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召會生活之恢復極重要的因素 

第一篇 因素一：與主合作帶進新的復興，以終結這個世代 (達到新的復興) 

第二篇 因素二：緊緊跟隨那藉着時代的職事所得時代完整的異象(活出並作出) 

第三篇 
因素三：召會是在三一神裏，眾地方召會作基督身體的彰顯，以及眾 

                聖徒在身體的感覺裏實行召會生活 (地位性質、立場、實行) 

第四篇 因素四：基督的身體和地方召會中的權柄 (神、元首、代表) 

第五篇 因素五：眞正的同心合意 (同靈、同魂、使徒的教訓、帶下祝福) 

第六篇 因素六：爲着我們生命的長大並事奉上的用處，對付我們天然的個性 

第七篇 因素七：相調爲着基督身體的實際 (客觀真理主觀實際/實行) 

第八篇 

因素八：在恢復的召會中過得勝的生活，以終極完成神聖的經綸並成 

                爲新耶路撒冷 

                (今世作得勝者來世作新婦(柱子)永世成為新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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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召會生活之恢復極重要的因素 

第八篇 

因素八：在恢復的召會中過得勝的生活，以終極完成 
神聖的經綸並成爲新耶路撒冷 

(The Factor of Living an Overcoming Life in the Recovered Church to 

Consummate the Divine Economy and Become the New Jerusalem) 

林前9:24 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你們應當這樣跑， 

                  好叫你們得著獎賞。 

腓3:14 向著標竿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召我向上去得的獎賞。 2 

羅8:19 受造之物正在專切期望著，熱切等待神的眾子顯示出來。 



得勝者(The overcomers)由得勝的基督作爲七倍加強的靈所產生(are 

produced)，他們有負擔要建造基督的身體而豫備基督的新婦： 
弗4:12 爲要成全聖徒，目的是爲著職事的工作，爲著建造基督的身體， 
啓5:6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中間，並眾長老中間，有羔羊站立，像是剛被殺過的，有七 
           角和七眼，就是神的七靈，奉差遣往全地去的。(表號: 作神羔羊之耶穌基督) 
啓19:7 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耀歸與祂；因爲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豫備好了。 
啓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 
            丈夫。 

得勝者是爲着建造基督的身體，以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 
• 沒有得勝者，基督的身體就無法建造起來，而基督的身體若沒有建造起來，基督就無
法回來迎娶新婦—十九7～9。(得勝者建造基督的身體豫備新婦基督再來) 

• 基督作爲七倍加強的賜生命之靈所產生的得勝者，在今世建造身體(召會)，爲着在(來
世)國度時代新耶路撒冷初步的完成，至終(永世)爲着在新天新地裏新耶路撒冷完滿的
完成—一4，二7，四5，五6，三12，二一2。 

在啓示錄二、三章的七封書信中，每一封末了主所給的應許 (得勝的…)，都是
說出得勝者現今的享受，以及在要來的千年國給他們的賞賜—二7下，11下，
17下，26～28，三5，12，21：(在XX的召會召會特徵說話者應許&賞賜) 
• 我們若要在來世進去享受主的快樂，得着主作我們極大的賞賜，就必須現今在今世贏
得祂並忠信的享受祂—太二五21下，23下，腓三8～9，創十五1。(關鍵乃是在今世) 

• 我們今天(世)若不忠信的享受並經歷基督作祂各樣應許的實際，就不能在國度時代有
分於這些應許的實現；原則乃是：我們的所是要成爲我們的賞賜—林前九24～27。 

※基督加強的時期—為要產生得勝者建造基督的身體 
    豫備新婦迎接主的再來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 

3 



經節 召會 光景 豫表 (表號) 起始年代 

啟二 

1∼7 

在以弗所 

的召會 

初期結束時的召會
(離棄了起初的愛) 

初期召會末了 

的圖畫 

初期召會末了的圖畫，時間
在第一世紀末。 

啟二 

8∼11 

在士每拿 

的召會 

受逼迫的召會(患難
和貧窮)  

受羅馬帝國逼迫
下受苦的召會 

從第一世紀末至第四世紀初，
受羅馬帝國逼迫的召會。 

啟二
12∼17 

在別迦摩 

的召會  

與世聯婚的召會(持
守巴蘭與尼哥拉黨
的教訓) 

豫表屬世(與世
界聯婚)的召會 

從康士坦丁(AD 274~337年)

接納基督教，至第六世紀後
期教皇制度建立為止。 

啟二
18∼29 

在推雅推
喇的召會  

背道的召會(容讓耶
洗別的淫亂並喫祭
偶像之物) 

背道的召會 

羅馬天主教 

從第六世紀後期教皇制度確
立，直到這世代末了，基督
回來為止。 

啟三 

1∼6 

在撒狄 

的召會 

改革的召會(按名是
活的，其實是死的)  

更正教 
從十六世紀初的改教運動，
直到基督回來為止。 

啟三 

7∼13 

在非拉鐵
非的召會 

恢復的召會(稍微有
一點能力，曾遵守
主的話，沒有否認
主的名) 

弟兄相愛的召會
正當召會生活 

的恢復 

從十九世紀初弟兄們在英國
興起，在宗派與分裂的制度
以外實行召會，直到主第二
次顯現為止。 

啟三
14∼22 

在老底嘉 

的召會 

墮落的召會(如溫水，
不冷也不熱) 

恢復後又墮落 

的召會 

十九世紀中弟兄們墮落後的
召會生活，從十九世紀末，
直到主回來。 4 

★啓示錄第二、三章中寫給七個召會的七封書信摘要★ 



就表號(sign)說，在非拉鐵非的召會豫表恢復的召會—啓三7： 

在非拉鐵非的召會豫言性的描繪弟兄相愛(原文意)的召會，就是正當(確)的(the 

proper)召會生活(就表號)—7節。 

 在非拉鐵非的召會有一個顯著的特徵(outstanding feature)，就是遵守(kept)主的
話並且沒有否認(has not denied)祂的名。 

主的話是祂的彰顯(發表)，而主的名是祂自己—西三16～17，太十八20。 

從一切的異端、傳統回到純正的話(與屬世及背道的召會相對)，並棄絕一切別
的名，高舉主的名(與改革的召會相對)，是恢復的召會中最感人(激勵人心的)

的見證 (the most inspiring testimony) —啓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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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遵守主的話) 

西3:17 凡你們所作的，無論是甚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在主耶穌的名裏，藉著祂感謝 

            父神。(沒有否認主的名) [行事為人] 

太18:20 因爲無論在那裏，有兩三個人被聚集到我的名裏，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聚集] 

※在恢復的召會(在非拉鐵非的召會)中作得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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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3:7 你要寫信給在非拉鐵非的召會的使者，說，那聖別的、真實的，拿著大衞的鑰匙， 

           開了就沒有人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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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有一點能力，也曾遵守 (have kept)我的話，沒有否認我的名。 



2259 

這人將來如何 

   『得勝者』的意義是什麼？為了避
免誤解，首先我們要清楚這些人不是
一班非凡的、特別好的的基督徒。他
們不是個人比別人好，所以命定要得
更大的榮耀。請記得，得勝者只不過
是正常的基督徒；而所有其他人在那
個時候，都在正常以下。 

      在已過的永遠裡，神有一個確定
的計劃，一個祂永不會放棄的設計。
得勝者就是看見了那個設計，就靠著
神的恩典，使自己為此站住的人。他
們不是某些傳奇人物，比保羅更往前 

，或得著與保羅不同的啟示。我再說 

，他們在神眼中再平常不過，他們也
沒有特別可誇的優點。 (第十一篇 得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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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庫的鑰匙 保存神家一切的寶藏(即基督一切的豐富)，作聖徒的享受 

國度的鑰匙 

神治理的鑰匙 

神整個管治權的鑰匙 

神管治宇宙之權柄的鑰匙 

宇宙的鑰匙 

神經綸的鑰匙 

與掌權有關 

開啟整個宇宙 

大衛(代表神)在地上建立了神的國與神的家(聖殿) 

基督是真大衛，更大的大衛，建造了神的家(實際的殿)，
並且也建立了神的國 

基督在其中施行完全的權柄以代表神；因此，祂拿着大衞
的鑰匙 

表徵基督是神經綸的中心，彰顯神並代表神，祂拿着鑰匙，
要開啓神管治權下的一切事物 

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啟1:18 又是那活著的；我曾死過，看哪，現在又活了，直
活到永永遠遠，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與復活有關) 

主觀的鑰匙 
為祂恢復的召會開門，為尋求主並愛主者開啟一道敞開之
門，使我們成為白石(啟二17) [泥土變化石頭] 

 對於恢復的召會(在非拉鐵非的召會)，主是那拿着大衞的鑰匙—國度的鑰匙，
有權柄開關的—啟三7節，賽二二22： 

啓3:7 你要寫信給在非拉鐵非的召會的使者，說，那聖別的、真實的，拿著大衞的鑰匙， 
          開了就沒有人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這樣說， 
賽22:22 我必將大衞家的鑰匙放在他肩頭上；他開了就沒有人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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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要使恢復之召會中的得勝者成爲那建造到神殿中的柱子： 
啓3: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絕不再從那裏出去；我又要將我神的 

             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就是由天上從我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我的新 

             名，都寫在他上面。 

主變化 (by transforming)我們，就是帶走我們天然的元素 (carrying away our 

natural element)，並以祂神聖的素質頂替之 (replacing it with His divine essence)，
藉此叫我們作柱子 (makes us pillars)—羅十二2，林後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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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12:2 不要模倣這世代，反要藉著心思的更新而變化，叫你們驗證何爲神那美好、可喜悅 

           、並純全的旨意。 

林後3:18 但我們眾人旣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 

                變化成爲與祂同樣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 啓示錄三章十二節裏『叫』(make)的意思，就是將我們構成一樣東西(to constitute us into 

something)，以創造的方式構造我們(to construct us in a creative way)。(新造) 

• 在今天的召會生活中，主正在將祂自己作到我們裏面(is working Himself into us)，將我們
作成、構成神殿中的柱子(making us, constituting us, into pillars in the temple of God)。 

在啓示錄二十一章二十二節我們看見，在新耶路撒冷裏，三一神自己要成爲殿： 
啓21:22 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爲城的殿。(永世) 

• 得勝者在殿中作柱子，意思就是他們要在三一神裏(殿中)作柱子—三12上。 

• 這包含與三一神調和(mingled)，並由祂構成(constituted with Him)—弗三16～17上。 

弗3:16 願祂照著祂榮耀的豐富，藉著祂的靈，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 

弗3:17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裏，叫你們在愛裏生根立基，(以弗所書 '基督徒成爲得勝者的路') 

※成爲那建造到神殿中的柱子(錫安、得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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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今天(世)的召會生活中，得勝的聖徒也是在三一神裏的柱子—加二9： 

加2:9 又知道所賜給我的恩典，那被視爲柱石(who were reputed to be pillars)的雅各、磯法(彼 

          得)、約翰，就向我和巴拿巴伸出右手彼此相交，叫我們往外邦人那裏去，他們卻往 

          受割禮的人那裏去； 

• 這些聖徒有時會感覺到召會實際上不是別的，乃是三一神；這事實由金燈臺是召會的
象徵所指明—啓一12，20。(美好的金塊都要錘成一個金燈臺) (一式一樣) 

啓1:12 我轉過身來，要看是誰發聲與我說話；旣轉過來，就看見七個金燈臺； 

啓1:20 論到你所看見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個金燈臺的奧祕，那七星就是七個召會的使 

            者，七燈臺就是七個召會。 

• 今天(今世)召會裏的柱子，就是在三一神裏的柱子；在來世(國度時代)，這些得勝的信
徒要在神殿中作柱子；神的殿就是神自己—三12上，二一22。 

• 由此我們看見，作成柱子包含三一神與忠信的信徒調和(mingled with)，並構成到
(constituted into)他們裏面。 

林後13: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你們眾人同在。 

 

要在非拉鐵非召會中得勝，就要將我們在主恢復中所得着的持守到底(keep to 

the end)；我們若是這樣作，主就會把我們作成神殿中的柱子—啓三11～1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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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有一點能力，也曾遵守我的話，沒有否認我的名。 

啓3:11 我必快來，你要持守(hold fast)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奪去你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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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就是由天上從我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我的新名 

           ，都寫在他上面。 9 



在恢復的召會中的得勝者乃是由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的三一神所
構成，並且成爲新耶路撒冷 —『新婦，就是羔羊的妻』： 

啓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 

            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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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看。 

啓21:11 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聖經中管制的異象(the governing vision)乃是：三一神將祂自己作到祂所揀選並
救贖的人裏面，好以神聖的三一浸透他們全人，爲着產生並建造召會作基督的
身體，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弗四4～6，啓二一2，9～10。(今世來世永世) 

新耶路撒冷是神性與人性調和(mingled)、相調(blended)並建造在一起(built up 

together)，所組成的一個實體(as one entity)；一切的組成成分(all the components)

都有相同的生命、性情和構成，因此是一個團體人—約十四20，23，啓二一2

～3，9～23： 
• 新耶撒路冷是神經綸之中心異象和神聖啓示之高峯的終極完成—2，9～11節。 

• 新耶路撒冷是由蒙神揀選、救贖、重生、聖別、更新、變化、模成並榮化，而成爲神
的一班人所組成—約三6，來二11，羅十二2，八29～30： 

我們成爲神，意卽我們由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的三一神所構成，使我們在生命和性情
上成爲神(不在神格上)，作祂團體的彰顯，直到永遠—啓二一11。 

信徒成爲神乃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要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這是最高的真理，也
是最高的福音—羅一1，3～4，五10，啓二一2，三12。 

※神經綸高峯的真理—以新耶路撒冷為終極完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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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就是由天上從我神那裏降下來的新
耶路撒冷)，並我的新名(new name)，都寫(are written upon)在他[得勝者]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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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就是由天上從我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我的新 

            名，都寫在他上面。 

• 神的名意卽神自己，新耶路撒冷的名意卽城本身，主的名意卽主自己—12節下。 

• 神的名，新耶路撒冷的名，並主的新名，寫在得勝者上面，指明得勝者爲神、新耶路
撒冷和主所得着；神自己、神的城(新耶路撒冷)和主自己，也全屬於得勝者；並且他
與神、與新耶路撒冷、與主也是一。(三一神所有的一切都成了得勝者所經歷的一切) 

• 神的名，新耶路撒冷的名，並主的新名，寫在得勝者上面，指明神的所是，新耶路撒
冷的性質(the nature)並主的人位，全都作到得勝者裏面—約十四19～20，23，弗三16～17。 

約14:19  還有不多的時候，世人不再看見我，你們卻看見我，因爲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 

約14:20 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我父裏面，你們在我裏面，我也在你們裏面。 

約14:23 耶穌回答說，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裏 

               去，同他安排住處。 

弗3:16 願祂照著祂榮耀的豐富，藉著祂的靈，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 

弗3:17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裏，叫你們在愛裏生根立基， 

• 說新耶路撒冷要作得勝者獎賞的話，指明這應許要在千年國成就；千年國的新耶路撒
冷是單給得勝者的獎賞—啓三1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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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作得勝者來世作新婦永世成爲新耶路撒冷※ 

我們越經歷基督，祂對我們就越新，祂的名也越寫在我們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