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召会的堕落—巴比伦的原则以及得胜的路（鸟瞰､诗歌补 504） 
Overview：巴比伦的原则就是装假，不看自己为寡妇，反倒荣耀自己，生活奢华的原则，是妓女的原则。当我们在自己的心思里，就是在巴比伦的原则里。当我们在灵里，就
是在今天的耶路撒冷里，其中有神圣的一。一切一半一半的，不绝对的，就是巴比伦，是神所憎恶的。完全为着神并绝对（燔祭），以及对三一神的享受（平安祭）这两方面
都是焚烧。我们每天早晨，要以焚烧开始，一天，都要在灵中一直不断的烧着。这是为了胜过我们里面巴比伦的原则。 

Ⅰ．巴比伦（希伯来文，

Babel，巴别）的原则是

人打算用人的能力（由砖

头所表征），凭人的努力

从地上造到天上： 

Ａ．石头是神造的，砖头

是人造的，是人的发明，

人的产物。 

Ｂ．照着巴比伦原则而活

的人，没有看见他们是有

限的，却以为他们有天然

的本事，能凭着人的努

力，就可以作主的工。 

Ｃ．神的建造不是用人造

的砖，靠人的劳力，乃是

用神所创造并变化的石

头，且靠着神的工作。 

Ⅱ．巴比伦的原则就是装假： 

Ａ．亚干所犯之罪的意义，是他贪

爱一件美好的巴比伦衣服，想要把

自己妆饰一下，让自己体面一点，

光彩一点： 

Ｂ．这就是欺骗了圣灵的亚拿尼亚

和撒非喇所犯的罪： 

１．他们没有那么爱主，却要显出

是那么爱主的；他们装假。 

２．他们没有甘心乐意把一切都奉

献给神，但他们在人的面前却假冒

是完全奉献的。 

C．什么时候，我们穿上一件与自

己实际光景不相称的衣服，我们就

是在巴比伦的原则里。 

D．因着要得人的荣耀所作假冒的

事，是凭着妓女的原则作的，不是

凭着新妇的原则作的。』 

Ⅲ．巴比伦的原则就

是不看自己为寡妇，

反倒荣耀自己，生活

奢华： 

A.唯有堕落的人，不

看自己为寡妇；就某

种意义说，在基督里

的信徒在今世是寡

妇，因他们的丈夫基

督不在他们这里了；

因为我们所爱的主不

在世界这里，我们的

心也不在这里。 

Ｂ．我们生活中任何

过分的就是奢华，就

是巴比伦的原则。 

Ⅳ．巴比伦的原则就是妓女的原则：』 
Ａ．巴比伦的目的就是要传扬人的名，否认神的名： 
１．以主的名之外的名称呼召会，就是属灵的淫乱。 
２．召会如同贞洁的童女许配基督，除了她丈夫的名以外，不该有别的名。 
Ｂ．巴比伦的意思就是混乱： 
１．在召会中我们不该有不同的说话；我们该只有一个心思，一个口，在一个职事之下，同
有一个独一的教训，为着一个身体。 
２．当我们在心思里，我们就在巴比伦的原则里；当我们在灵里，我们就在今天的耶路撒冷
里，其中有神圣的。 
３．我们不敢有任何的分裂，因为我们的丈夫基督是一位，并且我们这些作祂妻子的也是一
个。 
Ｃ．对于在巴别背叛的人，结果乃是分散： 
１．在古时，以色列众人每年三次要聚集在耶路撒冷；这与在巴别的分散相对： 
ａ．借着耶路撒冷这独一敬拜神的地方，祂子民的一世世代代得蒙保守借着耶路撒冷这独一
敬拜神的地方，祂子民的一世世代代得蒙保守。 
ｂ．耶路撒冷不仅表征我们的灵，也表征真正一的立场，就是地方的立场。 
ｃ．为了要从巴比伦出来，我们必须“在灵中，站立场”。 
２．设立另一个敬拜中心的耶罗波安的罪，乃是分裂的罪，由他个人的野心所造成，要得着
国度，王国，以满足他自私的愿望。 
Ｄ．巴比伦是神的物与偶像之物的混杂： 
１．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焚毁了在耶路撒冷神的殿，把殿中敬拜神所用的器皿全都带走，
放到他在巴比伦偶像的庙里２．在新约里，这个混杂扩大为大巴比伦。』 

Ⅴ．主在启示录里的呼召，乃是要祂的子
民从巴比伦，就是从背道的召会出来，回
到召会的正统： 
Ａ．神的话是说，一切有巴比伦性质的东
西，神的儿女都不能有分在内。 
Ｂ．神最恨巴比伦的原则。 
Ｃ．一切不绝对的，一半一半的，就是巴
比伦：１．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光，让我们
在光中审判我们里面一切向祂不绝对的东
西。 
２．当我们这样审判自己的时候，就是承
认我们也恨恶巴比伦的原则。 
３．求主赐恩给我们，不让我们在基督之
外求荣耀和尊贵。 
４．主所要我们爱慕寻求的，是作绝对的
人，不作活在巴比伦原则之下的人。 
Ｄ．神审判了那妓女，把她所作的工作、
所有的东西、所代表的原则，一起都摔碎
丢弃了，天上就有声音说，“阿利路
亚！”』 

Ⅵ．我们要胜过巴比伦的原则，就需要天天以基督为我们的燔祭；燔祭预表基督过一种完全且绝对为着神并满足神的生活，并在于祂
是使神子民能过这样一种生活的生命： 
Ａ．借着按手在作我们燔祭的基督身上，我们就与祂联结，祂与我们就成为一；在这样的联结里，我们一切的软弱、缺陷和过失，都
由祂担负，祂一切的美德都成为我们的；这需要我们借着合式的祷告操练我们的灵，使我们能在经历上与祂成为一。 
Ｂ．当我们借着祷告按手在基督身上，那赐生命的灵，就是我们按手在祂身上的这位基督，就立刻在我们里面行动并工作，而在我们
里面过一种生活，是重复基督在地上所过的生活，也就是燔祭的生活。』 
Ｃ．燔祭要留在坛上的焚烧处，直到早晨，表征燔祭该留在焚烧的地方，经过这世代的黑夜，直到早晨，就是直到主耶稣再来。 
Ｄ．灰是燔祭的结果，是神悦纳供物的记号；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表征在处理灰的时候，必须细致、纯净和洁净；他穿上别的衣
服，把灰拿到营外，表征以庄严的方式处理燔祭的灰。 
Ｅ．灰指明基督之死的结果是把我们带到尽头，就是使我们成为灰烬；把灰倒在坛的东面，就是日出的方向，含示复活；就燔祭而
言，灰不是结束，因为基督的死带进复活。 
Ｆ．神重视这些灰，因为这些灰至终要成为新耶路撒冷；我们被消减成灰，就把我们带进三一神的变化里；在复活里，我们这些灰被
变化成为宝贵的材料—金、珍珠和宝石—为着新耶路撒冷的建造。 
Ｇ．“坛上的火要在其上一直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早晨在上面烧柴，把燔祭摆列在上面，并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火要在
坛上一直不断地烧着，不可熄灭”： 
１．祭司每早晨在坛上烧柴，表征神的愿望需要事奉的人合作，把更多燃料加到圣火里，好加强焚烧，使神接纳燔祭作食物；早晨表
征焚烧的新开始。 
２．烧燔祭替平安祭的甘美立定根基；这指明我们应当将自己献给神作常献的燔祭，好为我们与神甘美的交通，就是烧平安祭牲的脂
油所表征者，立定根基；烧燔祭和烧平安祭，表征我们向着神的绝对，以及我们对三一神的享受，都该如火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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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创11:3 他们彼此商量说，来罢，我们作砖，把砖烧透。他们就拿
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4 他们说，来罢，我们建造一座城和一座
塔，塔顶通天；我们要宣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约书亚7:21 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二百舍客勒银
子、一条金子重五十舍客勒，我贪图这些物件，便拿去了。这些物件现今
藏在我帐棚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 
第二日：启18:7 她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你们也当叫她照样痛苦悲
哀；因她心里说，我坐着作皇后，并不是寡妇，绝不会见到悲哀。 
17:5 在她额上有名写着：奥秘哉！大巴比伦，地上妓女和可憎之物的母。 
第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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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妆饰，手中
拿着金杯，盛满了可憎之物，并她淫乱的污秽。 
第四日：启18:2 祂用强有力的声音喊着说，大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成
了鬼的居所，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恨之鸟的巢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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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这些事以后，我听见天上仿佛有大批的群众，大声说，阿利路亚！救
恩、荣耀、能力，都属于我们的神。 
第五日：利未记1:3 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他要
在会幕门口把公牛献上，使他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4 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
头上，燔祭牲便蒙悦纳，为他遮罪。 
第六日：加拉太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
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祂联
结所活的，祂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 
利未记6:9···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整夜在坛上的焚烧处，直到早晨，
坛上的火要一直烧着。 10 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把坛上燔祭所烧成的灰
收起来，放在坛的旁边；12 坛上的火要在其上一直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早晨在
上面烧柴，把燔祭摆列在上面，并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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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①：从巴比伦的原则、伪善、装假中得救 
到新约里召会起头的时候，第一个犯罪的是…亚拿尼亚和撒非喇。他们

犯什么罪？他们欺骗了圣灵。他们没有那么爱主，却要显出是那么爱主的；
他们装假。他们没有甘心乐意把一切都奉献给神，但他们在人的面前却假冒
是完全奉献的。这一个就是示拿的衣服。 

所以巴比伦的原则就是装假，实际上没有那样，在人面前却装作那样，
为要得着人的荣耀。神的儿女有一个危险，就是要在外表上装作属灵的样
子。许多所谓属灵的态度都是假装的，许多祷告的长短也是假装的，许多祷
告的声音也是假装的。…什么时候，我们穿上一件与自己不相称的衣服，这
就是巴比伦的原则。 

神的儿女因为要得着人的荣耀，不知道有多少的假冒。这是与新妇完全
不同的。假冒的事，是凭着妓女的原则作的，不是凭着新妇的原则作的。神
的儿女能被拯救脱离在人面前的装假，就是一件大事。…在召会里要得着人
的荣耀，要得着人的地位，这就是示拿衣服的罪，这就是亚拿尼亚和撒非喇
所犯的罪。假的奉献是罪，假的属灵是罪。凡是真实的敬拜，都得用灵和诚
实。但愿神使我们作一个诚实的人。 

在职青年篇 
日本的文化过度在意修饰外在和形式。过于在意修饰形式就容易忽视内

在的实际，而联于巴比伦的原则-装假。举个例子，日本人在公司作为项目
经理跟许多人共事时，很容易按照有没有先例、有没有被反对来下判断。这
些因素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并不是根本的因素。如果按照他们那样的做法，
就看不透项目的根本，不能创新地、也不能突破根本地研究问题。 

当研究商界成功案例时，会发现几乎在所有案例中的项目领导者，都不
会受制于先例而是按照创新的手法产生出新的市场，使项目得到成功。 

比如在职业棒球界，直到几年前都普遍认为不花钱的球队是撑不下去
的。但是去年日本第一的日本火腿、连续 2 年在中央联盟夺冠的广岛、今年
在中央联盟得第三并在季后赛得胜的 DeNA都是没有花钱而成功地经营了球
队。这些球队都是没有花钱赢得比赛，并且都从根本上考虑过怎样做才能保
证黑字经营。特别是 DeNA和广岛队，虽然选手的平均年收入很低，但是他
们赢得比赛，吸引了很多观众。 

作为在职者，你在公司的工作和召会的服事这两方面，需要从过度在意
巴比伦的原则中得拯救，特别是伪善、装假、修饰形式。呼求主名、操练
灵、将心思置于灵里如下祷告，“主耶稣，你嫌恶装假、伪善。但是我若按
照日本的文化生活的话，就会在无意识中过于在意修饰形式。那样就因过于
在意避免失败而看不见根本、走入迷途。请你救我从日本的文化出来。让我
能够随灵而行，不受制于先例，能够有看到根本的创新的做法。在职场中活
出基督，让我能够成为彰显出智慧和能力的职员。在主的名里祷告。阿们！” 
 

 

 

经历②：要胜过巴比伦的原则，对付一半一半的事物 

神最恨恶巴比伦的原则。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注意，到底在我们里面有多

少不是绝对的？一切不绝对的，一半一半的，就是巴比伦。我们要求神给我

们光，让我们在光中审判我们里面一切向祂不绝对的东西。当我们这样审判

自己的时候，就是承认我们也恨恶巴比伦的原则。求主赐恩给我们，不让我

们在基督之外求荣耀和尊贵。主所要我们爱慕寻求的，是作绝对的人，不作

活在巴比伦原则之下的人。 

燔祭乃指基督是绝对为着神的满足。要以甜美、平安、与安息满足神的

路，就是过一种绝对为着神的生活。我们既无法过这样的生活，就必须接受

基督作我们的燔祭。我们需要按手在祂身上，指明我们渴望与祂联合，与祂

是一，过祂在地上所过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包括被宰杀、被剥皮、被切割和

被洗涤。借着经过这一切过程，我们就会有一些东西献给神作燔祭，那就是

我们所经历的这位基督。 

中高生篇 

你不是把老师、父母、同学等说的话只听一半，而是要注意仔细地听。

认真听话并不是囫囵吞枣。而是仔细听他们所说的是什么，并作判断。建立

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就是要仔细听别人说话、基本的就是理解他们所说的是

什么，并且分辨是否该交往下去。只把话听一半的人、不把话听到最后的

人，因为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是什么，也就无法正确下判断。结果，就无法建

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请你从年轻时起训练自己好好地把别人的话听到最后。这会在以下的事

项中给你带来很大的益处。 

ⅰ)充分理解圣经所说的是什么，根据圣经节得以与主交通。许多时候，当

你用自己先入为主的观点来读圣经时，就无法读出圣经中的事实。这样神

的心意就无法传达给你，你就无法根据圣经节与主交通。 

ⅱ)将来你要就业、在研究所做研究时，必须要与你的主管或指导教授好好

沟通。只能沟通一半，是绝对无法成为有用的人才。 

ⅲ）将来你要结婚。配偶是你的补满、帮助者。但是如果你无法与配偶取得

良好的沟通，不只不能得以补满，反而会认为配偶是碍事的人。为了要建

立健康的婚姻生活，一定要训练好好听别人说话。 
一切不绝对的，一半一半的，就是巴比伦。你需要神的光照。这是为了让

你在主的光中审判我们里面一切向祂不绝对的东西。当你这样审判自己的时
候，就能够承认自己也恨恶巴比伦的原则。求主赐恩，不让你在基督之外求
荣耀和尊贵。愿你能活基督、过一种绝对为着神的生活。阿们。 



補５０４番 
１ バビロンを経て、 エルサレムに来た。 
いちをあかしし、 栄こうかみに！ 
きょう理、意見捨て、 霊のいちまもり、 
われらみないる、 地方しょうかいに。 
（復） ハレルヤ！ハレルヤ！  

ひとつおもいで、からだ建ぞうす。 
ハレルヤ！ハレルヤ！  
地方召会のなかに生きる！ 

２ かいふくのため、 さい司がひつ要。 
キリスト生きて、 栄こうかみに！ 
主にしん透され、 主にあり生きて、 
けんぞうされる、 地方しょうかいで。 

３ 神せいな権威の おうしょくを見る。 
われらはふくす、 栄こうかみに！ 
しょうかいのため、 その霊にふくす、 
これぞひつよう、 地方しょうかいに。 

４ さいだんに来て すべてをささげ、 
はんさいとなる、 栄こうかみに！ 
言いわけもなく かん全にふくす。 
ほかに余地なし、 地方しょうかいに。 

５ 土だい据えられ、 えい光あらわる！ 
かん喜たかまる、 栄こうかみに！ 
大いなるさけび、 ひびきわたって、 
てきぜんめつす、 地方しょうかいで。 

 
 
 
 
 
 
 
 
 
 
 
 
 
 
 
 
 
 
 

中補 507 
1. 聚集在耶路撒冷，完全脱离巴比伦， 

我们作合一见证，哦，愿荣耀归给神！ 
摒弃各样的教训，放下一切的异议， 
竭力保守灵合一，在众地方召会里。 
（副）阿利路亚！阿利路亚！ 

我们都同心合意，建造基督的身体。 
阿利路亚！阿利路亚！ 
我们如今活在地方召会里。 

2. 为使恢复能继续，祭司体系乃所需， 
惟此才蒙神称许，哦，愿荣耀归给神！ 
祭司神前过生活，完全被主浸透过， 
如此建造神居所，在众地方召会里。 

3. 我们眼睛须开启，看见君王的治理， 
神圣权柄得建立，哦，愿荣耀归给神！ 
为使召会得益处，先决条件要守住─ 
完全向圣灵顺服，在众地方召会里。 

4. 我们须就近祭坛，将一切全都奉献， 
如此事奉理当然，哦，愿荣耀归给神！ 
对此我们无争辩，绝对摆上心甘愿， 
召会合一得实现，在众地方召会里。 

5. 现今根基已立定！哦，何等荣耀显明！ 
我们都快乐高兴，哦，愿荣耀归给神！ 
让我们大声欢呼，将声音传到远处， 
并将仇敌全灭除，在众地方召会里。 

 
 
 
 
 
 
 
 
 
 
 
 
 
                                           
 
 
 
 
 

Hymn 1251 
1. To Jerusalem we’ve come, 

We are through with Babylon, 
We have gathered to be one, 
O glory be to God! 
Of the teachings we’re bereft, 
All opinions we have left, 
Spirit from the soul is cleft, 
In the local churches now. 
（C）Hallelujah! Hallelujah! 

We are all in one accord 
For the building of the Lord. 
Hallelujah! Hallelujah! 

We are living in the local churches now! 
2. That recovery may proceed 

Real priests are what we need— 
Those who live in Christ indeed, 
O glory be to God! 
Saturated with the Lord, 
They have Christ as their reward. 
These the building work afford 
In the local churches now. 

3. And the kingship we must see 
With divine authority— 
To this rule we’ll all agree, 
O glory be to God! 
To the Spirit we’ll submit 
For the church’s benefit— 
This is His prerequisite 
In the local churches now. 

4. We the altar must obtain, 
Have our all upon it lain. 
The burnt-offering must be slain, 
O glory be to God! 
This we never should dispute, 
For the church be absolute, 
All that’s otherwise uproot 
In the local churches now. 

5. The foundation now is laid— 
O what glory doth pervade! 
We are all with joy arrayed, 
O glory be to God! 
Let us raise a mighty shout— 
They will hear us far without, 
And the enemy we’ll rout 
In the local churches n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