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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威廉·伯蘭罕弟兄傳奇般的事工應驗了聖靈在《瑪拉基書》4：5，6，

《路加福音》17：30 和《啟示錄》10：7 的預言。這一遍及全球性的事

工成就了聖經中許多的預言，並成為神在這末後時代，藉著聖靈工作的

延續。聖經說到這一事工是要為耶穌基督的第二次再來做好準備。 

 當您懷著禱告的心閱讀這些打印出來的信息時，我們也祈求神把這

信息印在您的心上。 

 威廉·伯蘭罕弟兄傳講的一千一百多篇講道部分已經翻譯成中文並以

文字和錄音的形式放在了 http://www.messagehub.info 上，歡迎您免費

下載。 

所有文字及錄音只要對其內容不做更改，可以隨意復製、分發。 

我們盡了最大努力確保提供最符合原文的翻譯，但您可以對照英文

的原版錄音，以得到最準確的原文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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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聖靈，因為他們基本上只教導因信稱義，也可能使一些人懷疑衛理公

會信徒以及其它的宗派等。不是的，先生，我們並不是那麼說。我們所

談論的是時代，並非某個人或某群人。路德固然擁有神的靈，只是他的

時代不是一個完全恢復的時代，因為聖靈並沒有像起初那樣地再一次傾

出。衛斯理、布斯、諾克斯、懷特斐、布雷納德、約拿單�愛德華茲、慕

勒以及其他的人也是如此。他們當然滿有聖靈，是的，他們肯定有的，

然而他們各自生活的時代並不是一個恢復的時代。其它任何一個時代也

不是，只有我們這個最後的時代才是。這是一個因離道反教而完全黑暗

的時代。這是一個離道反教的時代，也是一個恢復的時代，它是一個完

成圓周的時代，往後一切都要成為過去。 
381-1 我們要在此結束這七個教會時代的講論了，我只說聖靈向每個時代

所說的話：“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381-2 我真誠地相信神的靈已經向我們說話，不僅只教導我們時代的真理，

他也信實地在人心中工作，以便他們能轉向他。這是一切傳道和教導的

目的，因為羊群乃是在有人講道和教導神話語的時候，才聽到神的聲音

而來跟從他的。 
381-3 我從來沒有為了叫人們來跟從我，或加入我的教會，或為了創辦什

麼團契或組織，而去傳一個信息給人們。我從未那麼做過，現在也不會

這樣做。我對那些事根本就沒有興趣。然而對神和人的事情，我的確有

興趣，假如我能完成其中的一樣，我就滿足了。其中的一樣就是希望看

到神與人之間，能夠建立起一個真實的屬靈關係，使眾人在基督裡成為

新造的人，被他的靈所充滿，並且按照他的話語去生活。我呼籲、懇求

並警告所有在這時候聽他聲音的人，把你們的生命完全地獻給他，正如

我衷心地信靠主而把我所有的都獻給了主。願神祝福你們，願他的再來

使你心中充滿喜樂。 

 

 

 

第十章 教會時代的摘要 
366-1  因為我們的研究是一節一節地解釋那些與七個教會時代有關的經文，

我們並沒有論述一個完整帶有連續性的教會歷史，儘管這是我們本該做

的。所以在這一章裡，我們的目的是按神的靈所賜給約翰的啟示，從以

弗所時代開始，追蹤所有教會時代的歷史。我們將不會增加新的資料，

只是把我們已有的資料聯繫起來。 
366-2 通過研究，我們曉得啟示錄中的大部分經文都被人們完全誤解，因

為我們過去不曉得在這本書中所提到和指責的教會，並不是光指選民，

即基督的身體—新婦，而是指著全體所有被稱為基督徒的人說的。不管

他們是真的還是掛名的，就像所有的以色列人並非真以色列人一樣，所

有的基督教徒也並非真基督徒。因此我們曉得教會是由兩棵葡萄樹組成

的：真的和假的。這兩棵葡萄樹是藉著兩種不同的靈來運行發展的：一

個擁有聖靈，另一個則被賦予敵基督的靈。兩者皆聲稱認識神，也為神

所認識。兩者皆聲稱代神發言。兩者皆相信一些基本真理，卻在其它方

面意見不同。既然兩者皆用主的名字，都被稱為基督徒，也因著這個名

稱、公開地聲稱與主耶穌有關係（神稱之為婚約），那麼神就要他們雙

方對他有所交代，因而也向每一方都說話。 
366-3 我們也曉得這兩棵葡萄樹會在一起生長直到時代的末了，直到雙方

皆成熟並被收割。假葡萄樹將無法戰勝並毀滅真葡萄樹，真葡萄樹也無

法使假葡萄樹與耶穌基督建立一個救贖的關係。 
366-4 在此我也學到了一個最讓人難以置信的真理，就是聖靈能夠、也會

降在那些屬於假葡萄樹而且是沒有重生的基督教徒身上，並大大彰顯各

種神跡和奇事。正如猶大曾在聖靈裡面被賦予一定的事工，然而他本人

卻被稱為一個魔鬼。 
366-5 按著這些原則，我們開始通過七個不同的教會時代來追尋教會的蹤

跡。 

教會的誕生是在五旬節。就像第一個亞當從神的手中得到了一位新

婦，而她又只在開始一段很短的時間裡沒有被玷污；同樣，基督，那末

後的亞當在五旬節所得到的那一位純潔的新婦，也只在一段很短的時間

內分別為聖，未被玷污，“其餘的人沒有一個敢貼近他們”（徒 5:13），

並且“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徒 2:47）。 

這持續了多久？我們不知道，然而有一天，就如夏娃曾被撒但試探

和誘姦，教會也因一個敵基督之靈的介入而被玷污了，“這是那敵基督的

靈。你們從前聽到他要來，現在已經在世上了。”（約一 4:3）主耶穌在

談到第一個教會時代中他的新婦時，曾說：“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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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哪裡墜落的，並要悔

改。”（啟 2:4-5）教會在第一個時代就已淪為一個墮落的女人。撒但如

何在亞當之先就佔有了夏娃，同樣地，在羔羊的婚筵之前，撒但就已誘

姦了教會，基督的新婦！到底在她裡面有什麼特殊的因素造成這種墮落

呢？答案在啟示錄 2:6，是因著“尼哥拉一党人的行為”。教會在第一個時

代就已經背離，不跟隨神純正的道了。他們厭棄神要求他們作一個絕對

依靠神的教會（從開始到末後都完全依靠神去成就他的道，而不是人的

管理制度），轉從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義，即在教會裡組織了一個人為

的管理制度，就像所有政府所行的一樣，通過立法來管理人。他們所行

的正是以色列人當年所行的。他們以人的管理制度取代了神的道和聖

靈。 
367-1 死亡因此進來了。我們如何曉得呢？因為從那以後，我們再也沒有

聽到聖靈給那第一個時代裡願意聽從他話語之人的呼聲：“得勝的，我必

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吃。”這棵死亡樹，已使教會（或者說宗

派的假葡萄樹）中毒太深，而它的結局就是火湖。現在並沒有基路伯拿

著發火焰的劍來把守生命樹，因為神此時還沒有離開教會，如當年他離

開伊甸園那樣。哦，不！他要一直留在教會當中直到最後的時代，在那

日到來之前，他要呼召所有的人前來。 
367-2 現在請大家留意這一點，這寫給以弗所教會使者的信息，並非是寫

給實際的以弗所地方教會，這信息乃是給那個時代的。那時代中有真理

的種子，也有錯誤的種子，正如麥子和稗子的比喻一樣。各個教會時代

是田地，其中有麥子和稗子，假教會將教會的領導權和神的道組織化，

人意化，並攻擊真基督徒。 
368-1 稗子向來就比麥子或其他任何農作物長得更茂盛。稗子教會在第一

個時代迅速生長，而麥子教會也在茁壯的成長當中。到了第一個時代的

末期，尼哥拉一党人的行為在那假葡萄樹的地方教會中蔓延，並且企圖

把他們的影響力不斷地散佈到他們自己的團體以外去。當時真正的教會

中也受到影響，因為連那些像坡旅甲那麼受尊敬的人，也自封為主教了，

而這頭銜與其所涉及的職權範圍卻是毫無聖經根據的。同樣的在那時代

中，真教會已經失去了那起初的愛心，這愛曾以新郎和新娘的婚姻及他

們新婚甜美的生活為象徵。那種完全的愛和向神的委身，已經開始冷淡

下來了。 
368-2 然而請注意，啟示錄 2:1形容主耶穌在教會中間，右手掌握著使者們。

雖然新婦已經墮落，整體的教會也變得混雜，但他還是不會離開教會，

因為教會是屬他的。根據羅馬書 14:7-9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們沒有一個

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若死

了，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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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酒和油盈溢。我打發到你們中間的大軍隊，就是蝗蟲、蝻子、螞蚱、

剪蟲，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補還［或作恢復］你們。你們必多吃，而得飽足，

就讚美為你們行奇妙事之耶和華你們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遠不至羞

愧。” 

這裡說神正要恢復。路德時代恢復不了教會，它只開始了一個改革；

衛斯理時代也恢復不了，靈恩運動時期也恢復不了。但神必須恢復，因

為他不能否認他說過的話。這不是教會的復活，這是恢復。神要帶領教

會回到早期五旬節時的原狀。注意第 25節告訴我們，為什麼我們需要恢

復？除了那根和一小部份的莖，蝗蟲、蝻子、螞蚱、剪蟲幾乎把一切都

給吃光了。我們知道所有這些昆蟲，其實都是指同一種昆蟲，但是在不

同的生長階段。是的，他們都是出自同一個敵基督的靈，一直在各時代

裡，透過不同的組織、宗派、和虛假的教義而彰顯。那可憐的小根和莖

將恢復原狀，神不會另立一個新的教會，卻要使他原來所栽種的，重新

結出原本的種子。正如第 23節所說的，神正是如此行：要先經過教導即

秋雨的滋潤，然後收割的雨，即被提的信心才會出現。 
380-1 因此我們正處在馬太福音 24:24完全應驗的時刻：“顯大神跡，大奇

事；倘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那些企圖欺騙選民的是誰呢？就是

那些假受膏者身上的敵基督的靈。這些虛假的人奉耶穌的名而來，聲稱

他們在這末日得到了神的恩膏。他們是假彌賽亞（受膏者），他們聲稱

自己是先知，但他們與神話語合一嗎？根本沒有！他們總是在神的話語

上加添或刪減！沒有人否認他們身上有神的靈所彰顯的各樣恩賜。然而

他們就如巴蘭那樣：他們都有各自的節目，籌款的呼籲，和恩賜的運用，

唯獨對於神的話語卻總是否認或回避！惟恐會因此引起爭論或異議而削

減他們取得更大利益的機會。不過他們還是傳講救恩和依靠神的大能而

得釋放的道理，就如昔日的猶大擁有基督所賦予的事工一樣。然而由於

他們是屬於錯誤的種子，所以始終都有錯誤的靈在驅使他們。 

虔誠？哦，他們比選民更加殷勤和熱心，不過那只是老底嘉人，並

非屬於基督，因為他們所追求的是大批人、大節目以及大神跡。他們也

傳講基督的第二次再來，卻否認先知使者的到來，雖然在大能、神跡和

真正的啟示上，這位先知使者都遠超過他們。哦，是的，在末日，這虛

假的靈與那真實的靈是如此的接近，以致你只能從它與神的話有偏差這

一點上才能辨認出它來；然而每當它因敵擋主的話而被逮到時，它總是

以一個我們已證實為虛假的論據來做這樣的申辯：“我們這樣有成就，不

是嗎？所以我們一定是屬於神的。” 
380-2 在我們結束之前，我想帶出這樣一個思想，從開始到現在，我們一

直在談論麥種：被埋葬，過後長出兩根芽，過後抽穗，然後長成真正的

穗子。這可能令一些人感到困惑，以為我們是否在說路德派信徒未曾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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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的復興和最後的啟動也尚未到來。其實它是一班不義的烏合之眾，正

在參與、享用屬靈的祝福和聖靈的彰顯而已，正如我們不斷向你指出的。

在它裡頭也有魔鬼的力量，因為有很多人曾陷在各種邪靈的控制之下，

然而似乎沒有人覺察到這一點。為了證明它不是真的，你可以看看這些

人（甚至在第二代人還未出現以前），他們又搞起組織，編寫各種不合

聖經的教義並各自築起圍牆，就如他們以前的其它團體所行的一樣。 
378-1 記得嗎？當主耶穌在世時，猶大也在世上。他們出自兩個不同的靈，

死後各往自己的地方去。後來基督的靈回來降在真教會身上，猶大的靈

也回來降在假教會身上。正如啟示錄 6:2-8 所記，“我就觀看，見有一匹

白馬，騎在馬上的拿著弓。並有冠冕賜給他。他便出來，勝了又勝。揭

開第二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二個活物說：‘你來！’就另有一匹馬出來，是

紅的。有權柄給了那騎馬的，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殺。又

有一把大刀賜給他。揭開第三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三個活物說：‘你來！’

我就觀看，見有一匹黑馬。騎在馬上的手裡拿著天平。我聽見在四活物

中，似乎有聲音說：‘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一錢銀子買三升大麥。油和

酒不可糟蹋。’揭開第四印的時候，我聽見第四活物說：‘你來！’我就觀看，

見有一匹灰色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死。陰府也隨著他；有權柄賜給

他們，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原文作死亡］，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

的人。” 

你看到猶大的靈是如何以一位白馬上的騎士回來嗎？它是白色的，

那麼像真實的，正如猶大那麼像耶穌一樣。有一個冠冕賜給了他（白馬

騎士），怎麼賜給他的呢？那靈如今在尼哥拉體系的領袖身上，他是一

個戴三重冠冕的教皇、以神的身份坐在殿中自稱為基督的代表。如果基

督的代表意思是代替基督或代表神，那麼教皇便是稱自己為聖靈或廢除

聖靈，代替聖靈行事了。那是猶大的靈在他裡面所做的。看他如何征服，

出來勝了又勝。基督並沒有那麼做，只有那些一早蒙父所預定的人，才

會去到基督那裡。猶大的靈會如此不斷繼續下去，正如我們曾說過的，

直到有一天他真正地化身在一個人身上，來當世界基督教協會的領袖。

他將藉著他的黃金（記住猶大提著錢袋）控制整個世界，那敵基督的體

系將擁有一切，並企圖控制每一個人。然而主耶穌將回來，用他再降臨

的大榮光毀滅他們，他們的結局就是火湖［啟 19:20］。 
379-1 真種子又如何呢？就像我們所說的，神必使用這位時代使者所傳真

理的話語，來預備好他的子民。在她裡面將具有五旬節的豐盛，因為聖

靈將帶領子民回復到他們早期的原狀。這是“主如此說的”。 
379-2 這是“主如此說的”，因為約珥書 2:23-26 應許說：“錫安的民哪，你

們要快樂，為耶和華你們的神歡喜。因他賜給你們合宜的秋雨，為你們

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樣。禾場必滿了麥子，酒與油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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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了，為要作死人並活人的主。”在十字架上他買贖了全世界的人，他們

都是他的，他是活人和死人的主。這指的是所有權，而不是關係。他在

那個有生命和死亡的身體中行走。 
368-3 在第一個時代種下的種子，將在第二個時代及以後的時代中生長，

直到成熟和收割。因此藉著聖靈的啟示，我們在士每拿時代裡可以看到

整體教會的歷史得到擴展和啟發。 
368-4 在這個時代中，從假葡萄樹而來的仇恨加增了。在第 9 節，他們已

經與真實的那群人分開，從他們當中出去了。他們是說謊的子，與他們

所自稱的完全不符。然而神是否毀滅了他們呢？沒有，“容這兩樣一起長，

等著收割。” 

“然而，神啊！他們必須被毀滅，因為他們正在摧毀你的子民，他

們正在殺害你的子民。” 

“不，由得他們吧！然而我要對我的新婦說：‘你們要至死忠心，並

要愛我更深。’” 
368-5 我們能肯定，這假葡萄樹就是撒但的葡萄樹，他們的集會是屬撒但

的。他們奉神的名集會並撒謊說他們是屬基督的，他們傳道、教導、施

洗、崇拜並領受基督所賜給教會的各種聖禮，然而他們並不屬於神。但

既然他們說他們屬於神，神就要他們向他負責，並且在每個時代都提起

他們並向他們說話。這使我們想起巴蘭，巴蘭擁有先知的職分，他曉得

親近神的正確方法，這可從他以潔淨的動物獻祭看到。然而他並非一位

真正的道的先知，因為當神告訴他不要去取悅巴勒王時，他卻經不住黃

金和名譽的誘惑，想方設法都要去，因此神就讓他去。由於巴蘭心中的

慾望，神那完美的旨意已換上了一個允許的旨意。神的確說過：“去吧！”

是否神改變了主意呢？不是的，先生。神總有他的方法，就算巴蘭去，

他總沒有辦法廢除神的旨意，神總有他的方法。失敗的是巴蘭，因為他

繞過了神的話。今天我們也有相同的問題，女傳道人［林前 14:34; 提前 2:12］，

人為的組織，錯誤的假教義等等。人們雖敬拜神，又有聖靈的彰顯，行

事卻正如巴蘭一樣，甚至當他們領受的使命與所啟示的道相反時，還聲

稱神曾經向他們說話。我不否認神曾向他們說話，但那只像神第二次向

巴蘭說話一樣。由於神曉得巴蘭把他內心的慾望淩駕於神的話語之上，

於是神就給了他所要的，然而事情最終還是按著神自己的方法成就了。

甚至今天，神仍告誡世人說，他們可以按心中的慾望去行，因為他們已

經拒絕了神的道。然而，神的旨意毫無疑問將依然得以成就。阿們！我

希望你們明白這點，這不僅能澄清一切，讓我們更清楚地明白所有時代

中所發生的事，它也特別在這個靈恩和外在祝福大大彰顯的末世裡，有

助於我們瞭解為何整個教會時期竟是那麼敵對“神的話所揭示的神的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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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1 假如曾有哪一個時代領受了一個又響亮又清楚的信息，那便是這個

時代了。那信息過去是，也依舊是舊約聖經的真理，“使女的兒子將逼迫

自主婦人的兒子，直到使女的兒子被趕出。”［加 4:29-30］這使我們曉得撒

但將藉著一群掛名的假基督徒，來發洩他對真基督徒的憎恨與褻瀆，這

將不斷地變本加厲地進行，直到老底嘉時代的末期，神根除那假葡萄樹

為止。 
369-2 預言的靈曾揭示給我們，屬世教會將在第三個時代中，採取尼哥拉

主義為教條。神職人員與平信徒之間的隔閡之所以加深，是因為他們背

離了以地方長老們（地方羊群的牧者），藉著主的話來管理羊群，這一

合乎聖經的真理，而轉去效法尼哥拉一党人的行為和制度。神職人員將

自己列入等級中，一個在另一個之上，這些違反聖經的做法，後來演變

成一個祭司制度。神職人員被安插在神與人之間，且被賦予特權，並不

斷否定平信徒擁有神所賜予的權利，這是篡權！它在那個時代已成為一

個教義，且在教會中被立為神確定的話語，其實不然，但神職人員還稱

它為神的道，因此那教義是敵基督的。 
370-1 由於人的管治純粹是政治性的，教會也就熱衷於政治。這樣的涉入

受到一位獨裁帝王的歡迎，他把教會的政治與國家的政治聯合起來，並

用武力建立起一個好像真宗教的假教會（撒但的假宗教）。隨著幾個帝

王頒佈的法令，我們發現假教會藉著國家的權力，更加緊地去摧毀真正

的葡萄樹。 
370-2 可悲的是，連真葡萄樹也受到這種教義的影響。我這樣說並不是指

真葡萄樹把尼哥拉主義設立為教義，完全不是這樣。然而那致死的小蟲

不斷地蛀吮著真葡萄樹，希望它會墮落。甚至在真教會中，那些蒙神呼

召作監督的人，也想把這頭銜的職權範圍，擴大到本地教會以外。當時

出現在教會中的這種做法並不是保羅明確的意願，因為保羅曾說：“他們

為我的緣故，而將榮耀歸給神。”［加 1:24］不管保羅擁有什麼權柄，他總

是使人一直仰望神，即一切權柄的源頭。然而神職人員總是在尋求神領

導的同時，又再加上人的領導，因而在那不該受尊榮的地方授予尊榮。

我們發現真正的教會受到了人文主義的玷污。隨著尼哥拉主義的設立，

即使徒的繼位，設立傳道人，選舉的牧師等，都顯示假教會離巴蘭主義

只一步之差了，進入“撒但深處”的第二步，也已在全面進行之中！ 
370-3 這第二步乃是巴蘭的教訓（啟 2:14），巴蘭教導巴勒用一個“聯合的

會議”來絆倒以色列人。在那裡，客人們要做兩件與神的道相違背的事。

你該記得，巴勒王需要他人的説明，來鞏固他的王國。他曾召來當時最

有權勢的屬靈人物巴蘭來，巴蘭就提供了他誘騙並毀滅以色列人的計謀。

首先，他建議他們雙方要坐下會談，並且一起吃喝，來消除矛盾。畢竟，

相互瞭解是大有幫助的。一旦做成了這點，後面的事情就好辦了。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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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叫眾人，無論大小貧富，自主的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額上，

受一個印記。除了那受印記，有了獸名，或有獸名數目的，都不得做買

賣。在這裡有智慧。凡有聰明的，可以算計獸的數目，因為這是人的數

目。他的數目是六百六十六。” 

要記住，那在刀劍下滅亡的是異教的羅馬帝國。然而她的死傷得以

醫好，那是由於她將羅馬掛名的基督教會及各種異教都聯合起來，而成

為神聖羅馬帝國，她將存留直到主耶穌回來毀滅她。羅馬並不是單獨那

麼作。她的兒女們正與她在一起，她將要藉著世界基督教協會去接管絕

對的權力。 

這對於一些人來說可能難以置信，其實這是十分清楚、有目共睹的

事實。因為就在此刻，各個假教會正在控制著政治，只要時機一到，那

個控制力量將會顯出它是何等的強大。這個普世教會聯合運動將會以羅

馬教皇為世界性的宗教領袖而告終，雖然這不是人們所期待看到的。因

此在啟示錄 17:3-6節已這樣表明：那淫婦、奧秘的巴比倫，騎在獸身上，

她正在控制這最後一個，即第四個帝國。羅馬天主教正在那麼做，羅馬

將通過掌管世界教會系統來控制一切，而這獸像（即教會系統）卻將服

從羅馬。因為羅馬控制著世界的黃金，因此所有的人都必須隸屬於世界

教會系統，不然就只好聽天由命，坐以待斃。因為凡手上或額頭上沒有

獸的印記，就不能做買賣。頭上的印記象徵他們必須接受世界教會系統

的教義，就是三位一體等等。手上的印記象徵要實行世界教會的旨意。

藉著這巨大的力量，各種教會系統將逼迫那真新婦。這獸像將企圖阻止

新婦傳道和教導等等；她的神職人員將被禁止把安慰和真理帶給需要的

人。然而在那敵基督化身在一個人身上，接管這整個世界教會系統之前，

真教會將從這世界被提與她的主在一起，神將接走他的新婦去參加羔羊

盛大的婚筵。 
377-1 既然這最後總結的一章是為了追蹤兩個教會和兩個靈，從五旬節直

到他們的大結局，我們就利用這最後的時間，在這老底嘉的時代說明這

一點。 
377-2 老底嘉時代始于二十世紀初。由於就在這個時代，真教會將回轉到

五旬節時新婦的原狀，我們曉得那就必須要有一個充滿動力的權能的恢

復。信徒們靈裡感覺到這一點，就開始向神呼求聖靈新的澆灌，就如第

一世紀所得到的一樣。 

當許多人開始講方言和彰顯聖靈的恩賜時，這似乎是神的答案；因

此很多人相信這的確是期待已久的復興了。其實不然，因為春雨只能在

秋雨之後降下，秋雨是教導的雨，而春雨是收割的雨。既然教導之雨尚

未來到，這怎麼可能會是真的呢？那位由神差來教導人們，並把兒女的

心，轉向五旬節父親們的心的先知使者還未來到，所以人們以為帶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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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想在這些毫無靈糧的牧場上，看守那些屬靈的死人。他們卻不曉得，

每一個團體都被同樣的錯誤所玷污。當復興的火焰減弱時，人為的組織

就接管了一切，人們就成立不同的宗派。他們只不過是掛名的基督徒，

雖然每一個團體都如羅馬天主教那樣，斷言他們自己是正確的而其它的

都是錯誤的。這階段其實是在預備著這些淫婦的女兒們，在最後的時代

回娘家，回到羅馬，她們母雞的翅膀下去。 
375-2 我們就是這樣進入了最後的時代，即老底嘉時代，這是我們的時代。

我們知道它是最後的時代，因為猶太人已經回到巴勒斯坦。不管他們如

何回到那裡，他們已經在那裡了。這是收割的季節，但在收割之前必須

先有一個熟透的階段，兩棵葡萄樹都必須先有一個成熟的時期。 
375-3 路德時代是春天的發芽；衛斯理時代是夏天的成長。老底嘉時代卻

是秋收的時候：收集稗子，以便捆綁焚燒；麥子歸倉，為主存留。 
375-4 這是收割的時代。你是否留意到莊稼接近收成的時候，雖然在成熟

的過程中有過真正的加速，後來卻是緩慢地生長下去，直到出現停止增

長的現象嗎？那不正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嗎？假葡萄樹正在流失，很多

人嚮往共產主義和其它各種的信仰，因而她的人數並不像她所要我們相

信的那麼有增長。她對人們的控制力也大不如以前了，而且在很多情況

下，上教堂就如去看戲一樣。 

真葡萄樹又如何呢，她是否還在增長？那些經常出席各樣復興大會

並響應呼召上臺的大量群眾如今在哪裡呢？他們大多數人的態度只不過

是一些情緒激動，或者只是渴望一些物質上的東西，而不是渴望真正屬

靈上的事物嗎？這時代豈不是正像挪亞進入了方舟的日子一樣，門被關

上了，然而神還延遲多七天才施行審判嗎？但是在那些寂靜的日子裡竟

然沒有一個人肯轉向神。 
375-5 然而這是收割的時候，那些使麥子和稗子成熟的人都必須在這個時

代出場。稗子已在敗壞的教師教導下迅速成熟，他們使人們轉離神的話，

但麥子也必須成熟，因此神就差遣一位擁有神所證實之事工的先知使者

給她，好叫選民能認出而接受他。他們必聽從他，就如初期教會聽從保

羅一樣，好叫她能在神的真道上成熟，直到成為一名道的新婦，在她裡

面將可以看到那些經常伴隨純淨的真道和信心的大能作為。 
376-1 那假教會的各派系將聯合成為世界基督教協會，這世界基督教協會

就是獸的像。啟示錄 13:11-18，“我又看見另有一個獸從地中上來。有兩

角如同羊羔，說話好像龍。他在頭一個獸面前，施行頭一個獸所有的權

柄。並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傷醫好的頭一個獸。又行大奇事，

甚至在人面前，叫火從天降在地上。他因賜給他權柄在獸面前能行奇事，

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說：‘要給那受刀傷還活著的獸作個像。’又有權柄

賜給他叫獸像有生氣，並且能說話，又叫所有不拜獸像的人都被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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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就是在一起崇拜，當然，主人稍加一點壓力，通常都會使客人跟著向

前走，遠超過自己的意願。那不止是發生在舊約時代神的教會，它也發

生在新約時代的教會。因為當時有一位帝王如同巴勒一樣，需要人來説

明鞏固他的帝國。因此康士坦丁就邀請了掛名的基督徒，即第一間羅馬

基督教會，來幫助他取得基督徒的支持，因為他們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團

體。結果，這就產生了在西元 325 年的尼西亞大會。無論真實的還是掛

名的基督徒，都因康士坦丁的邀請而聚集在一起。本來不該參加那個會

議的真基督徒也參加了，儘管康士坦丁竭盡所能來聯合他們，但當真信

徒發現他們不該呆在那裡之後便離去了。然而康士坦丁向那些留下來的

人給予政府經費及政治和物質的權力。偶像崇拜和通靈術被引入民間，

有刻上聖徒名字的雕像被安放在建築物內，人們被教導要與死人交談或

向已故的聖徒禱告，這實際上就是通靈術。人們真正所需要的食物，就

是神的道，已被政府所強行實施的教義、信條和儀式所取代了。最重要

的是，他們領受了三位神的教義，並給獨一的真神冠以一個三重複合的

名字。本來應該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字而行的浸禮，也被以奉三個稱謂的

異教水禮所取代了。 
371-1 真正的信徒根本就不應該去那裡，他們本來已經失去了很多真理，

現在他們又失去了對神性的瞭解，並在洗禮上放棄了名字，而代之以稱

謂。 
371-2 現在，要特別留意巴蘭的教義。首先要留意，這是一個蓄謀已久的

伎倆，要藉著一個腐敗的神職制度束縛人們與他們聯合，並有預謀地把

人們引入不信的罪中。尼哥拉的教義是一個敗壞的神職制度，他們內部

之間都在爭權奪利，而巴蘭的教義卻是藉著一個奴役人們的教條和崇拜

的體系來控制人們。請小心地觀察這一點：是什麼把人們束縛於掛名的

教會從而毀滅他們呢？就是那被編入教會宗旨的信條和教理。就是羅馬

天主教的教義。他們沒有得到真糧—神的話；他們得到的是從偶像崇拜

而來的食物，用基督教的術語包裝的巴比倫式的異教。這同樣的靈和教

義，現今也存在於所有的基督教新教當中，並且被稱為宗派。尼哥拉主

義就是組織，把教會的領導權人意化，從而廢除了聖靈。巴蘭的教訓是

宗派主義，以某教會的守則手冊取代了聖經。可惜直到今天，很多神的

子民仍被捆在宗派主義的陷阱中。神在向他們呼喚：“我的民哪，你們要

從她裡面出來，免得與她一同有罪，受她所受的災殃。”［啟 18:4］你看到，

他們很無知。如果此刻被提發生的話，這樣的無知不能在神的審判中，

成為你加入錯誤行列的上訴理由！ 
372-1 神職人員以一層層的等級組織起來，直到最後讓一位會長來當他們

的首領，就是那敵基督之靈的化身，不管他看起來多麼美妙和有必要，

這不外是人的理論取代了神的道。任何人若還留在有組織的宗派之中，



6  第十章 教會時代的摘要 

 

就是留在敵基督的系統之中。讓我清楚地說明：“我並不是反對個人，而

是反對這個體系。” 
372-2 由於政府和教會的聯合，黑暗時代的來臨是註定了的。事實上在之

後的一千年內，教會進入了黑暗的深淵，即撒但的深處。任何虔誠的人，

一旦接受了尼哥拉主義和巴蘭主義，又擁有了政治、經濟和物質力量的

支援，那對他們來說，只有一個去處，就是一頭紮進耶洗別的教義中。 

為什麼我們這麼說呢？因為我們在研究第四個時代時曾指出，耶洗

別是一個西頓人，是亞斯他特的祭司王謁巴力的女兒，其父是一位謀殺

犯。這女人為了政治的權益嫁給了亞哈（以色列王）。後來她控制了宗

教信仰，殺害了利末人，並建立了廟堂，她在那裡使人們崇拜亞斯他特

（維納斯）和巴力（太陽神）。耶洗別搞出一套教義，並安排她的祭司

們去教導，他們轉過來使民眾接受它。 

 這裡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掛名教會在黑暗時期是怎麼樣的。他們徹

底地偏離了神的話，只剩下一些與神性位格有關的名字、稱謂以及一些

聖經的原則。他們歪曲了一切所引用的經節，並更改經文的原意。他們

學院的主教們出版了大量的專題論文，他們歷代的教皇都宣佈自己是無

誤的，並說他們從神那裡領受了啟示，且以神的身份來向人們說話。這

一切都先傳授給神甫，他們通過恐嚇來迫使人相信；不同意的不是被處

死就是被開除教籍，這可能比死更糟；取而代之的是教會的一言堂。他

們濫用權力，飲盡殉道者的血，直到真正的基督徒幾乎都被滅絕，神的

道也幾乎蕩然無存，聖靈的彰顯幾乎完全停止。然而真葡萄樹掙扎這，

並生存了下來。神對他的小群仍是信實的，不管羅馬如何虐待他們的身

體，卻無法扼殺在他們裡面的聖靈，真理之光還在照耀著他們，聖靈的

大能還在支撐著他們。 
373-1 現在讓我們對其作一個透徹的分析：尼哥拉一党人的行為和教義，

巴蘭的教訓，和女假先知耶洗別的教導，並不是出於三個靈或構成三個

屬靈原則。這三個不同的彰顯乃是出自同一個靈，從一個深淵滑落到另

一個深淵裡去。這一切是怎麼一回事呢？其實它就是那組織的敵基督之

靈，彰顯於三個不同的階段之中。一旦神職人員分離出來，搞起組織，

就會再透過引人進入教會組織，並用組織來捆住人而壓制他們。這組織

是基於他們向人們所教導的信條和教義，而不是神純潔的道。禮節和儀

式在崇拜中的地位日益加強，不久整個體系成為一股好鬥和殘暴的力量，

而且它竭力通過宗教的言論和實際的能力來控制她所擁有的。它從自己

的假預言而非神的話語中取得能力。雖然它奉基督的名，但實際上它完

全是敵基督。 
373-2 經歷了一段似乎漫無止境的歲月之後，真理看起來肯定要死了，於

是人們就開始抗議羅馬天主教的邪惡。因為他們怎麼也想不通，神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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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種教導和行為的教會同在。這些抗議不是被忽視就是無法引起注意，

或是被羅馬彈壓而消失，然而本著神至高的恩典，他終於差遣了一個使

者，名為馬丁�路德，開始了一個改教運動。路德工作的時期正值羅馬天

主教擁有足夠的繩子把自己吊死的時候，因此當路德傳講因信稱義時，

數世紀以來，真正的葡萄樹第一次得到相當可觀的成長。掛名教會如何

在過去受政府的支持，而現在政府也開始反過來要對付她。這就是路德

犯錯的地方，也是其他真信徒犯錯的地方。他們容許政府資助他們，因

此這時代並沒有在神的道中走多遠。我們為了它所達到的地步而感謝神，

只是由於它過度依附政治的力量，這時代也就因成立組織而告終了；甚

至曾經從假葡萄樹中分別出來，屬於路德時代的那一班人，現在已回頭，

成了那淫婦的一個女兒，因為她又再次回到尼哥拉主義和巴蘭主義裡去

了。這個時代留下了很多派系鬥爭的傷痕，若要證明他們到底距離真種

子有多遠，只須讀一讀歷史，就可以看到他們是如何地彼此迫害，甚至

在某些情況下還置對方于死地。然而與每個時代都一樣，他們中間也有

一些真種子。 
374-1 我們為這世代中的一件事歡喜：改革已經開始了。它不是一個復活

而是一個改革。它也不是恢復，但那一粒曾在尼西亞死去，且在黑暗年

代中腐爛的麥種，現在已長出真理的嫩芽來了。這顯示著在將來的日子

裡，在老底嘉時代的末期，就是在耶穌回來之前，教會將要回轉成為一

位麥種新婦，而稗子也將被收割並丟在火湖裡被焚燒。 
374-2 第五個時代由於有了印刷術而使神的道得以廣泛傳播，第六個時代

很快就從中得益。這時代是恢復的第二個階段，就如我們所說過的，這

是一個抽穗的時代，教育十分充足。這是一個熱愛神又肯事奉的知識份

子的時代。眾多的宣教士，使神的道廣泛地傳播於世界。這是一個充滿

弟兄之愛的時代，一個福音大門敞開的時代，也是最後一個漫長的時代，

反而接下來的老底嘉時代將會是一個很短的時代。 
374-3 提到國內外真葡萄樹的人數，這時代的興旺是前所未有的。這時代

把聖潔的信徒推到最前線去。真葡萄樹向前發展，假葡萄樹卻向後退縮。

無論真葡萄樹到哪裡去，神都賜下亮光、生命和喜樂；而假葡萄樹此時

也原形畢露了，它是何等的黑暗、悲慘、貧窮、目不識丁和死亡。再者，

假葡萄樹在當權的日子裡，如何無法殺害真葡萄樹，真葡萄樹現在也照

樣無法帶領假葡萄樹歸向主耶穌基督。但是假葡萄樹固守陣地、自我鞏

固，只等待那最後時代的最後時刻，屆時它幾乎會把所有的人都再贏回

來，除了那一小群，就是神的選民，真葡萄樹。 
375-1 可惜在這個時代也有令我們感到悲哀的地方，因為我們覺察到，在

每一次神的偉大運動中（有很多次），人們都忽略了拋棄掉尼哥拉一党

人的教義，他們都因為搞組織而死去。之後他們還演變為不同的宗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