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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教會的失敗，都與會眾在神學上和經驗上，把自己和神的國割離開來直接

相關。 離開神的國和聖靈賦予的大能，教會、牧師、各樣事工，都不會有任何

能力。 沒有這種可能性。 他們會有很好的組織才能，有很好的宣傳的策略，

擁有最好的技術支援，但是，在新約時代，這些都不會有能力。 這些是具有欺

騙性的贗品（仿製品）。 大部分教會所犯的第二個錯誤，是把他們自己重組，

以成為具有競爭力的宗派團體，然後彼此之間充滿戒心和懼怕。 個人的事工常

常也做同樣的事情。 耶穌愛教會，把祂自己給了教會。 我們也必須這樣！ 但

耶穌在福音書裡只有三次提到教會。 相反祂提到祂的國（神的國）有大約130

次。 與現代基督教不一樣，祂的焦點是在神的國。 如果我們要象祂一樣，我

們的焦點也必須是這樣！  
  
儘管我們各樣的宗派都有崇高的宗旨，有很好的慈善事業，但他們之間是彼此

排斥的，結果讓基督的身體分裂，削弱了教會的整體實力。 這種分裂的狀況，

只存在於地上的教會。 在神的國完全沒有這樣的分裂和缺乏能力。 耶穌說：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你們要去... 」『馬太28:18,19』神的國

就象統治祂的神一樣，是攻無不克的。 神願意讓教會和祂一樣，具有無往不勝

的能力。 只要教會在倡導自我中心和門戶之見，他們就是把他們自己和神國的

能力割裂開來。 結果就是功能失調的會眾，和沒有能力的事工。 「眼不能對

手說，我用不著你」『林前12：21』但這卻正是會眾們在做的事。 美國每個角

落都有教會，但他們都是用懷疑和懼怕的眼光彼此看待。 這種分裂主要從領袖

開始，很少有從普通會眾開始的情況。  
  
當耶穌告訴門徒「聖靈降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時，祂解釋了這個

能力的原則。 『使徒行傳1：8』五旬節，聖靈用天國超然的能力取代門徒人性

的軟弱。 在那個美妙的時刻，神用能力充滿那120個門徒，就象一個人在子宮

中受孕一樣。 當聖靈來到，一個全新的實體形成了--教會誕生了。 天國用祂

的榮耀觸摸了地球。 通過那看得見的教會，肉眼看不見的天國被安置在人手可

及的地上。 教會的第一個使命，是彰顯王和祂的國，而不是把吸引力引到它的

身上。 今天，教會只有一個神給的模式可以複製：就是使徒行傳裡的教會。 

沒有其它的模式。 沒有！ 那種認為耶穌建立了兩種教會—使徒時代的教會和

後使徒時代的教會—的想法，是一個謊言。 這個想法認為這兩種教會有不一樣

的能力、不一樣的指示、不一樣的成就。 去考查聖經！ 耶穌建立的教會，是

為所有的時代、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情況建立的！ 天國的福音是不改變的。 

現代教會之所以沒有能力，是因為他們不是為自己的失敗悔改，而是急於去尋



找藉口。 耶穌解釋過這個能力，祂說：「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就是神的國臨

到你們了。 「『馬太12：28』耶穌有記錄的事工，30%都是趕逐汙鬼。 天國在

耶穌的事工裡讓人不安的證據之一，是那些喊叫聲--魔鬼邪靈的喊叫聲。 在祂

那個時候，汙鬼們被責令用人聽到的話語承認耶穌的權柄。 儘管耶穌有時命令

它們安靜，『馬可1：34』它們的喊叫有特別的目的：信徒要以同樣的方式「口

裡認耶穌為主，」承認祂就是主。 『羅馬10：9-10』邪靈是被責令公開承認耶

穌基督主的身份。 這樣的公開承認，就是承認了撒但的失敗，它們自己的失

敗，就是這個世界的國，被我主基督的國征服了。 這對它們是一個非常痛苦的

宣告，是莫大的羞辱。 信徒的宣告是進入救恩，而邪靈的宣告是進入地獄。  
  
‘主說：‘我憑著我的永生起誓，萬膝必向我跪拜，萬口必向我承認。 ’」

『羅馬14：11』任何時候只要神國的權柄降在黑暗國度之上，就會有聽得見的

衝突發生。 我們讀到邪靈如何「大聲喊叫說，」『路加4：33』「鬼便叫他重

重地抽風，倒在地上，翻來覆去，口中流沫。 」『馬可9：20』「他遠遠地看

見耶穌，... 大聲呼叫說」 『馬可5：7』汙鬼「大聲喊叫，就出來了。 」 

『馬可1：26』。 同樣，在腓利和保羅的事工中，「那些鬼大聲呼叫，從他們

身上出來；」『徒8：7』「有一個使女... 被巫鬼所附... 喊著說，」『徒

16：16-17』。 仔細查看這些記錄在新約裡的事件，趕鬼是和邪靈「大聲喊

叫」相伴相隨的。 也可能會象那樣 「...倒在地上，翻來覆去」非常難受，那

個難受是加在那個邪靈身上的。 它不僅在基督的審判之下，而且是在魔鬼和其

它邪靈的面前被公開地羞辱。 神國至高無上的權柄行使在祂的領地上。 然而

現在，邪靈不會自願暴露它們自己，或顯示它們的地點。 但當與耶穌相遇時，

它們不得不這樣做。 因為它們被強制完全、絕對地臣服于耶穌。  
  
對於那些認為這樣的能力隨著初代使徒而結束的基督徒，聽聽第三世紀的德爾

圖良神父在他對羅馬參議院的演講是怎麼說的，他說：「帶一個明顯被邪靈所

附的人到你們面前來。 那個邪靈會遵照基督的跟隨者說話，它會立刻坦承它是

邪靈，而在別的地方它會聲稱它是神。 或者，如果你願意，帶一個被聖靈充滿

的人來，就象預想的那樣，他們會因為害怕對一個基督徒撒謊，而不會承認他

們是邪靈，這就證明他們是基督的忠實信徒。 ”  
  
「我們對邪靈使用的所有的權柄和能力是因我們提到基督的名，讓它們想起當

神把他們交到基督  —它們的審判官手裡的情形，它們知道有一天會臨到它們頭

上。 在神裡面對基督的敬畏，以及在基督裡對神的敬畏，讓信徒成為神和基督

的僕人。 這些邪靈整個思想和意識被那審判的火所佔據，所以只需要碰一下或

一個呼吸，它們就在我們的命令下，不情願地、痛苦地離開那些它們所進入的

身體。 這些汙鬼邪靈，在你們面前，被公開羞辱。 」德爾圖良神父並不孤

立。 另外一個第三世紀的基督教牧師，賽普勒斯人，寫到：「然而，這些邪靈



被永活的神嚴令要立刻服從我們的命令，降服于我們，承認我們的權柄，並且

被強制從它們所佔據的身體裡出來。 ”  
  
在過去的二十年，我實實在在地聽到數以百計的邪靈喊叫、哀號、威脅、祈

求、哭泣、嗚咽、請求憐憫。 有時它們會透過小孩用兇惡的聲音咆哮，『徒

8：7』，有時又會在成人身上象受傷的嬰孩一樣啜泣。 無論是在非洲、南美

洲、歐洲、亞洲、或世界其它的地方，汙鬼邪靈的表現都是一樣的。 他們害怕

基督，對神的話非常懼怕，當信徒帶著權柄說出神的話，它們會服從。 是真

理，而不是煽情，讓被囚的得自由。 我曾看見無數個酒鬼、毒品癮君子、忍受

精神和肉體痛苦的人，得到自由。 我們不會用「譭謗的話責備它們」，我們不

會尊崇這些墮落的邪靈，『猶大9』我會禁止服事團隊的人出於激情的情緒爆

發。 耶穌「只用一句話，就把鬼趕出去」『馬太8：16』（原文引述路加4：

36）我們也要這樣。  
  
你可能不希望在你的教會或事工裡聽到那樣的魔鬼邪靈的喊叫聲。 從前的猶太

人也不想在他們的會堂這樣。 但是請明白這點：如果神的國以大能臨到你，就

會有喊叫聲。 喬納森· 愛德華茲，殖民時代最偉大的宣教聲音，他說：「當

神的靈強而有力地降下來，在那眾多的人群中，將會有這樣或那樣強烈的、可

以看見的騷亂。 」如果地獄沒有因為你的講道被震動，你應該感到羞恥！ 如

果魔鬼沒有因為你的出現而恐慌，你要更感到羞恥！ 耶穌不在乎對祂的批評，

而是照直沖進邪靈的堅固營壘，讓被轄制的得自由。 當祂告訴我們如何禱告—

「願你的國降臨，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祂知道會有魔鬼的彰顯。 如果今天的

門徒經歷真實的神國的大能，整個地獄的捆綁都會被松開。 願事情就這樣成就

吧！ 耶穌進一步說：「我已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

的能力。 」『路加10：19』。 使用這個權柄吧，不然你會失去它。  
  
教會經歷失敗是合理的嗎？ 不合理。 耶穌應許：「我要將我的教會建立在這

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它。 」『馬太16：18』那「磐石」就是耶穌，就

是彌賽亞基督，是神國不可挑戰的統治者。 『馬太16：16』新約承認教會會有

苦難、教會會被逼迫，但教會不會失敗。 它會遭遇暴行、會有試驗，但不會失

敗。 魔鬼的攻擊會來，但教會永遠不需要投降。 在天國的規則裡，地獄會來

挑戰，但天國會得勝。 然而儘管耶穌這樣應許得勝，我們還是看到一些教會在

敵人還沒有來攻擊，就開始垮掉了。 無論這個崩潰是屬靈的死亡，是財務的毀

壞，是失去異象和動力，是嫉妒的態度，還是爭競，教會的失敗都是因為不願

意去和神的國認同（保持一致）。 沒有其它的解釋。 被神的國賦予能力的教

會是得勝的教會。 『林後2：14』如果神的國失敗了，神也就失敗了。  
  



建立在我們現代觀念上的教會，失敗是常事。 那神的國呢？ 永遠不會失敗。 

耶穌傳講的是「天國的福音，」『馬太24：14』「天國的道理，」『馬太13：

19』「天國的奧秘，」『馬太13：11』「天國的鑰匙」『馬太16：19』 「天國

的繼承人」『雅各2：5』祂「愛教會，為教會舍己。 」『以弗所5：25』自始

至終，祂都讓人的心轉向天上神的國。 我們所強調的與天國無關的教會的分離

的部分，是和耶穌的教導對立的。 耶穌對教會委身，但祂的焦點是在神的國。 

祂提到神的國有130次之多，但提到教會，只有三次。 『馬太16：18， 18：

17』  
  
現代教會所做的，剛好相反，是把聖命反過來，忽略祂天國的身份，只把祂和

有限的、看得見的會眾連接在一起。 我需要證據嗎？ 在全世界，有超過3萬個

註冊的基督教宗派。 每個都聲稱自己是正確的，比其餘的更有真理，是神話語

的捍衛者。 為要在屬靈上正確，你必須屬於它。 這樣的偏執和盲從，神國的

屬性和能力的丟失，是一定會發生的。 信條和宗派不會產生敬虔。 和耶穌的

關係才是那個根源。 不論神學上有什麼差異，一個敬虔的浸信會信徒和敬虔的

五旬節信徒、長老派信徒、衛理公會信徒，或其他別的信徒一樣，都有一顆清

潔的心。 恩典，而不是人的頭銜，讓人聖潔。 感恩的是，神看人的心，而不

是教會的招牌。  
  
請仔細聽我說：避免悖逆，要忠心降服于神。 留在神把你放在的那個教會或宗

派裡。 同時，要成為一位「神國」的基督徒。 求聖靈將神國的大能賜給你，

把神國的身份賜給你，讓神國的勇氣充滿你，並把神國的愛慷慨地給出去。 禱

告「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然後看神國的權

能如何改變你的生命和事工。 你會從你宗派的帳篷裡爬出來，看見神國的山四

圍環繞你。 那情景真是讓人歎為觀止，難以描述，充滿榮耀。 你會成為神國

的一個新人，你會喜歡你新的身份。  
  
自由主義已經把主流教會內在的東西拿走了，留給他們的，是地獄的不信。 在

許多的福音派「基要真理」教會，基於宗派的（對聖經的）詮釋，產生了同樣

的結果。 儘管通常看不出來，自由主義的效果和基要真理主義是一樣的。 前

者否認所有聖經的啟示；後者否認一些特定的部分。 二者都是致命的。 一個

是產生悖逆，另一個是產生宗教的律法主義。 從其中任何一個出來的教會都會

持續地死掉—就象一些全福音教會一樣。 同時，有件事也在發生，就是「有一

小片雲從海裡上來，不過如人手那樣大。 」『列王記上18：41-45』這一小片

雲會帶給美國教會極大的屬靈的雨水。 怎樣做到的呢？  
  
讓我最後把我的一個看見告訴你：我們正處在歷史性的一個轉變時期。 文化基

督教正從舞臺中消失。 真正的基督教正在返回，並將最終填補那個空缺。 這



件事如何發生？ 逼迫！ 我們正處在世界歷史的黎明時期，為實現所有末世預

言的舞臺，已經搭建好了。 在這個時刻，在地球這個行星上，有比以前所有世

紀總和的人還多的人，他們現在還活著。 在人類的歷史上，還從來沒有滿足這

麼多收割的條件，它們成熟了。歡呼吧！ 「神的旨意是快快成就/每個時刻都

展開/花蕾可能還有苦味/但是花是甜美的！ 」末後時代的教會會被浸泡在恩典

裡，象一位為丈夫妝扮好了的可愛的新娘一樣，她會象世上所見過最偉大的軍

隊一樣，滿有能力。 神的國將一定會來到！  
  
約翰衛斯理在兩個半世紀前對教會說：「當教會火起來，人們會從很遠的地方

跑來，看它燃燒。 ”  

哈裡路亞，就讓它著起來吧！  
  
Charles Carr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