之编纂成书。若能把此

书编纂好，它肯定比英国小说家高尔斯华

绥（John Galsworthy）5 的代表作《福尔

赛世家》（The Forsyte Saga）更为出色。 

  很少人知道科顿上校（ Colonel 

Cotton）对印度发展方面的最大贡献，除

了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了哥达瓦里河水坝

（Godavari Dam），6 更是在宣道事工上，

鼓励了那一小队的宣道士。7 他在执行世

俗职业和任务的同时，充分与宣道士们在

宣道事工上紧密合作，这点可说是最好的

榜样之一。 

  

(D)  宣道事工在非洲扩展 

我们与非洲宣道事工的关联，在每

一方面都是那么的激励人心。拓荒者斯坦

利·阿诺特（F. Stanley Arnot）8 在孩童时

期，就受著名的探险

家兼宣道士大卫·李

文 斯 顿 （ David 

Livingstone） 9 所影

响。阿诺特于 1881

年出发，到非洲开拓

新路，使非洲成为我

们现今特别喜爱的宣

道禾场。我们深情满

溢地称之为「心爱的地带」（The Beloved 

Strip），多年来，我们已派出超过 700 位

弟兄姐妹，到非洲的宣道禾场工作。 

阿诺特（Arnot）和克劳福德（Dan 

Crawford ）有资格被誉为「探险家」

（explorers），甚至完成了李文斯顿所未

完成的工作。因此，他们俩人荣获英国皇

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颁发的荣誉。从托尼·劳门（Tony Lawman）

所著的书《从恶者手中》(From the Hands 

of the Wicked）, 我们得知阿诺特对暴君米

斯迪（Msidi；或作：Msiri、Mziri）深具

支配性的影响力。 

  我们看到在奉主名聚集的众召会当

中，许多青年信徒的爱主心志，被这些人

如火般地挑旺起来，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

人，在 19 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和 20 世纪

的头一个十年，勇敢前往中非洲（Central 

Africa）宣道。让我们举数个例子：年轻

的约翰·科博（John Cobbe）于 1896 年抵

达非洲，并告诉克劳福德（Dan Crawford）

他是来还债的（指「福音的债」，罗

1:14）。他在那里只活了两年，也不过是

好多个死于中非洲炎热气候的宣道士之一。 

除此之外，当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 ） 10 和詹姆斯 · 安德森（ James 

Anderson）11 要前往非洲宣道时，据说有

1千 1百人出席在基尔马诺克（Kilmarnock）

为他们举行的送别会。但由于不适应非洲

气候, 约翰·威尔逊只在那里活了 1 年多。

无论如何，这些宣道士们的工作仍旧持续

下去，阿诺特宣称这些受藐视的弟兄们，

在非洲建立了坚固的召会. 

   
 

丹·克劳福德 
(Dan Crawford) 

    
 

阿诺特 (F. S. Ar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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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宣道事工与非洲语文 

他们在物质方面的贡献虽不像科顿

（Cotton）所做的那么多，但他们对非洲

语文研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却是有目共

睹的。我写这篇文章时，眼前就有一本由

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的阿特金斯

博士（Professor Guy Atkins）所写的书。

此书说道：「有关乔奎语（Chokwe）的

标准著作，不外是《麦克詹讷特词典与文

法课程》（M. B. MacJannet’s Dictionary 

and Grammar Lessions）。在我研究工作

上所采用的原始权威性资料方面，它是最

有用的参考书，我很受惠于它。」 

此外，「至于流纳语（Luena，其

中一种非洲语言），就是那与乔奎语

（Chokwe）有密切关

系的邻近语言，它已

被全面分析于霍尔顿

（A. E. Horton）所著

的《卢瓦莱文法》 (A 

Grammar of Luvale ，

1949 年版 ) 。」「同一

位作者也在近期完成

了… 一本卓越的流纳语（Luena）词典。」

上述所提的两位权威人士之名，均可在

「回声」（Echoes）所出版的《翻转世界》

（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一书

中找到（注：他们是奉主名聚会的弟兄）。 

  

(F)  宣道禾场的壮士名单 

若再细说下去，恐怕读者难以消化。

实际上，我也没有时间一一述说我们奉主

名聚会的宣道士，诸如斯隆（Sloan）12 和

古克（Gook）13、司特隆（Strong）14 和

威尔狄史（Wildish）15、尤文（Ewen）16

和克利福德（Clifford）17、金汉夫妇（the 

Kinghams） 18 和厄瓜多尔殉道者（ the 

Equador martyrs，注：这三位奉主名聚会

的弟兄是伊利奥特  [Jim Elliot]  、麦卡利  

[Ed McCully]  和弗莱明  [Peter Fleming]  ）

19、布尔（Bull）20 和帕特森（Paterson）
21 、圭加迪尼（Guicciardini）22 和罗塞蒂

（ Rossetti ） 23 、 拉 斯 多 勋 爵 （ Lord 

Radstock ） 24 和 贝 德 克 尔 博 士 （ Dr. 

Baedeker）25 等等。我们所能述说的，还

不到实际情

况的一半，

也无法在有

限的今生述

尽。这一切

唯有等到永

恒时，方能尽晓。 

  由此可见，我们所拥有的遗产，是

何等的高尚尊贵，值得我们全心保留，努

力维持。现今时代，我们大约有 1,100 至

1,200 个宣道士，在世界各地的禾场上事

奉主，这还不包括很多在英国家乡事奉神

的宣道士（单在英国就有 130 个左右）。

恳求神帮助我们支持他们，珍惜这宝贵的

遗产，维持这宣道的传统，直到主来。26 

 

——————————————————— 

1 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 Groves）

是第一个恢复初期召会所实践的「信心宣道」

（ faith mission）之宣道士。请上网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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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葛若弗斯/ （有关他的生平和事奉）。 

 
2 有者把「pioneer」一词译作「开荒

者」，但标准的词典将之译作「开拓者、拓

荒者」（参「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词典组」

所编的《汉英词典》，第544和1030页），

所以我们采用「开拓者」或「拓荒者」。 

 
3  乔治·比尔（George Beer）和威廉·鲍

登（William Bowden）皆是在英格兰的班斯

泰甫（Barnstaple）聚会的信徒。他们两人

连同妻子于 1836 年前往印度宣道。他们到

了没有任何宣道组织或差传会（missionary 

societies ）愿意拓荒的哥达瓦里三角洲

（Godavari Delta），因为此地非常偏远，

同时是印度婆罗门教的坚固堡垒。他们在这

三角洲最大的城市  —  帕拉可尔（Palakol）

劳苦宣道 6 年之后，终于看见了第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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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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妇女）悔改信主，接着又有多人信主、

受浸，开始了当地的第一个召会。威廉·鲍

登（William Bowden）于 1876 离世，他的

儿子埃德温·鲍登（Edwin S. Bowden）接续

他的事工（1876-1924）。W. T. Stunt, et al.，
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 A Century 

of Missionary Endeavour（Bath：Echoes of 

Service，1972），第 91-98 页。 
 
4  丹·克劳福德（Dan Crawford，1869-

1926）是到非洲拓荒的宣道士，并成功将整

本圣经翻译成非洲土语。有关他的生平，请

参 2004 年 9-10 月份，第 53 期的《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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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福德/。 
 
5 高尔斯华绥（ John Galsworthy ，

1867-1933）是英国小说家和剧作家，获

1932 年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英国社会为背景，描写资产阶级

的兴衰过程，代表作是《福尔赛世家》

（The Forsyte Saga，1922）三部曲。 
 
6 哥达瓦里河（Godavari）是位于印度

中部注入孟加拉湾的一条河流。 
 
7  科顿上校（Colonel Arthur Cotton）

在很多方面帮助了这支宣道队伍，使福音在

印度更有效力及更广泛地传开。参 W.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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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 29, 92-93 页。 
 
8  译者注: 斯坦利·阿诺特（F. Stanley 

Arnot，1858-1914）于 1881年前往非洲宣道

33年，横越 3万哩路程。有关他的生平，请

参 2004 年 7-8 月份，第 53 期的《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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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阿诺特/。 

 
9  李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1813-

1873）是苏格兰宣道士，深入非洲内陆从事

宣道和地理考察活动长达 30 年之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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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迹，请参 第 52 至 58 期的《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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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三万哩-李文斯顿-1/ （宣道前的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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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三万哩-李文斯顿-2/ 等等。(共七篇文章) 

10  基尔马诺克（Kilmarnock，Scotland）

的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于 1898 年 4

月 18 日离开伦敦前往非洲宣道，但他于

1899 年 5 月 4 日死于非洲的罗安扎

（Luanza）。 参 W. T. Stunt, et al.，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第 391 页。 
 
11  这里所说的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并非本文作者苏格兰的埃尔技术

学院（Ayr Technical College）之局长及福音

月刊《报信者》（Messenger）的主编  —  

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而是指

19 世纪到非洲宣道（1898-1901）的詹姆

斯·A·安德森（James A. Anderson）。后者

先到中非，过后再到南非传道。同上引，第

624 页。 
 
12 苏 格 兰 的 斯 隆 （ William Gibson 

Sloan）于 1876 年蒙召，前往北大西洋的法

罗群岛（Faroe or Faeroe Islands）执行拓荒

的宣道事工。他于

1914 年离世时，这本

无召会的群岛上已有 6

个召会。同上引，第

532, 562 页。 
 
13  古 克 （ Arthur 

Gook）前往近北极圈

的冰岛（Iceland）作拓荒的宣道事工 (1905-

1957)。他尝试在冰岛上用广播传福音长达 3

个月，是第一个尝试在冰岛上设立广播系统

的人。同上引，第 537-538, 587, 632 页。 
 
14 司特隆（Leonard Strong）于 1826 年

到英属圭亚那（British Guiana，位于南美洲

北部），成为圣公会的教区长（Rector）。

由于研读圣经和发现召会的真理，他于

1837 年弃绝圣职人员的身份，遵照圣经奉

主的名聚会，神也赐福他在那里的聚会，根

据记载，他的聚会常有多达 2000 人参加。

同上引，第 25, 242 页。 
 
15 在伦敦出生

的威尔狄史（Harold 

Wildish）是其中一个

到拉丁美洲岛国亚买

加（ Jamaica ）传道

的宣道士（在 1929

年左右）。他与其他

宣道士积极进行「帐

     
 

William Gibson Sloan 

     
 

Harold Wildish (1931)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9/丹克劳福德/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9/丹克劳福德/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9/腓特烈阿诺特/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9/腓特烈阿诺特/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开拓非洲三万哩-李文斯顿-1/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开拓非洲三万哩-李文斯顿-1/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开拓非洲三万哩-李文斯顿-2/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开拓非洲三万哩-李文斯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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篷福音聚会」（tent meeting），许多人信主

得 救 ， 以 致 在 亚 买 加 的 马 腊 拿 塔 堂

（Maranatha Hall）有多达 700位在交通里的

信徒。同上引，第 159 页。 

 
16  尤文（J. H. L. Ewen）是第一个到阿

根廷（Argentina，南美洲中南部国家）宣道

的奉主名聚会之弟兄。他于 1882 年抵达阿

根廷首都   —  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他本身的榜样和事工的报告鼓励

了其他信徒加入南美洲的宣道事工。同上引，

第 199, 224, 235 页。 

 
17  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是在南

美洲事奉的宣道士。他于 1895 年在玻利维

亚（Bolivia，南美洲西部国家）开始拓荒的

工作。同上引，第 203, 224 页。 

 
18 金汉夫妇（the Kinghams）是前往中

国传福音的宣道士（1894-1906）。1906 年，

金汉（H. C. Kingham）与他的妻子和他们 6

岁的女儿（Gracie）在南昌（Nanchang）被

暴民活活打死。他们的殉道激励了英国许多

的召会，使之更大力支持中国的宣道事工。

为了记念他们的牺牲，「格雷西·金汉纪念

学校」（Gracie Kingham Memorial School）

于 1913 年成立。同上引，第 42, 508-509 页。 

 
19  有关厄瓜多尔殉道者（the Equador / 

Ecuador martyrs），读者可上「家信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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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厄瓜多尔殉道勇士/ 。 

 
20  布尔（A. C. Bull）于 1937 年从纽西

兰（New Zealand）前往南美洲巴西（Brazil）

的琼科（Junco），并在那里宣道 13 年，建

立了 6 个召会。同上引，第 238 页。 

 
21 帕特森（Wm. J. Paterson）是在拉丁

美洲岛国的特立尼达岛（Trinidad）事奉的

宣道士（1937-1950）。同上引，第 183 页。 

 
22  意大利（ Italy）的圭加迪尼伯爵

（Count Piero Guicciardini）本是天主教徒，

但借着阅读圣经而信主得救。1851 年，政

府颁布法令禁止福音派的聚会（evangelical 

meetings）。圭加迪尼伯爵和其他 5 位信徒

因被警察发现他们在家中聚集阅读约翰福音

15 章而被逮捕，关入监狱。他较后被逼离

开意大利前往英格兰，他

在那里与奉主名聚会的信

徒享有美好交通。当局势

缓和之后，他于 1854年回

到意大利，并积极传扬福

音，多人因此悔改得救。

同上引，第 341-343 页。 

 
23  罗塞蒂（Teodoro P. Rossetti）是闻

名诗人加布里埃尔·罗塞蒂（Gabriel Rossetti）

的侄儿，他在信主前因着政治斗争而被逼离

开意大利前往英格兰。他在那里教意大利文，

也 遇 到 了 圭 加 迪 尼 伯 爵 （ Count 

Guicciardini），并通过与他的一个学生一起

读经而信主得救，然后参与奉主名的聚会。

他于 1857 年回到意大利，与圭加迪尼伯爵

和其他弟兄四处宣传福音，建立了地方召会。

他于 1870 年出版月刊来教导神的道，也写

了数本圣经注释书。同上引，第 342-344 页。 

 
24 英国的拉斯多勋

爵（Lord Radstock）于

1874 年成为第一个把福

音传给苏联贵族的英国

传道人。他对苏联宣道

工作极具影响。索妃

雅· 李文公主（Princess 

Sofia Lieven）指出，透

过拉斯多勋爵的讲道事

奉，信徒们恒切祷告，并且顺服神的话语。

同上引，第 353-354 页。 

 
25  德国出生的哲学家贝德克尔博士

（Dr. Frederick W. Baedeker，1823-1906；或

作 Dr. Friedrich Wilhelm 

Baedeker）在拉斯多勋

爵（Lord Radstock）的

带领下，于 1866 年悔

改信主，并从 1877 年

开始广泛的宣道事奉，

在东欧和中欧，特别是

苏联，结出许多果子。

他在苏联各地（包括西

伯利亚，Siberia）从事监狱传福音的事工长

达 18 年之久。同上引，第 354 页。 

 
26 上文编译自 James Anderson，Our 

Heritage（Kilmarnock：John Ritchie Ltd.，

1971），第 32-34 页。  

    
 

Dr. F. W. Baedeker 

    
 

Count Guicciard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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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篇 (三) 

戴德生的内地会     

与奉主名的聚会 
 

(A)  全世界最大的宣道会 

英国宣道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是「中国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的创办人。戴德

生在 1905 年离世。那一年，内地会在中

国的宣道士已有 828 名，教堂 754 处，布

道所 1,100 所，受洗加入教会的人无法计

数。1914年，中国内地会成为全世界最大

的宣道会（差传会）。1934年，内地会达

到了历史巅峰，旗下差传的工作者达到

1,368 人，给中国带来无法估量的福气。 

内地会采纳「信心原则」（Faith 

Principle），就是「凭着信心按照神的呼

召去进行工作。不借贷，不募捐。遇上经

费的困难时，不会公开向人征款或筹款，

只让神感动人来帮助。」这种「信心原则」

是受谁的影响呢？阅读下文，你就知晓。 

 

(B) 蒙神带入奉主名的聚会 

 陈福中在《戴德生小传》中指出，

神把戴德生带入奉主名的聚会（另称「弟

兄会」），并借着当中的弟兄们来协助戴

德生完成到中国宣道的使命。戴德生从主

日学的校长约翰·惠华德（John Whitworth）

取得不少有关中国的资料，因惠华德是

「英国暨海外圣经公会」（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 在 巴 恩 斯 利

（Barnsley）的地方司库，而此圣经公会

的主要推动者，乃是奉主名聚会的领袖史

杜阿特（Clarence Esme Stuart）。戴德生

在约翰·惠华德那里接触到一份刊物《拾

穗者》（The Gleaner），从中读到奉主名

聚会的另一位领袖  —  乔治·慕勒（George 

Muller）在 1850 年和 1851 年，共奉献

2,500 英镑，支持在天主教国家和海外宣

道与差传工作，使戴德生对奉主名聚集的

召会和其中的领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有 奉 主 名 聚 会 背 景 的 皮 尔 士

（George Pearse，此人乃「中国协会」

【The Chinese Association】的秘书）指出：

「鉴于在真理问题上和圣经的看法上，戴

德生和循道会（即卫理公会）所遵循的信

仰无法取得一致，戴德生便退出循道会。」 

戴德生过后加入在巴恩斯利奉主名

聚集的召会，那里的负责弟兄是威廉·倪

脱培（William Neatby），即《普里茅斯

弟 兄 会 运 动 史 》 （ A History of the 

Plymouth Brethren）的

作者。他本是循道会的

会友，过后因看清真理

而离开循道会。他的儿

子 托 马 斯 · 倪 脱 培

（Thomas Neatby）比

戴德生小 3 岁，很自然

地，由于年龄接近，没

有代沟，两人于是成为知交。托马斯·倪

脱培与戴德生相处一久，也受他影响，有

意到中国宣道。两人为要充实自己，谋一

技之能，就一起到英国东部的赫尔市

（Hull）一间医科学校学医。    

 到了赫尔市后，戴德生和倪脱培也

就参加朱克斯（Andrew Jukes）所负责的

聚会。朱克斯的著作很多，著有《献祭的

法则》（The Law of Offerings）和《神的

名》（Names of God）。朱克斯本是圣公

会的牧师，因认清地方召会的真理而离开

圣公会，加入奉主名聚集的召会，一直与

布里斯多（Bristol）的乔治·慕勒（George 

Muller）保持联系。此时，慕勒的孤儿院

已收容数百名孤儿，但慕勒以信心来仰望

神给他能收养 1 千名孤儿。 

朱克斯一述及慕勒的信心果效，戴

德生的心就深受感动。慕勒除了在抚育孤

儿方面，树立了一个良好的信心榜样，还

在宣道事工上摆出美好见证。慕勒一直支

 
 

戴德生(J. H. Taylor) 



81 
 

持宣道和差传工作，也借着他所主持的

「圣经知识社」（Scriptural Knowledge 

Institute），在天主教国家和异教徒地区，

大量派发圣经。在戴德生的心目中，慕勒

是英国当时最敬虔、最有信心的属灵领袖。

不久，戴德生在赫尔市的奉主名聚会中受

了浸，实际上成为奉主名聚会中的弟兄。  

 1851年，在皮尔士的安排下，戴德

生和他的妹妹在主日（星期日）到多田咸

（Tottenham），参加那里在布鲁克街

（Brook Street）奉主名聚集的地方召会。

那里的弟兄姐妹将近 100 人，负责牧养那

召会的弟兄是约翰 ·霍华德（ John Eliot 

Howard）。约翰·霍华

德原是贵格会的会友，

1836 年 10 月脱离贵格

会。戴德生与多田咸的

弟兄姐妹有非常美好的

交通，以致他对此召会

的印象深刻，可说念念

不忘。多年后，他在中国还记载这件事：

「我爱多田咸的聚会，我爱那里亲爱的人。

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像多田咸一样，给我

每一点的回忆都是甜美和满有意义的。在

我有生之年，在任何情况下，我对多田咸

的良好印象都不会改变。」1   

 

(C) 多田咸的召会印证呼召 

 1952年 5月，《拾穗者》通告「中

国协会」将改名为「中国布道会」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并声

称德籍的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为

「中国布道会」的第一个宣道士。中国布

道会的组成人员，大部分都是奉主名聚会

的企业家。  

在赫尔市，朱克斯带领的奉主名聚

会，这时候已印证了戴德生的呼召。戴德

生便辞去哈迪医务所的职位，于 1852 年 9

月 25 日，到达伦敦。同年 10 月底，他在

中国布道会的赞助下，到伦敦东区（East 

End）的伦敦医院（London Hospital）学

习医科。每逢主日，戴德生都到多田咸的

布鲁克街的奉主名聚会擘饼记念主。那里

的一个姐妹史达西（Miss Stacey），看到

戴德生过分劳累，总是接待他到她家里休

息，让他独自安静，不受别人打扰。  

戴德生既有多田咸奉主名聚会的印

证，又经过了弟兄姐妹的恳切祷告，弟兄

们就催促他尽快前往中国，内中有一个弟

兄威廉·柏迦（William Berger），也由衷

支持这项差传工作。柏迦是英国极为有名

的柏迦淀粉厂（Berger’s Rice Starch）的

老板。他本是圣公会的会友，年轻时，他

接受主耶稣为救主，当时他感动得掩泣不

止。当他将这经历告诉圣公会牧师格里菲

思（Prebendary Griffiths），却受该牧师

斥责一顿，把他赶走。柏迦后来加入奉主

名的聚会，却不赞同达秘（J. N. Darby）

所走的封闭路线。他参加多田咸的聚会，

因为那里的聚会是比较开通和公开的。2   

 

(D) 离开英国前往上海宣道 

1853 年 9 月 19 日，年仅 21 岁的戴

德生，乘一艘小帆船离开利物浦港口，向

上海进发。该艘帆船的乘客只有戴德生一

人。经过了 162 天的风浪，戴德生终于抵

达上海。可是到了上海，戴德生在经济上

受到严历考验，因中国布道会没有按时汇

款给他。1854年，中国布道会又差派一位

来自长老会，名叫威廉 ·帕克（William 

Parker）的医生前来协助戴德生（注：中

国布道会的组成人员，大部分是奉主名聚

会的弟兄，但也有少数其他宗派的信徒）。 

1855年，戴德生和帕克医生有意在

上海设立一间医院，但中国布道会在伦敦

的总部不答应。倒是多田咸聚会的威

廉·柏迦汇来 10 英镑，并让他们两人决定

这笔款项的用途。他们两人决定用这笔款

项来支持一个小孩子。他们认为这是在上

海成立一间住宿学校的第一步。戴德生过

后开始找机会传福音。第一个在他带领下

得救的，是他的厨子贵华（Kuei-hua）。

 
 

霍华德(J. E. Ho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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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公开承认主耶稣为他个人救主的贵华，

是柏迦奉献 10 英镑所支持的小孩子的哥

哥。由此可见，为神所摆上的，至终是不

会落空的。  

1855 年 8 月 23 日，戴德生叫理发

师把他的头发剃了，按清朝习俗，留下一

簇圆顶的头发，并改穿当时的中国服装。

1856 年 8 月初，戴德生从石门湾回上海途

中，行李被仆人岳西偷走，导致他几乎无

法回上海。几经艰难，戴德生才因一艘轮

船通融他，载他回到上海。戴德生回上海

后，并没将岳西送官治罪，因他认为一个

人的灵魂，比 40 英镑的行李更加宝贵。

戴德生写了一封信给岳西，说他想到主耶

稣以善报恶的教训，他连岳西的一根头发

也不会伤害，他还说实际上吃亏的是岳西，

要岳西悔改，逃避将来神的忿怒和审判。 

《拾穗者》把戴德生写给岳西的信

件予以登载，慕勒读到后，非常赞同戴德

生这种基督生命的流露，并寄给戴德生 40

英镑，足以弥补戴德生所损失的行李。过

后，慕勒不断为戴德生在中国的差传工作

代祷，且成为中国内地会的主要经济支持

者之一。此外，多田咸的柏迦，另寄来 40

英镑，在戴德生最需要的时刻寄到。戴德

生深信与经历到神在圣经中的应许：「你

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

的」（太 6:32）。 

另一方面，多田咸的史达西姐妹所

寄来的信件，给戴德生莫大勉励，叫他知

道自己并非孤独的。史达西姐妹的信如此

表示：「亲爱的弟兄，神赐给你一个奇妙

的地方  —  多田咸在布鲁克街的聚会。弟

兄姐妹们从来没有忘记为你祷告，没有一

个人的名字像你那样被不停地记念！」3  
 

(E) 回英国装备开始内地会 

 1858 年 1 月 20 日，戴德生与神预

备给他的配偶玛丽亚（Maria Dyer）结婚。

两人同心事奉，在宁波领了不少人归主。

1860 年 7 月 18 日，戴德生带着妻子和女

儿离开上海，回到英国，为要提高自己的

医学知识和专业水平，好使自己日后回到

中国后，能应付各种病症。1862 年 7 月，

他终于成为合格的外科医生；数个月后，

他也成功地成为合格的接生员。1863年，

戴德生先后会见卓曼（Robert Chapman）

和慕勒两位奉主名聚会的属灵伟人，从他

们那里得到极大的鼓励。  

多年来，戴德生的事工只集中在宁

波，在中国许多内陆省份如江西、河南、

湖北、四川等，需要更多的宣道士去作差

传的工作。因此，他开始有一个负担，要

向中国内地的省份传扬福音。戴德生听到

神对他的呼声：「如果你愿意与我同工，

我要借着你去完成内地的事工。」实际上，

内地会的构思已经逐步具体化，它的名称

「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

的匾额那时已挂在柏迦的客厅上。 

 

1865 年 6 月 21 日，戴德生到柏迦

家里，参加那里例常的祷告聚会。戴德生

在祷告时，公开呼求神派遣差传人员到中

国内地的省份去。接下来两晚，戴德生前

往多田咸奉主名的聚会中，向多年支持他

的弟兄姐妹们，说出他对中国内地的负担。

戴 德 生 接 着 从 多 田 咸 赶 往 布 赖 顿

（Brighton），去会见中国布道会秘书皮

尔士。皮尔士认同戴德生成为新的差传会  

—  「中国内地会」（简称「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但 1964 年改称为

「海外基督使团」，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的负责人，但戴德生还未得

到所需要的同工，所以迟疑不决。 

1865 年 6 月 25 日主日早晨，33 岁

的戴德生来到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他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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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南部的布赖顿沙滩（Brighton Beach）

上漫步沉思，他顿时心中开窍，决定全心

倚靠主，深信如果他顺服主的呼召，主必

供应一切需用。他拿出笔来，写下他对主

的要求，求主差遣 24 名工人到中国内地

去。他说：「如果我们顺服主，责任在于

他而不在于我们。」 

1866 年 2 月 2 日，戴德生、柏迦等

弟兄一同起草了中国内地会的章程，从此

奠定了内地会的根基。卓曼（ Robert 

Chapman ） 被 邀 请 作 此 会 的 推 荐 人

（Referee）。不久，内地会获得了英国许

多对中国差传事工有负担的弟兄姐妹普遍

支持，各方面的奉献款纷纷涌至，5 星期

内已收到将近 2,000 英镑。1866 年 5 月 26

日，戴德生、他的妻子和 4 个孩子，连同

内地会的其他人（共 15 个宣道士），乘

搭兰花号帆船，在多田咸的弟兄们霍华德

和柏迦等人的送行下，向中国进发。4  

 

(F) 戴德生与奉主名的聚会 

由于篇幅有限，我们无法在此详述

戴德生在中国的宣道历程，以及中国内地

会的发展。但有两件事是必须强调的：首

先，戴德生虽是英国人，但基督的爱已经

激励他，使他对中国付出那超越种族藩篱

的爱；他曾说：「假如我有千磅黄金，中

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生命，绝

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这点值得我们群

起效仿。 

其次，戴德生和内地会在中国的事

工能有所扩展，主要是因为奉主名聚会的

信徒，在祷告和经济上所给予的大力支持

与多方援助。5 最明显的证据，乃是内地

会邀请许多奉主名聚会中最有名望和威信

的弟兄为推荐人（Referee，也意味赞助

人），例如卓曼（Robert Chapman）、慕

勒（George Muller）、拉斯多勋爵（Lord 

Radstock）、瓦利（Henry Varley）、标利

（Henry Bewley）、莫利（John Morley）、

霍华德（ John Eliot Howard）、柯林渥

（ William Collingwood ） 、 史 密 斯

（Denham Smith）等人。6 

无可否认，许多奉主名聚会的弟兄

持续不断地支持戴德生和内地会的事工，

甚至当其他宗派和教会减少或中断对戴德

生和内地会的经济支持时，卓曼（Robert 

Chapman）、柏迦（William Berger）和慕

勒（George Muller）等人仍不断地在祷告、

精神和经济上大力支持戴德生，甚至连奉

主名聚会的理查·希尔（Richard Harris Hill）

和亨利·梭陶（另译：苏涛，Henry Soltau）

也成为中国内地会的义务秘书，这意味着

希尔家族和梭陶家族的第二代，联手起来，

全力支持戴德生；而另一位奉主名聚会的

弟兄，希尔多·霍华德（Theodore Howard）

也成为内地会管理委员会主席。7 

 

(G) 对宗派联合事工的反思 

中国内地会是所谓「宗派联合」

（或称「超宗派」）的差传会。一般而言，

所谓的「宗派联合」的差传或宣道工作，

是「专注传讲福音，不强调遵守召会真

理」。这类事工虽有自由传扬福音，却没

有完全的自由去教导召会真理，导致许多

得救后的信徒在聚集、敬拜和事奉上，无

法完全遵守圣经所教导的原则。这不仅无

法履行主的大使命（即「凡我所吩咐你们

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太 28:20），也

导致合乎新约样式的地方召会难以成立，

反倒帮助宗派林立，巩固「教派主义」。 

戴德生在内地会就遇到这个问题！

陈福中在《戴德生小传》里指出，在前往

中国的途中（1866年），戴德生在船上向

内地会的两位圣公会同工，玛丽 ·包耶

（ Mary Bowyer ）和珍 · 麦克琳（ Jane 

McLean）传讲有关召会真理方面的洗礼，

她们俩人愿意遵守圣经的教导，预备「受

浸」（因圣公会施行的洗礼是「滴礼」）。

不过，他的另一位同工刘易斯 · 尼可

（Lewis Nicol）较后向中国杭州圣公会的

宣道士乔治·慕尔（George Moule）告状，

导致慕尔认为内地会标榜超宗派立场是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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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的，所以对戴德生进行人身攻击，破坏

他的威信，使整个差传队伍陷入一片混乱。 

戴德生过后只好重新强调内地会是

「超宗派」的。根据陈福中所说的，戴德

生「承认当初劝说那两位圣公会的女同工

受浸是项严重的『错误』；为了纠正这个

『错误』，戴德生决定在内地会成立了圣

公会分部」。8 换言之，这类宣道工作只

履行了大使命中的第一条（传福音使人信

主得救），却往往难以（甚至无法）遵行

第二和第三条使命（即为信徒施浸，并教

导他们遵守一切主所吩咐的，包括主借众

使徒所传的召会真理，参 太 28:19-20；可

16:15-16）。 

为着戴德生和内地会引领多人信主

得救，笔者由衷感谢赞美主。但这并不表

示神完全悦纳所谓的「超宗派」（宗派联

合）事工所标榜的「专注传讲福音，不强

调遵守召会真理」之做法。我们不能以

「某种做法有蒙福的好结果」，来证实这

种做法蒙神悦纳；例如摩西击打磐石，水

便流出，百姓得以解渴（表面看来有蒙神

赐福的好结果），但此做法（击打磐石）

不蒙神所悦纳，因神所指定的方法是「吩

咐磐石发出水来」；结果百姓得福，摩西

本身却遭亏损、受责罚（民 20:7-13）。

因此，最安全之路，乃是以神话语的亮光，

来验证神是否悦纳某种做法。「宗派联合

事工」往往只注重福音，却无法全面遵守

圣经中的召会真理，这断不是神的心意。  

 

(H) 结语 

简而言之，我们为戴德生彻底奉献、

诚心事奉而感谢神，也为上述奉主名聚会

的弟兄们全力支持宣道事工而赞美主，更

为无数灵魂因内地会的差传事工信主得救

而称颂神；然而，戴德生和内地会无法自

由地把召会真理教导给信徒遵守，我们为

此深感遗憾和可惜。内地会和宗派联合的

宣道事工所标榜的「专注传讲福音，不强

调遵守召会真理」的立场，是属「神允许

的旨意」，而非「神完美的旨意」。什么

是「神完美旨意」的差传事工呢？在这方

面，主耶稣清楚指示（太 28:19-20），保

罗清楚表明（徒 20:27; 提前 3:15），初期

召会清楚树立榜样（徒 2:41-42），那就

是：(1) 传福音使人信主得救；(2) 为信徒

施洗  —  施行浸礼；(3) 教导信徒恒心遵守

使徒的教训（包括一切的召会真理），按

照圣经的教导建立合神心意的地方召会！

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履行主的大使命，

作个好门徒，将来见主面时，不至羞愧。 

 

——————————————————— 

1 陈福中编译，《戴德生小传》（香港

九龙：基督徒出版社，2000 年），第 31-42 页。 
 
2 同上引，第 49-53 页。 
 

3 同上引，第 53-59 页。 
 
4 同上引，第 65, 67-68, 71-76 页. 
 
5  某些学者（例如 W. W. Wiersbe）认

为戴德生本身是浸信会会友；但陈福中表示

戴德生「一直认同弟兄会的传统」，他说：

「也许有人要说，戴德生自从认识了路易士

牧师（William Garrett Lewis）之后，曾到河

滨教堂（Bayswater Chapel）作礼拜，也算

是浸信会会友，问题是：浸信会也是浸在水

里（施行浸在水里的洗礼，与奉主名聚会一

样）」，陈福中编译，《戴德生小传》，第

80 页。简言之，或许有人认为戴德生没有

特别的「宗派立场」，或属浸信会的会友

（因他曾到浸信会作礼拜），但事实是：虽

然戴德生与其他宗派信徒同工，可是戴德生

特别与奉主名的聚会保持密切交通，例如他

是在赫尔市的奉主名聚会中受浸，他未去

中国以前，是在多田咸参加奉主名的聚会

（同上引，第 39-42, 50-52 页），而他去了

中国，回英国时仍然常与奉主名聚集的信徒

一同聚会，例如戴德生于 1862-1866 年，以

及 1872 年在英国时，常在他们当中与他们

聚会交通（同上引，第 68-76, 96-99 页）。 
 
6 同上引，第 99 页。 
 
7 同上引，第第 83, 90-91, 96-99 页。 
 
8 同上引，第 79-81,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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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勉的话         罗长和 

末世召会 

所面对的危险 

 

(A) 引言 

召会乃是神在创世以前的计划，1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

了我们，使我们在祂面前成为圣洁，无有

瑕疵。」（弗 1:4；也参 弗 3:9-11；西

1:26；林前 2:7 ）。按神对召会的计划，

可分为两大方面： 
 

1) 召会在地上成立和显出：召会在五旬

节成立，在地上为主作见证，直到七

年大灾难之前，召会被提（参  林前

15:51-53）。 

2) 召会被提与主永远同在：当主再来时，

召会将被提到空中，在天上有工作的

审判、并有羔羊的婚筵。作为羔羊的

新妇，召会将在永世里与主永远同在

（帖前 4:13-17）。 

 
 

(B) 末世召会所面对的危险 

按照现今世界

种种的迹象和征兆，

主再来的日子近了，

今日的召会是处在末

世的时期。圣经明

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

到 」（提后 3:1）。因此，现今召会是处

于末世的危险时期。有哪一方面的危险呢？ 

 

（一）物质丰富，属灵贫穷 

老底嘉召会（启 3:14-22）代表末

世召会的写实，以民意为依归（如采纳

「少数服从多数」的治理方式），摒弃了

圣灵的权柄，放弃召会独立自治权，所摆

出的是不冷不热的见证。 

老底嘉召会，物质丰富，样样齐全，

毫无缺乏，导致他们在物质上的高傲自夸，

但在主眼里，他们的属灵实际光景却是困

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启

3:17）。我们是否也正处于老底嘉召会的

属灵光景中？我们注重礼拜堂的堂皇美丽，

人数的众多、财务的雄厚、虔诚的外表、

却没有属灵的长进，没有宣扬主恩、坚守

主道、高举主名。有些召会如今已取消了

福音聚会，也没有祷告和查经聚会。这是

何等可悲的光景啊！ 

我们如何逃离这样的危险呢？「我

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

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

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启

3:18）。我们当向主： 

1) 买火炼的金子：指信心

要在百般的试炼中被试

验（参 彼前 1:6-7），

成为宝贵的信心。 

2) 买白衣穿上：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

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

13:14) 。活出圣洁与公义的生命。 

3) 买眼药擦眼睛：得着圣灵的膏抹（参 

约壹 2:27），惟有那赐人智慧和启示

的灵，才能使我们「真知道祂」，并

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参  弗

1:17-18），使我们知道祂的恩召有何

等指望；祂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

等丰盛的荣耀。 
 

（二）离弃真道，跟从异端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

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

魔的道理」（提前 4:1）；「... 作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

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

端」（弗 4:14）。 

按照盖洛普（George Gallup）、巴

纳（George Barna）和亨特（ James D. 

Hunter）的民意调查，35%福音派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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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否认「相信主耶稣」是绝对必要的。

更叫人警觉的是，35%福音派成人基督徒

赞同「不管人是否相信耶稣，当他们死的

时候，上帝都会拯救所有好人。」 

《讲坛支援》(Pulpit Helps)的调查

揭露：7,441 位更正教牧师（循道会 51%；

长老会 35%；浸信会 33%；圣公会 30%）

不相信主耶稣身体复活。 另一个叫人警

觉的统计是：77%美国福音派人士相信人

性本善（注：圣经说人被创造时是良善的，

但始祖亚当犯罪堕落后, 所有亚当后代一

生下来就有罪性）。许多福音派人士不但

不传讲人犯罪，是被定罪，无法自救的；

反而相信「上帝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

人 」。民意调查显示，自称相信圣经的

保守派基督徒中，53%认为没有绝对真理。  

另一轮的民意调查显示，43%所谓

「重生」的基督徒同意「什么宗教信仰都

无所谓，因为所有信仰对人生的教导都一

样」。又有一民意调查显示，30%所谓

「重生」的基督徒不相信耶稣被钉十字架

后身体复活。（摘自 安克伯、韦尔登合

著，《耶稣研讨会的真相》，第 2-4 页）。 

 

（三）追求神学，增添师傅 

「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

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

添好些师傅。」（提後 4:3-4 ）。「从前

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

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

灭亡」（彼後 2:1）。 

假师傅、假先知

或假弟兄都有虔诚的外

表与渊博的神学知识，

却未曾重生得救。他们

引进错误神学的教导，使信徒陷在异端或

极端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

们这里来，外面披著羊皮，里面却是残暴

的狼」（太 7:15）；所以我们对于一切的

讲道，「当慎思明辨」（林前 14:29）。 

一般人认为，信徒若要有资格和有

效的教导圣经，就必须上神学院。笔者不

是反对读神学，乃是神学生必须分辨圣经

的真理与属人的神学理论。不少神学生领

受了「加尔文主义」（Calvinism）的神学

教义，就使用这神学理论及架构来强解圣

经，例如强调人既是堕落的，是死在过犯

罪恶之中（弗 2:1），所以就不能对神的

救恩有所反应，唯有神能赐祂所拣选的人

信心，使他们能悔改，归向真神。 

表面看来合乎逻辑，但它忽略了圣

经所教导有关人在救恩上当负的责任。

「死在罪恶之中」的意思是人因犯罪，与

神隔离（死 = 分离），在罪中沉沦。但人

对神的光照与良心，仍然是有感觉的，有

自由意志去拒绝或接受（参 约 1:5,12；注：

拒绝或接受是需要自由意志的 ）。当人

听到神的话语，明白过来，认罪悔改，这

就是信心的表现，立时就蒙恩得救。反之，

他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

（来 2:3）。这是人在救恩上的选择，并

要为此选择负起责任（参 约 3:18-21）。 

主耶稣强调「任何人」都可到祂那

里，领受救恩和福气；例如：「任何人

（KJV: any man）若喝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

喝」（原文直译，约 7:37）；「我就是门, 

任何（KJV: any man）从我进来的，必然

得救」（原文直译，约 10:9）、「愿意的，

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启 22:17）

等等。这些经文清楚表明任何愿意的人，

但加尔文主义者为了强调神的主权，否认

人有自由意志选择信靠主，便强解说「任

何人」或「愿意的」是指任何蒙拣选的人，

神就赐他信心，使他愿意信靠主。 

但这种神学解经法是加添了神的话

（申 4:2），也扭曲了主耶稣的形像，间

接地把主耶稣描绘成「虚假的人」，甚至

是「假冒为善的人」，因为这意味着主明

明早已预定「不给一些人信心」去相信而

得救, 却大声说「任何人渴了, 可以到我这

里来喝」（注：这里的「渴了…来喝」是

与信主得救有关，参 约 7: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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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以经解经，放弃以错误或失

衡的神学理论或神学架构来强解圣经，因

为这样做是危险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

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

沦」（彼後 3:16）。 

 

（四）召会合一，宗教联合 

许 多 组 织 如 「 灵 界 联 合 国 」

（Spiritual United Nations）、「世界宗教

议会」（Parliament of World’s Religions）、

「千年宗教信仰会议」（The Millennium 

Council of Faith）、天主教的「普世宗教

大联合」都在积极地推行各自的「教会合

一」、「世界合一」、「人类合一」的议

程。参与那以「宗教合一」取代「真道合

一」的种种运动，其长期后果是产生妥协

的牧者或圣职人员，减少对真道和圣经教

义的倚靠，导致不冷不热的会众，与任何

宗教信仰的不洁联盟，至终信奉了敌基督

和假先知的宗教（启 13 章）。 

合一的基础是「身体只有一个，圣

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

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

的父...」（弗 4:4-6）。圣经所教导的合一，

不是联盟组织的外在合一，而是在真道上

的合一，「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

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

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弗 4:13）。 

 

（五）容忍罪恶，嫉妒纷争 

使徒保罗说：「但如今我写信给你

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

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

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

与他吃饭都不可。 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

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麽？ 

至于外人有 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

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林前 5:11-

13）。「因为革来氏家里的人，曾对我题

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分争。 我的

意思就是你们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

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矶法的，我是属基

督的」（林前 1:11-12）。 

「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

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麽？你们既是无酵

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

团。」（林前 5:6-7）。岂不知一点的罪

恶（酵）能影响整

个召会的圣洁吗？

好多时候，召会里

闹纷争，不是为了

真理的缘故，往往

都是为了人际关系

的问题，或是信徒

在对付犯罪者方面意见分歧而分门结党。

严重的话，可能导致召会分裂。神是圣洁

的，召会也当圣洁（帖前 4:7）。若有人

偶然被过犯所胜，那些属灵的人，就当用

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诱（加 6:1）。 

若有称为弟兄的人，是行淫乱的，

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

酒的，或勒索的，召会就当照着圣经上的

教训，劝告或责备。若犯罪的人刚愎顽梗，

怙恶不悛，最后召会不得不采取纪律行动，

与他断绝交通，目的乃是要他醒悟过来，

认罪悔改，然后恢复交通（请参阅 林前

5:11-13；帖后 3:6；多 3:10-11）。 

有些召会对付罪恶却持有双重标准。

犯罪的人若是财主，是官吏，是有势力的

人，是召会的领袖，是传道人，是长老，

或是能多捐钱的人，召会就容忍他们的罪

恶，以致召会的圣洁与合一受到破坏。

「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

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提前 5:20）。 

 

（六）倾向极端，属灵失衡 

末世的召会开始倾向极端  —  太过

强调传福音的圣工而忽略守真理的使命，

或是太过强调守真理而忽略传福音的圣工，

或是太过强调服务社群，而忽略传福音和

守真理的使命，导致召会在属灵上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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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当防备「别的（另类）福音」

在召会里被传扬，例如「社会福音」（它

强调改良社会、提高人格）和种种属世的

福音。「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 与你们所

领受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加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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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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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9-20）。这是信徒从主所领受的使命，

将来我们必在基督的工作审判台面前为此

交账（林后 5:10），故要兼顾，不可失衡。 

 

（七）擅自分类，取舍真道 

保罗提醒提摩太：「倘若我耽延日

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召会，真理的柱石和根

基」（提前 3:15）。我们的召会是否有高

举真理，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吗？ 

 有些召会擅自把圣经真理分成两

大类：基要的（essential）和非基要的

（non-essential）。他们认为一切有关救

恩的真理都是基要的，其他的就属于非基

要的。基要的真理非守不可，非基要的真

理，却可由各自召会自由选择守或不守。 

然而，这是神学的分法，但神从未

在圣经中如此分类，例如论到「女人在会

中沉静，不可讲道」方面，保罗说这是

「主的命令」（林前 14:34-37）。既然是

「主的命令」，我们岂可说此事与救恩无

关，就是非基要的真理，守不守也无所谓。

若是如此，圣经在召会里就不再是唯一及

绝对的权威（提后 3:16-17），主的话在

召会中被轻忽，那是何等危险的事啊！ 

以下是圣经所教导的真理，是所有

召会应当遵守的： 

1) 因信称义的福音（约 3:16)； 

2) 信而受浸（太 28:19；可 16:16；徒

2:38；罗 6:3-4）； 

3) 人人皆祭司，参与事奉（彼前 2:9)；2 

4) 擘饼纪念主，即守主的晚餐（林前

11:23-26；徒 20:1)； 

5) 姐妹蒙头，弟兄不蒙头，以此彰显和

实践基督的头权（林前 11:3-16）； 

6) 姐妹沉静，不可在召会中讲道（林前

14:34-37；提前 2:12-14） 

7) 相信主已从死里复活了（林前 15:1-4, 

14-20；罗 1:3-4；徒 13:33)；  

8) 盼望主再来（林前 11:26；约 14:3；帖

前 4:13-18；罗 8:18-25）； 

9) 圣经是基督徒生活与信仰的唯一权威

（提后 3:16-17）； 

10) 为主而活（罗 12:1-2；提前 4:7-8） 

 

(C) 总结 

亲爱的弟兄姐妹，身在末世召会的

我们，正是处在危险的时代! 除非召会的

领袖和众信徒都察觉到召会所面临的种种

危险  —  不仅来自外部，还有源自内部更

可怕的危险  —   并采取适当行动对付，或

加以防范，否则就无法按照神的旨意，在

世上摆出「金灯台」的见证，为主发光。

求主帮助我们谨记召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

基，好叫我们坚守主真理的道，高举主至

圣的名。 

 

——————————————————— 

1 「召会」原文 ekklêsia 是由两字合

成, 即 klêsis (呼召, a calling) 和 ek (出去, out 

of)，简单来说，就是呼召出来(an out-calling)

的意思。主耶稣首次在 太 16:18使用这词。 

2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

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

的美德」（彼前 2:9）。这节经文教导我们，

在召会里，每位信徒或圣徒都是祭司。祭司

的工作就是事奉或服事，而不是被服事。不

是站讲台才是事奉，事奉的工作是不分大小，

各种各样。事奉也不是做给人看，为要得人

的称赞，乃是虔诚的做，奉献给主，这样的

事奉才能蒙主悦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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