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召会原初的情形、召会的堕落以及召会的恢复（鸟瞰､诗歌 597） 
Overview：在主恢复中的召会生活的恢复，就是根据神的定旨恢复召会原初的情形。神的仇敌撒旦，特别是借着圣品阶级制度破坏了召会。但是神进来
正在逐渐地恢复召会。16 世纪，路德恢复了因信称义。18 世纪，新生铎夫恢复召会生活；19 世纪，弟兄会因着对圣经的绝对，恢复了许多的真理，进
一步恢复了召会生活。从 1933 年开始，我们恢复了地方召会的行政和宇宙召会的交通，正在生命中建造基督的身体。 
Ⅰ．我们在主恢复里的历史不是一种组织或运动，乃是一个恢复的历史： 
Ａ．在马太十九章八节，我们看见恢复的原则：“从起初并不是这样”： 
１.恢复的意思是回到起初；我们需要回到起初，接受主的恩典回到神原初的心意，回到神起初的命定。 
２.“恢复”一辞意指一样东西原初有，后来堕落、破坏、失去了，因此必须将它带回原初的情形和正常的光景。 
Ｂ．我们说到召会的恢复，意指召会原初即存在，后来堕落了，于是需要把召会带回原初的情形。 
Ｃ．主对召会的恢复带我们回到起初，为要完成神永远的定旨，以及祂对召会起初的心意。 
Ⅱ．我们需要就着神的心意和祂的成就，以及撒但破坏的工作，来明白召
会的恢复： 

Ａ．新约启示，神对于召会有一个明确的心意、定旨和目标；首先神有一个
定旨，然后祂进来完成祂的定旨。 

Ｂ．新约也清楚地记载，神的仇敌如何进来破坏神所成就的： 
１．撒但用以破坏神所成就之事的方法，有内在和外在两面：a.内在的一
面，乃是损害并败坏神的子。b.外在的一面，乃是破坏神所成就的。 
２．撒但产生许多基督的代替品，分裂基督的身体，并且借着圣品阶级与
平信徒制度扼杀身体上肢体的功用。 

C．神乃是一位有永远定旨的神；祂满有定旨，祂一旦定意要作一件事，就
没有什么能改变祂的心意或使祂停止；因此，在撒但的破坏后，神就进来
重新作祂先前所作过的。 

D．神重新再作祂先前所完成的就是祂的恢复；这就是把一切被撒但破坏而
失去的事物再带回来，并照着祂永远的定旨和原初的心意使召会得着恢复。』 

Ⅲ．我们要认识召会恢复的需要，就需要知道召会原初的情形以及召会的堕
落： 

A. 召会原初的情形有以下的特点： 
１．在原初的召会中，信徒不分阶级：ａ．信徒都是弟兄，不分等级。ｂ．信
徒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平等配搭，各尽功用。ｃ．信徒都是神的祭司，
没有居间阶级，没有圣品与平俗之分。 
２．早期的召会完全与世界分别，在世界而不属世界。 
３．原初的召会完全断绝偶像，并完全让神说话。』 
４．一地只有一个召会，一个基督身体的显出。 
５．各地召会交通虽是一个，行政却是各自独立的，没有总会，也没有联合
会。 
６．众召会尊崇基督为元首，让圣灵掌权。 

Ｂ．召会的堕落包括：有了阶级，与世界联合，有了偶像，有了分裂，不让
神说话，有了统一的组织，篡夺了基督作头的地位，侵犯了圣灵的主权。』 

Ⅳ．召会的恢复是逐渐进步的： 
Ａ．第一世纪还没有过去，主的恢复就开始了；一世纪接着一世纪，这恢复接续不断地往前。 
Ｂ．在十六世纪，路德马丁起来改教，将封锁的圣经解禁；他也根据圣经恢复因信称义，但正确的召会生活仍未恢复：１. 更正
教并没有与世界断绝，也没有去掉居间阶级。２．更正教里有了更多的分裂，各公会并未脱去统一的组织。３. 各公会并未让基
督有完全的地位，也未让圣灵有完全的主权。 

Ｃ．在十八世纪，新生铎夫被主兴起，带领摩尔维亚弟兄们恢复召会生活；他们与世界断绝，去掉阶级之分，注重交通配搭，尽
力保守合一，去掉形式上统一的组织，并且让基督为首，让圣灵在他们中间掌权。 

Ｄ．在十九世纪，主在英国兴起一班弟兄们，进一步恢复召会生活： 
１．圣经在弟兄们手中，真是一本解开的书，一本发光的书，因为他们绝对听从主的话；许多重要的真理都借着他们释放出来。
２．他们绝对去掉阶级，同作弟兄，互为肢体，特别注重相爱和交通。 
３．他们绝对消除宗派，维持合一的见证。』 
４．不过，他们在某些方面是失败的，所以那时主在整个西方世界都无法继续往前。 

Ｅ．我们需要看见在远东召会之恢复的要点：１．我们需要看见在远东召会之恢复的要点：ａ．这一面能避免分裂和紊乱，另一
面又能避免超地方的联合。ｂ．按圣经的教训看，每一个地方的召会都该直接活在主面前，向元首基督负责。２．我们持守一个
原则：召会的行政是地方的，召会的交通是宇宙的：ａ．各地召会有各自的行政，召会的行政是不能超过地方的。ｂ．召会的交
通不能仅是地方的，而必须是宇宙的，因为召会的交通乃是基督身体的交通。３．我们清楚看见各地召会不能有统一的组织，因
为各地召会都该直接受元首基督的管治，也该直接服圣灵的权柄。 
４. 我们注重普遍的祭司职分，也就是注重每个得救的人都是祭司。５．我们也注重身体的配搭事奉，劝勉众圣徒都以身体为原
则，一同配搭事奉。６．我们注重召会事奉的实行。』 

Ⅴ．主的恢复与今天的
基督教全然不同；这恢
复与基督教之间是不
可能妥协的： 
Ａ．召会的恢复就是要
带我们脱离不合乎圣
经的圣品阶级与平信
徒制度，并归回起初
照着神圣启示而有之
召会生活的纯正实
行。 

Ｂ．我们中间的历史一
直是毫无妥协地完全
离开基督教。 

Ｃ．地方召会与基督教
之间不该有桥梁；我
们应该就是我们所是
的，没有妥协或假冒，
维持我们与基督教之
间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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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弗1:4 就如祂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爱

里，在祂面前，成为圣别、没有瑕疵；5 按着祂意愿所喜悦的，预定了我们，

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归于祂自己， 

弗3:10 为要藉着召会，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

慧，11 这是照着祂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所立的永远定旨； 

第二天：罗12:4 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但肢体不都有一样的功

用；5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各个互相作肢体，也是如

此。 

太23:8 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

弟兄； 

罗12:2 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藉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

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 

第三天：林前1:2 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召会，就是给在基督耶稣里被圣别，

蒙召的圣徒，同着所有在各处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祂是他们的，

也是我们的； 

徒13:1 在安提阿当地的召会中，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

尼结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2 他们事

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

的工。 

第四天：罗1:17 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本于信显示与信，如经上所记：“义

人必本于信得生并活着。” 

启3:8 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

的；因为你稍微有一点能力，也曾遵守我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 

提前2:3 …我们的救主神…4 …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 

第五天：徒13:2 他们事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

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 

林前10:16 我们所祝福的福杯，岂不是基督之血的交通么？我们所擘开的饼，

岂不是基督身体的交通么？17 因着只有一个饼，我们虽多，还是一个身体，

因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 

第六天：太13:33 祂对他们另讲一个比喻说，诸天的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

去藏在三斗面里，直到全团都发了酵。 

罗12:6 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得了不同的恩赐：或申言，就当照着

信心的程度申言； 

启18:4 我又听见从天上另有声音说，我的民，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有

分于她的罪，受她所受的灾害。 

启2:6 然而你有这件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党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申言稿》 
 
 
 
 
 
 
 
 
 
 
 
 
 
 
 
 
 
 
 
 
 
 
 



经历①：召会是基督的身体，不是人为的组织 
原初的召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得救的人，一点不分阶级，大家彼此

作肢体，互相配搭，共同事奉。 

第一，所有得救的人都是弟兄，没有等级之分。当主在世上的时候，祂
就很清楚地对门徒说过，外邦人有君王和大臣管理他们，但是在你们中间，
就是在召会里头，不可这样。在召会里，凡要为大的，凡愿为首的，都要作
众人的仆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作弟兄，没有等级高低之分。 

第二，信徒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大家平等配搭，各尽功用。这在罗
马十二章四至五节，林前十二章十二至二十七节，和以弗所四章十六节，说
得很清楚。没有一个得救的人，不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一个人只要是得
救的，他在召会中，就是一个有功用的肢体，和众圣徒一同配搭事奉主。 

第三，信徒都是神的祭司。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中间有一班人是作祭司的，
其他的人都是平常人。…但是到了新约，在召会中，就没有这个居间阶级了，信徒
都是神的祭司，并没有所谓“圣品”和“平俗”的分别。人在神面前都是祭司，这
才是正常的光景。 

偶像是神的对头，召会是神的见证。召会若是有了偶像，召会就变质了。
这是定规的。我们从行传十五章二十九节的话可以看出，原初的召会对偶像
的弃绝，是非常彻底的。 

在原初的召会中，没有人的意见，没有人的制度，乃是完全让圣灵借着

圣经来说话。他们让神的圣经有地位，也让神的圣灵有地位。 

中高生篇 
关于召会，请认识以下三件事。 

ⅰ）所有得救的人都是弟兄姊妹，没有等级之分。 
ⅱ）信徒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互相配搭，各尽功用。 
ⅲ）信徒都是新约福音的祭司。 

你要看见关于召会的这三件事，愿你的召会生活被调整、得以拔高。你是神家

里的弟兄姊妹。就算因生命成长的程度而有不同的功用，也没有人为组织中上下阶
级的关系。这并不是在否定哥哥姐姐要带领、看顾弟弟妹妹。也不是在否定有恩赐
的肢体要成全圣徒们。召会生活中的哥哥姐姐、或是有恩赐的肢体，要在爱里为新
人(福音朋友、刚得救的人、变得软弱而不来聚会的人、在基督教里寻求的信徒、

刚搬过来的人、家族成员)祷告，藉由一对一的牧养，培育、喂养、成全他们。这
些关系不是公司中主管和部下的关系。 

并且，在家庭里，有相互之间的爱，弟弟妹妹妹也会顾惜哥哥姐姐。他
们彼此相互顾惜。在公司中有职业竞争，但在神的家里，基督的身体里没有

争竞，而有爱里彼此关怀、滋养。这是为了让整个身体建造起来。从年轻时
起，你不是听从别人的意见，而是要照着神的话来实行召会生活。哈利路亚！ 

 

经历②：主恢复的召会生活，必须照着圣经纯正的启示 
虽然我在一九二五年已经与倪弟兄有接触，但我还没有完全进到主的恢

复中，直到一九三二年。自那时起，我看见主的恢复经过了一个过程，从基
督教国里出来。甚至今天我们还没有彻底从基督教国里出来。我们里面，甚
至不自觉的，仍然有些基督教国的东西。我们来聚会，可能期待有一位好讲
员向我们说话。在性质上，这就是堕落基督教国的元素和因由。这是主所恨
恶尼哥拉党之教训—圣品阶级与平信徒制度—的邪恶元素（启二 6）。为什么
我们来聚会没有预备要供应一些话？我们可能说自己很软弱，但我们极其巴
望听一篇好信息。我们可能不喜欢参加没有好讲员的聚会；这就是我们里面
仍残留着圣品阶级与平信徒制度的诡诈元素。 

主的恢复就是要带我们脱离这种不合乎圣经的制度，并归回起初照着神
圣启示而有之召会生活的纯正实行。 

因着我们为着纯正的召会生活站住，就得罪了其他人。但我们能怎么办？
保罗在加拉太一章十节说，“若我仍讨人的喜悦，我就不是基督的奴仆了。”
我们若讨人的喜悦，就不会像保罗一样受逼迫。主恢复的历史是脱离现今邪
恶世代，并在这世代之外的历史。我们已经把我们与基督教之间的桥梁烧了，
但我们中间有些人却想搭一座桥将我们带回去。我们需要把所有桥梁烧掉。
地方召会与基督教之间不该有桥梁。万物都各从其类，公会是从公会的类，
地方召会应该从地方召会的类。我们应该就是我们所是的，没有妥协或假冒。
我们需要维持我们与基督教中间的这一道鸿沟。这鸿沟越宽越好，因为这是
我们与现今这邪恶世代之间的鸿沟。 

在职青年篇 
在主恢复的召会生活，圣经是我们独一无无二的标准。召会生活的所有

活动，应该照着神的话的纯正启示。不能照着日本的文化，中国的文化，韩
国的文化，西洋的文化，非洲的文化等种类的文化。因为，召会是神的国。 

根据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的基督徒不害怕迫害，维持了基本
的基督徒的信仰（包含彻底的对付偶像）。可是，日本的基督徒害怕迫害，
与日本的社会妥协了。结果，在韩国福音变得非常有利，人口的四分之一成
为了基督徒。另一方面，因为日本妥协，福音的力量被减弱，基督徒不到人
口的 1%。这里的教训是，害怕迫害变得半途而废的话，就算能避免来自社会
的迫害，结果，不被社会承认是正统的，被蔑视。  

你需要爱基督教里有心追求的圣徒，为他们祷告，牧养他们。可是，关
于基督教的体系，特别关于一人讲，众人听这样的神职者阶级制度，需要彻
底地排斥。因为，那样的体系会扼杀基督身体的肢体的功用。 

你在公司，也不可过度害怕周围，战战兢兢变得胆怯。首先，应该好好
地考虑，理解你所从事的项目的根本需要是什么，最终目标是什么。之后，
不拘于前例，在零基础上讨论。凭信大胆地考虑，发言为着推进项目所需要
的。那样的话，你的上司和同事就会尊敬你。阿们！



詩歌 597 
1. かみは創世のまえ， 御子にありえらび， 
子たる身分あたえ， 召会を聖となす。 
召会はかみの所有， 聖霊の証印受く， 
それは嗣業の担保， またまえあじわい。 

2. キリスト昇天して， すべてに超えつし， 
ばんぶつのかしら， 召会そのからだ。 
かれ，万ゆう満たし， 召会はその豊満， 
しょう会はかん全に かれを表現する。 

3. かつて，つみに死に， 世の潮流にならい， 
にくよくにふけり， サタンにしたがう。 
いまや主とともに 復かつ，昇てんし， 
ともにてんに座す けっさくとなる。 

4. 主はすみのいしで， 使徒，預言者は土台， 
ユダヤ人と異邦人， 建造されていち; 
かみのいえとなり， ともに建造され， 
霊にてちょう和され， 主を安そくさす。 

5. 召会かみのおく義， かみのごけいかく， 
キリスト住まわせ， 知恵をあらわす。 
主を理かいさせて， 主を鑑しょうさせ， 
無限のあい満たし， 主の豊満とする。 

6. からだ，れい，のぞみ， 主，信仰，バプテスマ， 
御ちち，みなひとつ， しょう会もひとつ。 
キリストの豊満の 身のたけの度量， 
われらはせい長し， ともに到たつす。 

7. かく種のたまもの， 召会はあたえられ， 
せい徒らを成就し， からだ建造する。 
ふるいひとを脱ぎ， あたらしいひと着， 
おもいの霊のなかで こうしんされる。 

8. しみもしわもない 召かいをむかえんと， 
主は召かいを愛し， ご自身あたえた。 
おのがからだのよう やしないはぐくむ， 
キリストと召かい， 大いなるおく義。 

9. 召会はからだ，つま， 住まいだけでなく， 
あく魔をほろぼす たたかうせん士。 
主の大のうにより ちからづけられ， 
かみの武具を着け， 霊にありいのる。 

 
1. 神在永遠創世之前，喜悅、揀選並豫定， 

要叫召會在子裡面，得子名分成為聖； 
得蒙救贖，作祂產業，受祂聖靈為印記， 
保證必得祂的基業，並得先享祂自己。 

2. 基督升天坐在神右，遠超一切的勢力； 
神使祂作萬有元首，召會是祂的身體。 
萬有一切祂全充滿，召會乃是祂豐滿， 
祂藉召會普及、曼延，召會彰顯祂完全。 

3. 原是死在罪惡之中，隨從今世的風俗， 

撒但、邪靈竟也順從，放縱肉體真可怒。 
今與基督一同復活，一同坐在高天上， 
成為神的榮耀傑作，基督裡面所獨創。 

4. 基督作了房角首石，使徒、先知為根基， 
照著神的奧祕啟示，猶太、外邦歸一體； 
在祂裡面同被建造，作神靈裡的居所； 
在靈裡面彼此相調，給神定居享安樂。 

5. 神的奧祕乃是召會，神在永遠所計畫， 
為著彰顯祂的智慧，基督也可來安家。 
給眾聖徒明白基督，賞識基督的無限， 
知道祂愛超人領悟，充滿神性的豐滿。 

6. 一身、一靈、同一指望，一主、一信並一洗， 
一位父神，眾人之上，召會因此當合一。 
認識基督，長大成人，有祂豐滿的身量； 
不再受到誘騙、牽引，不再隨風而飄蕩。 

7. 基督賜下各樣恩賜，為要建造祂身體， 
成全聖徒各盡其職，愛中建造她自己。 
脫去舊人，穿上新人，再無從前的舊樣； 
心思靈裡得以更新，滿有主神的形像。 

8. 基督捨己為愛召會，要使召會脫斑皺， 
聖潔，毫無瑕疵、污穢，作祂榮耀的配偶。 
祂愛召會，保養、顧惜，如待自己的身體； 
祂與召會成為一體，乃是極大的奧祕。 

9. 身體、居所、新人、配偶，召會不僅是這些； 
也是戰士，為神爭鬥，將神仇敵全除滅。 
穿戴神的全副軍裝，賴主大能而剛強； 
靠主站住，靠靈抵擋，禱告隨時又多方。 

Hymn 823 
1. God before the world's foundation 

Chose the Church in Christ the Son, 
That the Church might share the sonship,  
Holy, blameless, with Him one; 
That the Church be His possession 
With the Spirit as the seal, 
Of our heritage the earnest 
While His Son He does reveal. 

2. To the throne Christ has ascended,  
Far above all rule and power; 
God has made Him Head o'er all things 
To the Church, His Body here. 
All in He ever filleth,  
And His fulness is expressed 
Through the Church, which is His Body  
And His image manifests. 

3. We, once dead in our offences,  
Walking in the worldly course, 
Lusts of flesh and mind fulfilling  
Satan and his hosts their source, 
God with Christ has resurrected,  

Seated in the heavenlies; 
We, His masterpiece, created  
In Christ Jesus, Him to please. 

4. Jews and Gentiles are one body― 
God His myst'ry has made known― 
On apostles, prophets founded, 
Jesus Christ the cornerstone; 
We in Him are built together  
For God's dwelling manifest, 
Fitly framed by God the Spirit  
For His pleasure and His rest. 

5. In eternal ages purposed 
That His wisdom be made known, 
Was the Church, His hidden myst'ry, 
Where the Son could make His home; 
That the saints may all in spirit  
Apprehend His boundlessness, 
Know His love which passes knowledge, 
All God's fulness to possess. 

6. One in body, hope, and Spirit,  
One in faith, one Lord, the Son, 
One baptizing, with one Father,  
That the Church may thus be one; 
Christ to know in all His fulness,  
Unto manhood be matured, 
Ne'er by winds of doctrine carried, 
Nor by cunning men allured. 

7. Many gifts the Lord has given,  
That His Body He may build, 
That the saints may be perfected 
And their ministry fulfilled. 
Thus we must put off the old man 
That we may put on the new; 
Thus, renewed in mind and spirit, 
We will bear God's image true. 

8. Christ in love Himself has given 
That the Church be sanctified, 
Without blemish, spot, or wrinkle,  
To become His glorious bride. 
He does nourish her and cherish  
As a man his body treats; 
He and she become one body ―  
Thus the myst'ry very great. 

9. Body, house, new man the Church is, 
Bride, and temple, and yet more: 
She's the army too which fighteth 
All God's foe to triumph o'er. 
She is clothed with all God's armor, 
In His mighty strength is strong, 
Standing in the Lord, resisting, 
With all prayers she fighteth 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