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命記#10:避免那与我们所保守的一相对的分裂，
并拒绝那与我们为其争辩之信仰相对的背道
2020/4/27-5/3
纲要和经节请参照“晨兴圣言”。
Summary:Ⅰ. 我们必须保守神子民独一的一，
并持守
对基督身位和救赎工作的独一信仰。在旧约里，背道
指放弃神，并且离弃神而转向偶像；在新约里，背道
乃是异端，指否认基督的神性，不信耶稣基督是神成
为肉体来作人。背道，或异端，侮辱神并破坏基督的
身位；分裂则破坏那作基督团体彰显之基督的身体；
因此，背道和分裂破坏神的整个经纶。因这缘故，使
徒保罗嘱咐我们要避开制造分裂的人，使徒约翰吩
咐我们要拒绝异端者。Ⅱ. 分裂是无所不包的；它包
含了各种消极的事物，就如撒但、罪恶、世界、肉体、
己、旧人，以及坏脾气。分裂出于不同的教训，就是
神经纶以外的教训。我们所教导的，不该由对错来衡
量，而必须由是否制造分裂来衡量；只有一种职事建
造人，绝不使人分裂，就是神经纶那唯一的职事。我
们都必须看见，甚至教导一点点不同的事，也会将主
的恢复拆毁。不同的教训乃是召会败落、堕落并变质
的主要根源。Ⅲ. 真正的一乃是包含着一切积极事物
之包罗万有、广被的。一实际上乃是经过过程并终极
完成的三一神与信徒的调和。当我们回到一的时候，
一切属灵的丰富和一切积极的事物都回来了，因为这
一切都存在一里面。如果我们看见这整个一的异象，
一切分裂的细菌就会被杀死，我们也会蒙拯救脱离各
种的分裂。根据所罗门与耶罗波安记载，分裂是由于
情欲与野心。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单单高举基督。我
们除了基督的人位与十字架独一的路之外，不该有别
的。Ⅳ. 我们必须竭力使自己从任何异端（背道）和
异端者（背道者）分别出来。任何人如果否认基督的
成为肉体，那人就是否认基督圣别的出生、人性、为
人生活、借着钉十字架而成的救赎以及复活；这完全
消除了对赐生命的灵作为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之实际
的享受。Ⅴ. 犹大劝我们要竭力为信仰争辩。犹大
书中的“信仰”不是主观的相信，乃是客观的信仰，
指我们所相信的事，就是新约的内容。我们基督徒
的信仰，是由我们所相信关于圣经、神、基督、基
督的工作、救恩和召会这六个基本项目所组成的。
Crucial Point⑴:由于异端否定基督的身位
和工作，分裂破坏基督的身体，
必须彻底处理掉异端和分裂
OL1:我们必须保守神子民独一的一，并持守对基
督身位和救赎工作的独一信仰。
OL2:在旧约里，背道指放弃神，并且离弃神而转向
偶像；在新约里背道乃是异端，指否认基督的神性，
不信耶稣基督是神成为肉体来作人。
OL3:分裂是无所不包的；它包含了各种消极的事
物，就如撒旦，罪恶，世界，肉体，己，旧人，
以及坏脾气。
背道的新约用辞就是“异端”。背道和异端
是侮辱神的身位。在旧约，背道者离弃神去跟随
偶像。……在新约，异端者否认耶稣基督是神成
肉体来作人。
主恨恶分裂，因为分裂破坏祂的子民，使他们
不能作祂的彰显。在旧约，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

作祂团体的彰显。在新约，主团体的彰显乃是基督
的身体。异端侮辱并破坏基督的身位；分裂破坏基
督的身体。分裂杀死基督的身体，将基督的身体分
割得支离破碎。因为异端破坏头，又因为分裂杀死
身体，所以主在旧约和新约中，绝不容忍异端和分
裂。
保罗嘱咐说，我们不该同情那些造成分立和
绊跌之事的人，乃要避开他们。我们之所以必须
避开那些造成分裂的人，是因为分裂带来极严重
的后果—破坏基督的身体。背道和分裂破坏神的
整个经纶。
分裂是无所不包的；它包含了各种消极的事
物，就如撒旦，罪恶，世界，肉体，己，旧人，
以及坏脾气。不要以为分裂是独立的，与肉体，
己，世界无关。
“不可教导……不同的事”(提摩太前书 1:34)这短句似乎很简单。……我们可能不认为这是严
重的，但实际上这非常严重。教导不同的事，会把
人杀死，拆毁神的建造，而废除神的整个经纶。我
们都必须看见，甚至教导一点点不同的事，也会将
主的恢复拆毁。有一句格言说，“一言兴邦，一言
丧邦。”……只要说一句话，表达出你的那一种观
念，就把一切都拆毁了。
应用：服事者篇
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神最憎恶的是背道（异端）
和分裂。你作为服事者有必要和神成为一，彻底地憎
恶异端和分裂。在保罗的时代，异端的教义就已经悄
悄地传入。例如，有人谦逊地说：“我们向主耶稣礼
拜，太不知深浅了，所以通过向天使做礼拜间接礼拜
主。”这是表面上的谦逊。但这个异端却使信徒失去
了对基督的享受。因为召会是基督的丰满，所以如果
不享受基督的话是不可能有召会的。另外，基督的享
受是基于基督永远的救赎。用貌似合理的谦逊来否定
基督救赎的效果，将信徒偏离于对基督的享受。你可
以识别职事，或服事通过它们是否使你更爱基督，更
享受基督，而不是通过这份职事或服事的好与坏。
你必须警惕分裂。有的人只想和自己喜欢的人
交通，想组建自己的小团体。这样的分裂性的做法，
虽然有他们自己的理由，但是分裂的根本原因是撒
旦、罪、这个世界、肉体、己、旧人、性急等消极
的东西。在召会生活中，不要因天然的选择去组建
任何团体。那会滋养你的肉体，压制你重生的灵，
成为分裂的萌芽。你必须对自己里面的分裂倾向和
别人的分裂行动敏锐。
“稍稍放着不管也可以吧？”
不能这样说来容忍自己和他人。请不要认为像这样
组成一个团体是很小的事情。这件事足以破坏基督
身体的一，使之失去祝福。这样做的人会破坏自己
的召会生活，破坏和这个人一起组建团体的人，也
会给其他兄弟姐妹带来不好的影响。
神说要彻底排除异端和分裂，所以你也必须同
样严肃对待。请严格训戒与分裂有关的人。如果仍
然不悔改的话，请把他驱逐出去。对于传达异端的
人，不能把他们接到家里，或是问安。这样，你和
他就没有任何接触，不受他的异端影响。这种异端
是对神的亵渎，是像麻风病一样会传染的。
约二１0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讲这教训，

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对他说，愿你喜乐。11 候，首先感谢神。以神为神，与将荣耀归与神、
因为对他说，愿你喜乐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分。 感谢神有关。因此你应该训练你在日常生活中感
FN“不要接他到家里”：“指异端者，敌基督的， 谢神。你可以如下祷告、“主耶稣啊，为着新的
假申言者。这样的人否认神圣的成孕和基督的神 早晨感谢你。主耶稣啊，为着每天的食物感谢你。
格，如同今天的摩登派。”
主啊，为着我的丈夫(或妻子) 感谢你。因着我
祷告：“哦，主耶稣，我要彻底地憎恶、排除自 的孩子(或父母) 感谢你。因着我的上司(或下属)
己里面的异端和分裂的倾向。并时刻警惕不让异 感谢你。我感谢你，因为我的工作，我能稳定地
端和分裂潜入召会中。请在基督的身位和工作， 获得收入。主耶稣啊，我的项目成功了，是因为
以及基督身体的一里面祝福召会生活。”
你。因此我不能抢你的功绩，把荣耀归给自己。
Crucial Point⑵: 为了保守基督身体的一，
主啊，感谢你的祝福。因着我的召会生活感谢你。
我们必须毁除来自情欲和野心的丘坛
所有的人、事、物都是为我变化的益处而安排的。
OL1:为着恢复并保守真正、包罗万有的一，我们 主耶稣啊，我要感谢你，将荣耀归给你。”
必须毁坏丘坛。
如果你在听到了内里“应该感谢主”的小小
OL2:神为保守祂子民的一，就要求他们来到祂所 声音，请立即感谢主。如果你不立即感谢，丘坛
选择的独一地方；丘坛代替了这独一的地方，成 将立即开始在你的里面生长。你可以通过感谢来
了另一选择。
对抗里面撒旦分裂的工作，并毁除它。这样你就
OL3:丘坛是高地，高举在一般水平之上；原则上， 能从分裂中得救，并被神赐福。
每一个丘坛，每一个分裂，都包含着对基督以外 帖前 5:16 要常常喜乐，17 不住地祷告，18 凡
某些事物的高举与赞扬。
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对你们的旨意。
OL4:所罗门与耶罗波安建立丘坛的记载有属灵
Crucial Point⑶: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由六个
的意义，是为着我们属灵的教训而写下的。根据
基本项目：圣经、神、基督、基督的做工、救
这记载，分裂是由于情欲与野心；所罗门是前者
赎和召会所组成
的实例，耶罗波安是后者的实例。
OL1:犹大书中的“信仰”不是主观的相信，乃是客
建立丘坛，就是产生分裂。因此，丘坛的意 观的信仰，指我们所相信的事，就是新约的内容，
义就是分裂。……为着保持祂子民的一，神要求 成了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就能得着我们共享的
他们来到祂所选择独一的地方。然而，丘坛是这 救恩
独一地方的代替品。……耶路撒冷这独一的地方 OL2: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由我们所相信关于圣
表征一，而丘坛表征分裂。那时，各样罪恶与可 经、神、基督、基督的工作、救恩和召会这六个
憎的事都和丘坛的设立有关；用新约的说法，各 基本项目所组成的
种的罪恶都与分裂相联。
a)圣经：我们相信圣经逐字都是神所默示的，都
按照列王纪上的记载，有两个王……领头设 是神的呼出。
立丘坛。所罗门建立丘坛，与放纵情欲有关。所 b)神是唯一的，却也是三一的：神格的三者彼此
罗门有成百的妻妾妃嫔。……这些妃嫔“使他的 有别，但不是分开的三位神。圣经在旧约和新约
心偏离，去随从别神”。耶罗波安建立丘坛则与 里明确地告诉我们，神是一位。
野心有关。……耶罗波安恐怕国权仍归大卫家， c)基督的人位：基督是永远里的神，在时间里成为
于是“造了丘坛的殿”。
人；祂的神性是完全的，祂的人性是完美的；因此，
一的立场，不仅仅是一地一会的问题；一的 祂是神又是人，具有神性与人性。
立场比一地一会更深入、更丰富、更高超、更完 d)基督的做功：基督首先成为肉体，成了一个人，
满。我们都必须知道，在这个宇宙中，神只选择 为着救赎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祂从死人中复
了一个地方，那一个地方就是召会。神规定我们 活，使我们重生，升上诸天作万有的主，并且要
要到祂所选择的这个地方去。用属灵的话来说， 回来，向着召会作新郎，向着列国作万王之王；
我们必须毁除召会之外的每一个地方，以及基督 这些是基督工作的主要方面。
的名之外的每一个名。这意思是说，我们必须毁 e)救赎：罪人必须向神悔改、相信基督，使罪得
除我们的文化与宗教背景。……我们必须毁除的， 赦，得着救赎、称义、重生，好得着永远的生命，
包括我们的个性、脾气与习惯。我们必须毁除一 成为神的儿女，以及基督的肢体。
切足以损害一个新人的一的事物。
f)召会：召会由所有在基督里的真信徒所组成，
应用：青职・研究生篇
作为基督的身体，在宇宙一面是一；而地方召会
申命记上的“丘坛”，就是立耶路撒冷以外的 作为基督身体的彰显，在地方上是一—一城一会。
敬拜中心，高举主的名以外的事物。这事造成分裂。 …但这并不是说，在基督里的真信徒若不同意一
你要明白堕落的人的个性、习惯、高傲、没有耐性、 城一会，就不得救。他仍是得救的，不过还有所
情欲、野心中含有分裂因素。你决不能骄傲地不感 缺欠—不是为着得救，乃是为着过正当的召会生
谢神，也不能将荣耀归给自己。
活。
罗 1:21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
我们必须为这样的信仰打那美好的仗。
我们必
祂，也不感谢祂，反倒在他们的推想上变为虚妄， 须为这样的信仰竭力争辩；
我们必须教导并传讲这
他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样的信仰。
请感谢神为你安排的环境。当事情成功的时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篇

圣经：提后3:15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
パンを食べ、ともにあずかる、そは真のいちのあかし。
圣经能使你借着相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3. 一つパン、一つさかずき、分れつは不可能と告ぐ。
16 圣经都是神的呼出，对于教训、督责、改正、
めぐみを受けた者言う、「アーメン、主よ、われらは一」。
在义上的教导，都是有益的，圣经是神的话，所
以与地上所有的书籍完全不同。圣经里有光，将 4. キリストより出たいちを、だれも分離させられず。い
你从黑暗中解放出来。圣经也使你得着神的智慧， ちのなかで食べ飲みす、しかと見しこの事じつ。
对于成全你是有益的。请在年轻时就开始常读圣 5. このいちにみなぶんあり、そはみこころを満たす。
经。
かの日のまえあじわいに、新郎新婦はいちとなる。
三一的神：
林后13:14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
圣灵的交通，
与你们众人同在。这处圣经表明，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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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圣灵神格中的三位，不是为了神学上的教导，
而是为了人的享受。哈利路亚！神虽然是惟一的却 1. 主，我们是你身体在此聚集，人数虽多，我们仍然是一
你的生命使我们成为肢体，在生命里，我们完全是一
也是父、子、圣灵、三一的神。这是神为了进入人
的里面，成为人的享受。
在宇宙中只有一个身体，我们将她彰显于地；我们站住地
基督的人位和做功：约 1:14 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
方一的立场，让所有人同来观赏。
我们中间，丰丰满满地有恩典，有实际。我们也见过祂
的荣耀，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林前 15:45 末 2. 这一个饼乃是表明你身体，曾被擘开，好使众圣分享
我们吃饼，如此一同领受你，藉此见证我们真正是一
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基督是童女马利亚从圣灵
受孕，作为神人而出生的。然后作为神人在十字架上死， 在宇宙中只有一个身体，我们将她彰显于地；
流出神儿子耶稣的宝血，完成了永远的救赎。这是为了
我们站住地方一的立场，让所有人同来观赏。
打开生命的大门，将神的生命分给信徒，使他们成为许
多的神人。这许多的神人是基督身体的组成部分，被建 3. 现在桌上陈列着一饼一杯，说出我们不能分门别类
同蒙主恩，还有什么话可说，惟有喊说：阿们，我们是一！
造并团体地彰显神。请你认识、尊重并经历基督神人的
身位以及基督的成为肉体、十字架、复活、升天和再来。 在宇宙中只有一个身体，我们将她彰显于地；
召会生活：因冠状病毒发出的紧急状态宣言下，学
我们站住地方一的立场，让所有人同来观赏。
校停课、不能打工、必须留在家里，这样压力会很
4. 我们是一，不能再被谁分离，因为这一出自基督自己
大吧。这时候，请使用 LINE、微信视频、Zoom 等，
同一饼杯，我们在这一里吃，有目共睹这个一的事实。
积极进行网络聚会。年轻人需要与属灵同伴一起追
求主。日本政府为了抑制冠状病毒，建议减少 70在宇宙中只有一个身体，我们将她彰显于地；
80%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我们也在这样实行。但
我们站住地方一的立场，让所有人同来观赏。
是感谢主，我们还可以通过互联网互相供应，互相
5. 何等喜乐，能有分于这个一！我们深觉，主，这使你满意！
帮助，互相鼓励。现在，困扰的不仅仅是你，每个
人都处于困难之中。让我们在网络聚会上共同享受， 满足之中，我们预尝了那日，新郎新妇那最甜美的一。
在宇宙中只有一个身体，我们将她彰显于地；
互相扶持吧。现在，每周五晚上 8:00-9:00 在 line
上的申命记 BSG 群组中，有 20 多名弟兄姊妹在读
我们站住地方一的立场，让所有人同来观赏。
申命记恢复本圣经，每周读两章左右。其他有的群
组在读英文的生命读经。就算无法在实体空间里聚
会，但在网络上聚会也能得着享受，也更能节省时
间了。
祷告：“哦，主耶稣，感谢你让我能在年轻时就和
召会里的同伴们一起读圣经。虽然现在是被限制不 1107. Praise of the Lord - Remembrance of Him
能出家门的状况，但是能和同伴一起享受读神的话 1. We're gathered here, O Lord, as Thy one Body:
—圣经，互相扶持。我需要他们，他们需要我。我
Though we be many, yet we all are one.
们年轻人更要将新冠病毒这困难的状况化为我们
We share Thy life and own that we are members,
前进的机会！哈利路亚！赞美主！”
And thus within, in life we all are one.
(C)
建造と合一 ―主を記念する(パンさき集会の2曲目)
There is one Body in this universe,
６０６（中補611）（英1107）
And we express it here on earth;
1. われらは主のからだなり、かずはおおくともいち。
We stand as one in each locality
肢たいとされたいのちで、われらは完ぜんにいち。
For all to see, for all to see.
(復)宇宙でひとつのからだ、 地じょうであらわす。
地方合いつの立ち場で、 われらはあらわす。
2. There is one loaf, the symbol of Thy body:
2. みからだしめすひとつパン、さかれ分けあたえらる。
'Twas broken so that all the saints may share.

We eat this bread and, as we are partaking,
Our actual oneness with all saints declare.
3. One bread, one cup are now upon the table,
Showing that we can be naught else but one.
Christ has redeemed us, made us His own Body:
What can we say but, "Amen, Lord, we're one!"
4. We stand as one, and cannot be divided,
Because our oneness is of Christ alone.
We eat as one: one loaf, one cup partaking,
And thus our oneness visibly is shown.
5. Oh, what a joy to have this blessed oneness!
We sense that Thou, O Lord, art satisfied;
And we too share this blissful satisfaction―
Sweet foretaste of the Bridegroom with His Bri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