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本文乃譯者根據講員視頻，義務整理的私人筆記。今提供出來，獻給神和祝福眾華人肢體。請尊重講員以及譯者版 

權，除修改錯誤，請勿變更，刪減，加添等等，或進行商業行為。感謝神！祝福華人肢體全然領受神要祝福我們的  ！ 

 

【超越的使徒性教會】系列 ：過去的，現在的，以及將來的教會！ 

【第六部分】：到達艾奧娜，德州哥林多，和地極！ 

日期：2018年 4 月 22 日 

講員：Robert Heidler  

 
https://store.gloryofzion.org/collections/weekly-messages/products/weekly-message-april-22-2018-9-

30am-robert-heidler?variant=8165499961431 

（1：10：46） 

聖靈，我們歡迎袮來！我們歡迎袮的同在！我們歡迎袮的榮耀！我們歡迎袮

的能力！聖靈，感謝袮與我們相會！主，我禱告，袮現在打開我們的心眼，

開啟我們，讓我們對於所朝往的具有一個新的理解！我們感受到聖靈正用新

的方式在做工！袮正在全世界的教會做了不得的工作！所以主，請賜給我們

異象！賜給我們對於袮所正在做的能夠明白的聰明！我們為此來感謝袮！奉

耶穌的名！阿門！ 

我對於這一個系列的教導很興奮。而到目前為止，除非主賜給我新的啟示，

否則今天的教導將會是這個系列的最後一場教導，僅管有時候祂的出手是會

讓我們感到驚異的。 

在這個系列中，我們試圖要來領悟“超越”的意涵為何。就像 LeAnn 所說的，

我們都走過這條路。我們得救，受聖靈的洗，做了許多事；但是神說，還有

更多！告訴你的鄰居，“還有更多！”。告訴你的鄰居，“我要來超越！”。 

在這個系列裡，我們要來理解“超越”的意涵。因此，今早信息的主題是，

【超越的使徒性教會】系列 ：過去的，現在的，以及將來的教會;【第六部

分】：到達艾奧娜（Iona），德州哥林多，和地極！ 

 

在使徒行傳 1：8裡，耶穌提到，“你們就必得著能力“，這裡的『能力』，

它的希臘文是『dumanis』，意即神蹟的能力，超自然的能力。”聖靈降臨

在你們身上，你們會得到神蹟的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

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在這個系列中我們看到，大部分的基督徒認為自己知道教會應有的樣子，但

是他們通常都錯了。許多基督徒認為，教會就是一間你每週去報到一次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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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你進去裡面，唱些歌，聽一場講道，繳上你的奉獻，回到家，說道，

“我上教會了！”。但我要告訴你，這從來都不是神對祂教會的計劃。這樣

的“上教會”並不會改變世界。因此，在這個系列中，我們試圖要對上帝對

於教會所懷抱的初衷，獲得更清晰的了解。因為初代教會是運行在超過大多

數基督徒所能想像到的生命和能力中，而這改變了世界！ 

 

因此，當我們要結束這個系列時，今天早上我要以復習過去五週在這個系列

中所觀察到的做為開始。因為我們所觀察到的，正是我們大多數人對於教會

從未想像得到的一個圖像。 

 

首先，初代教會具有每位信徒都是被呼召來做耶穌所作的，這樣的異象。他

們從不具有基督徒就是週日早上來“上教會”的人，這樣的想法。他們也沒

有“門外漢”，也就是一個從未被訓練來做神的聖工的人，這樣的概念。每

位信徒都被期待要被聖靈充滿，發預言，醫病，趕鬼，拯救失喪的靈魂。 

 

使徒行傳 8：4，他們全都往各處去傳道。馬可福音 16：17-18，他們全都能

醫病和趕鬼。約翰福音 14：12，他們全都能行神蹟。耶穌說了，“我所做的

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並且要做比這更大的事”。歌林多前書 14章提到，他

們全都會發預言。告訴你的鄰居，“你能夠發預言！”。希伯來書 5：12，

他們全都應來教導。 

 

因此，他們擁有這樣的異象，每位信徒都會做耶穌所做的；並且不僅如此，

還有第二項，五重職事裝備每位聖徒來服事。他們並沒有遵循傳統的“牧師

模式“，由一個人從事所有的服事，而其它的會眾全都在旁觀。新約教會具

有五重職事，”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

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弗 4：11-12）。五種獨特的恩賜是為了

一個共同的目的–裝備上帝的子民來服事。 

 

在這系列的第一場教導中，我們看到它們是如何被設計來同工，以形成上帝

心意的承裝新酒的新皮袋。傳服音者為耶穌贏得靈魂；這是某些人的恩賜，

不論去到哪裡，他們很容易就為耶穌贏得靈魂。他們通常是在神蹟奇事中運

作。然而，當人們得救後，他們必須被安慰牧養看顧，就像是一名嬰兒基督

徒一樣，所以有牧師的存在。牧師會來安慰牧養看顧，但是上帝的心意不僅

如此，這就是為何神賜下先知。先知會給人們異象，“我很高興你被安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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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了，但聽著，你的生命是有著上帝對你的呼召！“。當人們對於上帝對他

們的呼召有了異象，這就需要教師來訓練和指引，”讓我告訴你，如何來運

用你的屬靈恩賜“，”讓我告訴你，要如何與神同行，享受祂的同在“。。

使徒是將所有的都設定秩序，使之得以順利運作，並在其事工上建立他們。

我們所有人都需要其它職分對我們的反饋。而當所有職分全都順利地同工，

每位信徒就能受到裝備，教會便成為地上一支大能的軍隊！ 

 

初代教會有五重職事來裝備聖徒。但不僅如此，第三項，每個地區都有使徒

性中心的設立，因此每位信徒都能夠支取五重職事的資源。今日有許多教會

聲稱，他們希望自己能在五重職事下運作，但感覺力有未逮，因為他們並沒

有全部這五重的恩賜。然而在新約中，五重職事的關鍵就是來設立使徒性中

心！當你閱讀使徒行傳的時候，你就會發現，每次教會滲入一個新的地區或

是一群新的種族時，她就會建立一個使徒性中心 - 那地區傳福音的灘頭堡；

一個教導和訓練中心；一個大眾聚集來慶賀慶典的地方；一個差派使徒團隊

出去服事的中心；一個眾教會得以支取資源的中心。經由與使徒性中心的相

聯，就算是一個小型的家教會，也能夠全然支取到五重職事的資源。 

 

（1：18：50） 

 

我們查考了耶路撒冷，安提阿，以弗所，哥林多的使徒性中心。這裡的每一

個使徒性中心都裝備聖徒，差派團隊，地區被轉化。最後，我們查考了羅馬

的使徒性中心。俗語說道，“條條道路通羅馬“，這也意謂著，從羅馬出發

是可以到達你所要去到的每一個地方的。因此，羅馬的使徒性中心所差派出

去的團隊，去到當時世人所知的每一個地區，並且在他們足跡所到之處設立

新的使徒性中心。與使徒性中心聯結的結果就是，教會不再是軟弱和孤立的；

他們是使徒性地相聯起來。就算是一個只有 4，5 名成員的家教會，也能支

取使徒，先知，教師，牧師和傳福音者的資源。其結果就是，五重職事的事

工興盛起來，聖徒被裝備，屬靈恩賜被釋放，教會成為一個超自然的教會，

出現各式各樣神蹟奇事。 

 

初代教會在每個地區都設立使徒性中心，讓每位信徒都得以支取到五重職事

的資源。第四項，聚集在使徒性中心慶賀大型慶典，藉此而信心加增。在耶

路撒冷，他們是在殿堂裡聚集；在以弗所，他們是在推喇奴的學房裡聚集；

而許多時候，他們就在開放的田野中聚集。也有許多人在聖經節期時回到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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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撒冷，參與盛大的慶典。這些盛大慶典是來傳道，教導，喜樂地讚美，神

蹟奇事湧現，許多人得救的時候。當你身處這樣的氛圍中，會讓你的信心加

增。 

因此，他們是在大型慶典中聚集，讓信心加增。除此，第五點，他們也在稱

為 SYNAXIS 的地方聚會。SYNAXIS 通常是在一個人的家中舉行，這是一個鼓

勵每位信徒都來發展和操練屬靈恩賜的聚會。SYNAXIS 是一個希臘詞彙，意

思是一個“聚會”，一個“聚在一起“，或是一個“團圓“；這是屬靈家庭

的一個團圓。 

在這系列的第一場教導中，我們根據聖經經文來描述實際的場景。首先，聚

會通常以一段歡樂的讚美開始。經過一段讚美，食物被捧出來，人們找到位

子坐下，預備被稱為“愛席”或是“Agape”的餐點。愛席開始前，其中一

位領袖會拿起杯子來祝禱，並傳遞這個杯子讓每個人都可以從這杯飲用。接

著他會拿起一條麵包，剝開，獻上感謝。也一個人接一個人地傳遞這麵包。

這就是原始的主的晚餐。一起共享主的晚餐表示我們都是家人，這是一個盟

約的餐點；這意謂著我們在盟約中對彼此聯結委身。 

聚餐完畢後，進入一段服事的時光。他們歡迎聖靈的臨到，繼續敬拜，直到

神有形的同在降臨，停駐在會場。在敬拜中聖靈在他們當中運行，分賜祂的

恩賜。在歌林多前書 12章裡對此有所描述；當人們聚集在一起，聖靈會顯在

各人身上。這人蒙賜智慧的言語，那人蒙賜知識的言語，又有一人蒙賜信心，

還有一人蒙賜醫病的恩賜，又叫一人能行異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

人能辨別諸靈，又叫一人能說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僅管每位信徒都有

個人的恩賜，但在這場景中，聖靈會在任何信徒身上彰顯任何恩賜。因此在

敬拜中，突然坐在那裡的一個人得到預言，另一個人得到方言，別的人說，”

我想我可以來翻譯這個方言“。有的人得到醫病的恩賜，可以來為病人禱

告。。。你永遠都不知道聖靈會來選擇誰。就像是神”跳舞的手“在聚會中

飛舞著，你永遠都不知道神的手會停在哪個人身上。告訴你的鄰居，“神的

手可能就臨到你！”。 

你永遠不會知道，祂的手會臨到誰的身上。神是可能選擇你來醫病？或是發

預言？你可能一輩子都沒有為病人禱告過，而當你在一個聚會中聽到別人說

他們需要得醫治的禱告。突然之間，你感到恩膏臨到你，聖靈催促你來禱告，

你按手在那人的身上禱告，而那個人得到醫治了！這是多麼令人興奮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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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人曾有過這樣的經歷？可能大多數的人都有過吧。當你按手在別人身上，

而那人得到醫治，這是不是讓人感到很興奮呢？ 

這就是 SYNAXIS 的最終目的！這是來操練屬靈恩賜，並學習如何來有效地運

用它們的時候！ 

我們在哥林多前書 14章看到對此的描述。經文提到，當你們聚會的時候，每

個人的角色都很重要。因為每個人都有恩賜。一個人可能有詩歌，或有教訓，

或有啟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來的話。。。這就是在 SYNAXIS 所發生的事

情！ 

在錫安的榮耀這裡，我們有好幾個不同的 SYNAXIS 聚會；我發覺這就是一個

SYNAXIS！有發預言，說方言，翻方言。。。你永遠都不知道神的靈要臨到

哪一個人身上。週三早上 6 點，中午，以及傍晚 6 點的代禱時間，我們也會

有 SYNAXIS。假如你來參加的話，神就可以使用你來釋放預言或是說方言。

我們還有好幾千間的家教會是與我們聯結的。請大家對在網絡上觀看的家教

會揮手。所有這些都被給予成為 SYNAXIS 的機會。 

（1：25：53） 

在今日大部分的教會裡，大多數的基督徒從未發覺自己的恩賜為何，因為他

們從來沒有得到嘗試的機會。然而在 SYNAXIS 中，每個人每個星期都被鼓勵

來操練屬靈恩賜。因此，大型慶典的聚集是信心的孵化器；小型的 SYNAXIS

聚會則是恩賜的孵化器。在家庭式的聚會中，每個人都被鼓勵來操練恩賜，

並立即得到他們所愛和相信的人的反饋，人們就得以快速地在恩賜中成長。 

慶典和 SYNAXIS 這兩種形式的聚會組成了一個新皮袋；在這新皮袋中，五重

職事得以裝備每位信徒以聖靈的能力來服事。教會就成為一個超自然的教會！

在使徒行傳 8 章裡我們看到，很快地，尋常的基督徒到處去醫病，發預言，

趕鬼，行神蹟。挺有意思的是，初代基督教的作家寫道，醫治成為教會的正

常活動之一。事實上，基督徒贏得『醫治者』這樣的稱謂。假如你是名基督

徒，人們會認為你就是個能來醫治病人，把鬼趕走的人。奧瑞金（Origin）

寫道，“因為聖靈的彰顯，基督徒把邪靈趕走，行許多醫治”。賈斯汀烈士

（Justin Martyr）寫給帝王，“我們許多的基督徒醫治了病人，把附在人身

上的邪靈趕走”。特土良（Tertullian）列出一個他目睹得到醫治的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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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單。安提阿的提阿非羅說道，“身體康復證明了復活的力量已經在我們身

上發揮作用。。。死亡逃離“。伊珥尼爾斯（Irenaeus）說道，”醫治的能

力是真基督教的標誌；異教徒無法醫治，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支取上帝的能力

“，他也見證看到所有的軟弱和疾病都得到醫治，意外所導致的殘疾得復員，

魔鬼被趕走，甚至經常有死人復活的事情發生！我們榮耀的錫安這裡還沒有

到達這個地步，但是我們在努力當中。再談到奧古斯丁，大部分人認為他是

名神學家，但他們不知道的是，奧古斯丁也有一個醫治的事工。他將他的教

會中曾出現過的醫治神蹟列出了一個 70個項目的清單，其中包括癌症得醫治，

盲眼得看見，聾人得聽見等等。每位基督徒都能醫治，這是理所當然的一件

事情。 

奧瑞金（Origin）寫道，“甚至最近才轉信基督的異教徒都可以來醫治。信

奉耶穌的希臘人和蠻夷人藉由引用耶穌的名而有時行出了驚人的醫治“。 

（1：29：13） 

讓我告訴你們一些事情。目前我們大概講了信息的一半了。我想，這是來發

出邀請的時候。我們不能光說不做，因此，這是我要大家來做的。我們要用

不同的方式來進行，你們不需要來到台前。假如你需要得醫治的禱告，請你

現在起立。請大家環顧四周，看看是否有站起來的人。聖經上說，假如你認

識耶穌，被聖靈充滿，那麼你的手就帶著醫治的能力。所以請大家看看周圍

是否有站起來的人，請你們走到他們身邊，按手在他/她的肩上，我們要來

奉耶穌的名，讓他們得醫治！ 

聖靈，我們感謝袮今天一整個早上都與我們同在！我們為所感受到的恩膏感

謝袮！我們感謝袮在我們中間所停駐的榮耀！現在，主，我們奉耶穌的名，

在這些需要醫治的人們身上，奉基督這位受膏者的名，耶穌這位彌賽亞，這

位醫治者，有著勝過敵人的一切能力，臨到人世來破壞敵人的陰謀詭計，醫

治所有受到敵人壓迫的人，因此，奉耶穌的名，請袮現在就釋放醫治的能力！

請求袮主！請求袮，聖靈！釋放出袮的醫治！主，我們憑信心來感謝袮已經

釋放了！我們感謝袮，主！為了袮醫治的能力！那些在家裡觀看的人們，我

們也將醫治的能力釋放到你所在之處！ 

這裡有些人感受到，在剛剛禱告的時候恩膏流經他們的手，神要你認知這點，

並常常使用它。過去人們曾說過，即使是最近才轉信基督的異教徒都可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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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治，不是一定得要劃時代的屬靈巨人才能來醫治；你只需要認識這名大醫

王，並行走在祂的能力中！ 

（1：31：52） 

請大家入座。 

初代教會成為一處每位信徒都被教導來做耶穌所做的。每位信徒都在聖靈的

大能中服事，其結果就是巨大的豐收。在第四世紀前，教會已經擴展到整個

羅馬帝國以及其境外，這真的就是超越！ 

然而，我們知道教會後來死了。第四世紀時，君士坦丁這位異教王逼迫教會

妥協，與羅馬的異教文化融合。當異教進入教會，聖靈就離開教會，教會就

死掉了。因著君士坦丁大帝下令須作的改變，教會失去了神超自然的能力。

所以，在君士坦丁的年代，死亡籠罩著教會。第六世紀時，教會只在君士坦

丁的軍隊無法施加法令之處得以存留。初代教會的最後一個餘民，就是位居

蘇格蘭和愛爾蘭的凱爾特教會（Celtic Church）。凱爾特教會是初代教會

最後一個存活下來的前哨站。 

 

來查考凱爾特教會所發生的事情是挺好的。她實際上是在持續進行使徒行傳。

對於新約以外的初代教會是如何運作的，她給予我們一個最清晰的圖像。因

此，在這裡我們要花一點時間來查考凱爾特教會。 

 

凱爾特教會的關鍵人物是愛爾蘭的派翠克（Patrick）。大多數人對於派翠

克有兩個認知；他是個愛爾蘭人，他也是個天主教徒。但是他兩者都不是。

他是在主後 389 年出生在羅馬帝國所屬的英格蘭。雖然他是在一個基督教家

庭中成長的，他卻是一個不跟隨耶穌的浪子。16 歲時，他被海盜俘虜，被賣

到愛爾蘭為奴。當他坐在山丘上，照顧他主人的羊群時，派翠克這個年輕的

奴隸回轉歸向神，“我常常禱告。。。神的愛，以及我對祂的敬畏與日俱增。

我的信心成長，我的靈被攪動“（注 1）。神最後先知性地對他說話，叫他

回家。因此，他跑走，搭船回到英格蘭，在那裡他立志來研讀聖經。最後，

神又對他說話，叫他回到愛爾蘭，將那片土地帶回給耶穌。 

 

派翠克在愛爾蘭所做的，改變了世界。歷經 30 年的服事，他將整片土地從

異教德魯伊教（the religion of druids）的掌控中轉變過來。就像其它的

初代教會，派翠克的服事包括醫治以及讓死人復活。一位作家描述派翠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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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盲人和瘸子，聾子和啞巴，癱患的，瘋人，痲風病人，癲癇患者，

所有身帶任何疾病者，奉三位一體真神的名全然恢復健康，這成了每日的例

行常事”，你難道不喜歡嗎？他每天都讓病人得醫治！“33 名死掉的人經由

這個『大復活者』，從死裡復活過來“。我想我們需要少一點”復興家

“（revivalist）而多一點”復活者“（reviver）！ 

 

我喜歡關於派翠克的這個故事。“當派翠克來到都柏林的時候，附近地區的

國王的年輕兒子去世了。當人們得知他那去河川洗澡的姐妹也淹死在河裡，

對他死亡的悲傷就更為加劇。她的屍體在河床被發現，擺在她兄弟的旁邊。

根據異教習俗，墳墓已經準備好了。在這個悲傷的時刻，傳言傳出派翠克，

這位奉未知神的名義能讓許多已死的人復活的人，已經抵達村莊。國王答應

派翠克，如果他的孩子們能復活，整個村莊都要受洗歸入新的信仰。因此，

派翠克，看到一個可以贏得眾多靈魂的良機，讓國王的兩個孩子都活過

來！”。 

 

讓我告訴你。當你開始做這樣的事情，你就能在很短的時間為耶穌贏得整個

國家的靈魂！ 

 

派翠克後來寫道，“藉由謙卑，上帝賜給我在蠻夷之民中行神蹟的能力！”。

派翠克對於他的服事如此總結，“雖然愛爾蘭人從未認識上帝，直到現在也

只是在崇拜偶像和那些可憎的，但最近在他們當中已經預備好了上帝的子民，

他們被稱為上帝的兒女”。 

 

我們需要明白這點。派翠克並非是一個神話人物。他沒有喝綠色的啤酒，也

沒有把蛇趕出愛爾蘭，他倒是把魔鬼趕出去了。他是一個行走在使徒性的基

督教，在聖靈的大能中運作，並且看到整個異教國家轉化過來的人物。告訴

你的鄰居，“這叫做超越！”。 

 

（1：38：08） 

 

派翠克的基督教是從何而來？他不是一名天主教徒。因為他在第一名羅馬天

主教的宣教士來到英國的 200 年前就已經存活在人士了。在他死後的兩百年

後，一名天主教的歷史學家寫了一段偽造的歷史，他聲稱派翠克是被教皇差



9 
 

 
 * 本文乃譯者根據講員視頻，義務整理的私人筆記。今提供出來，獻給神和祝福眾華人肢體。請尊重講員以及譯者版 

權，除修改錯誤，請勿變更，刪減，加添等等，或進行商業行為。感謝神！祝福華人肢體全然領受神要祝福我們的  ！ 

 

派去愛爾蘭的。但對此言論，甚至天主教的歷史學家也承認，這是從未出現

過的事情。 

 

我們知道他不是天主教徒，因為他所創立的教會並非是天主教會。凱爾特教

會並不相信天主教會所相信的。他們不相信靈魂的淨化（purgatory），也

不尊榮教皇。他們尊榮馬利亞，但不會對著她禱告。他們的“神父“和”修

道士“是結婚生子的。他們會讓信徒受洗，也慶祝逾越節和遵守安息日。他

們非常強調要裝備聖徒來服事。因此，研究凱爾特教會的人們常常會對掛著

凱爾特教會招牌的基督教感到困惑。許多人提到，他們受到彌賽亞猶太人非

常強壯的的影響。他們慶祝逾越節，而不是羅馬的復活節。他們在第 7 天休

息。他們甚至使用希伯來的時間表，一天是從傍晚開始，而不是早上。 

 

我們不禁迷惑，這樣的基督教是如何到達愛爾蘭的？多年前，我讀到一段非

常棒的文章，科羅拉多大學中世紀研究系所當時的領導人，朱莉亞·博爾

頓·霍洛韋（Julia Bolton Holloway）寫道，“派翠克最初的愛爾蘭傳奇

提到，他的家庭因為提圖斯（Titus）和維斯帕西安（Vespasian）帝王之故，

在主後 70 年逃離耶路撒冷，來到英格蘭。他們認為做為愛爾蘭的使徒，就

像是猶太人做為所有的使徒一樣，是很合適的”。當我讀到這一段的時候，

我真是瞠目結舌，備受敬重的中世紀研究的學者稱到，派翠克是位猶太人！

我絞盡腦汁，竭盡心力去搜尋任何一處可能談及派翠克生平的相關資訊，但

沒有任何一處也提到這點。多年以來，我一直在尋找相關的應證。幾年後，

我終於找到了！ 

 

關於派翠克最古老的其中一項記載，是出現在主後 1160 年著作的“倫斯特

之書”（Book of Leinster），這本書融匯了更早期的資料，以蓋爾文著作

的原文，被公開展示在都伯林的 Trinity College 裡。倫斯特之書的第 353

頁提到，“派翠克確實是以色列的後裔。當以色列的後裔因為提圖斯和維斯

帕西安的奴役而四散逃離時。。。接著派翠克的子孫也來到英格蘭。因為派

翠克的子孫是以色列的後裔，上帝賜予他在愛爾蘭洗禮和信仰的主權，並得

以驅逐惡魔“。 

 

因此，凱爾特教會是第一世紀的使徒性基督教的前哨站。是在主後 70 年，

由彌賽亞猶太人所植堂的。她給予我們新約之外的初代使徒性教會的最清晰

的圖像。當你查考凱爾特教會時，就好像在閱讀使徒行傳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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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翠克裝備聖徒來服事。他訓練“外邦“的愛爾蘭人以上帝的能力來服事。

他興起愛爾蘭的使徒。愛爾蘭的使徒包括女使徒布里吉德（Brigid），布倫

丹（Brendan），科倫巴（Columba），康格爾（Comgall）等等。他們運行

在初代教會的能力下，訓練門徒，贏得列國，在歐洲傳福音。 

 

凱爾特人有著非常有趣的外展策略。猜猜看那是什麼？他們建立使徒性中心！

天主教的歷史學家稱呼它們為修道院，但事實並非如此。在凱爾特的使徒性

中心，“神父“和“修道士”是結婚生子的。他們會進入異教的地域裡建立

起灘頭堡。它是一個使徒性的敬拜中心；長達幾世代，團隊不斷地進行 24/7

不間歇的讚美神。它也是一個使徒性的訓練中心，教導聖經、代禱、權能服

事，接著差派團隊出去改變地域！它並非是一個逃離世界之處，而是被設計

來滲入世界的！它們是真正的使徒性中心！ 

 

（1：41：25） 

 

從愛爾蘭開始，凱爾特教會擴展到蘇格蘭。那裡的關鍵人物是科倫巴

（Columba），他是出生在愛爾蘭的多尼戈爾（Donegal），具有貴族血統的

基督徒。主後 563年時，科倫巴帶著 12名跟隨者，也就是使徒性團隊，離開

愛爾蘭。他們開船到蘇格蘭，在艾奧娜（Iona）這個多石島嶼上建立一個使

徒性中心。這個使徒性中心是行走在五重職事的能力中的。身為愛爾蘭人，

每位信徒被教導要來閱讀和研究聖經，在超自然的能力下服事，操練代禱，

過逾越節和安息日。 

 

一個作家提到，“就服事方面以及與德魯伊教的競爭中，科倫巴與派翠克非

常雷同。他將水變成酒，止住風暴，潔淨井水，降雨，改變風向，趕鬼，讓

死人復活。艾奧娜成為傳福音到蘇格蘭和周圍族裔的基地。經由講道，趕鬼，

行神蹟，科倫巴和他的團隊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為主贏得整個北愛爾蘭！”。 

 

從艾奧娜開始，使徒性中心在蘇格蘭和英國。他們在英國的北海岸的林迪斯

法恩（Lindisfarne），至今仍被稱為“聖島“之地，建立一個使徒性中心

（注 2）。從那裡，他們南下到惠特比（Whitby），建立了一個外展到整個

英國的使徒性中心。這就是使徒性中心的模式！這就叫做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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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爾特教會是如何死去的？他們本來是做得挺好的。但，後來到底發生了什

麼事？凱爾特教會的死亡是從英國的惠特比開始。在主後 664 年的惠特比會

議裡，凱爾特教會對政治壓力屈服，與異教的羅馬教會對齊。而出現的主要

爭議是，教會應該要慶賀羅馬的復活節，還是基督教的逾越節？ 

 

當時的惠特比是從愛爾蘭到艾奧娜再到林迪斯法恩，具有很大潛力的第三代

使徒性中心。使徒性中心當時的領導人是一位敬虔的婦女，希爾達

（Hilda）；以及一位先知性的音樂家，凱德門（Cademon）。當凱爾特教會

從北部進入英國時，羅馬教會也從東部進入英國。問題在於，國王的妻子成

為天主教徒。因此，國王將凱爾特教會以及天主教會雙方的代表，詔至惠特

比會議裡開會。天主教會派了老練的談判者與會，他們說，“全世界都在慶

賀復活節而非逾越節，就如同君士坦丁大帝命令他們如此行的，那麼這些凱

爾特人以為自己是誰，能夠抵擋地球上所有基督的肢體呢？”。國王被他們

的說辭說服了。他命令凱爾特教會放棄逾越節以及許多其它的，成為羅馬教

會的一份子。 

 

當他們這麼做的時後，凱爾特教會就死亡了。有些凱爾特教會的領袖拒絕加

入，有些退回到愛爾蘭，有些回到艾奧娜又繼續 50 年來運作使徒性中心。

但在主後 717 年，烈克坦王（Nechtan）把凱爾特的領袖趕走，將艾奧娜變

成天主教的修道院。大部分的凱爾特教會屈服於國王的命令，放棄逾越節，

安息日，五重職事，以及根據聖經的傳統。結果就是，聖靈離開！ 

 

（1：47：35） 

 

初代教會在五旬節時，於耶路撒冷開始；也在英國的惠特比死亡。而今日的

惠特比原址，是由 12 世紀的天主教修道院的殘垣廢墟佔據著。惠特比本應

是一個充滿生命之處，但當你今天去到那裡，會發現那是一個被黑暗權勢奪

走的城鎮。惠特比實際上讓布拉恩·斯托克（Bram Stoker）激發靈感而著

作出“德古拉”（Dracula）這本書（注 3）。今日的惠特比是哥特文化

（Goth culture）的中心，慶賀吸血鬼、巫術以及撒旦教的地點。 

 

在惠特比出現的頭號問題就是關於逾越節。因此，在 2007 年，錫安的榮耀

帶領一個禱告團隊去愛爾蘭和蘇格蘭。我們去到愛爾蘭的凱爾特教會原址，

艾奧娜，以及林迪斯法恩。我們追溯凱爾特教會直到惠特比。我們在惠特比



12 
 

 
 * 本文乃譯者根據講員視頻，義務整理的私人筆記。今提供出來，獻給神和祝福眾華人肢體。請尊重講員以及譯者版 

權，除修改錯誤，請勿變更，刪減，加添等等，或進行商業行為。感謝神！祝福華人肢體全然領受神要祝福我們的  ！ 

 

的廢墟中聚集，集體悔改。接著我們就在惠特比慶賀逾越節。在初代教會死

亡之處，我們吹起號角，宣告我們盟約的根源恢復了，教會在惠特比失去的

能力已經歸回！ 

 

上帝要我們記得，好幾百年之久，凱爾特教會就像使徒行傳裡的教會一樣，

裝備聖徒來服事，藉由大神蹟，行奇事，顯異能，贏得失喪的靈魂；是初代

教會所經歷的能力，在地球上出現的最後一個遺址。而上帝要來恢復他們所

失去的！ 

 

我們結束在惠特比的禱告之旅，上了回到倫敦的遊覽車。回程中我回想這一

路的行程，我找到一個空位，預備好了就來求問主，“派翠克的能力是出自

何處？”。我準備要記下來主對我說的。而在我聽到主告訴我之前，我記下

第一個看似顯而易見的答案，“派翠克對於失喪的人懷抱熱情”。神制止我，

對我說，“不是的！他並沒有！”。神說，“派翠克是對神的國度有熱

情！”。我問主，“這中間有什麼差別？”。 

 

祂說， 

 

“對失喪的人的熱情，可能只是讓你對聖經的研究有進展；你定下決策，卻

沒有看到真實的改變。而對神國度的熱情，是一個來轉化區域的使徒性異象。 

 

對失喪的人的熱情是牧師型和傳福音型，且通常是因著罪惡感的驅使。對神

國度的熱情，是使徒性和先知性的，是由異象所驅使。 

 

對失喪的人的熱情差派人們去到孤立隔絕的地方，擺上自己的生命，結出少

數的果子。對神國度的熱情差派使徒性團隊帶著權柄出使，改變列國。 

 

對失喪的人的熱情舉辦聚會，邀請人們來參加。對神國度的熱情建立社區，

讓神的榮耀彰顯在地球上。 

 

對失喪的人的熱情贏得轉換信仰者，接著去到下個城市，來贏得更多。對神

國度的熱情建立使徒性中心，裝備轉換信仰者，差派出去奪得新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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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失喪的人的熱情很好，但常常無法結出效果持續的果子。對神國度的熱情

是上帝的策略，導致許多失喪的人們得著救贖。“ 

 

（1：51：50） 

 

我要告訴大家，我們正活在恢復的時代裡！在 20 世紀初，神恢復了說方言

和醫治的恩賜。在 20 世紀末，祂恢復了預言和使徒的地位。如同彼得魏格

納所言，現在我們正處在第二次的使徒性時代！目前在全世界，我們看到神

正在興起使徒性中心！恰克有時候稱呼他們為“自由的前哨站”。 

 

在這一個系列中，我們查考曾存在耶路撒冷，安提阿，以弗所，哥林多，羅

馬，艾奧娜的使徒性中心。這些全都煙消雲散，不復存在。好消息是，我們

現在有了一個使徒性中心，就在德州的哥林多！ 

我們的全球領域中心，是被神以使徒性中心興起。這裡是一個來慶賀節期，

敬拜慶祝的聚集之處。一個教會，家教會，以及其它事工的資源中心；數千

間教會和家教會是與我們對齊的。這是一個支取五重職事支援的中心；我們

所有的資源，都放在網絡上免費供應，你們甚至不需與我們對齊就可以也受

到歡迎來利用我們的資源。我們希望整個教會都被建造。我們也是個差派中

心，差派使徒性和先知性團隊去到列國。 

 

令人驚異的是，我們並不孤單！神在全世界都在興起使徒性中心！神要你知

道，使徒性教會已經歸回了！告訴你的鄰居，“這是來超越的時刻！”。現

在再告訴你的鄰居，“這是來攪動你的屬靈恩賜的時候！”。這是帶入豐收

的時候！ 

 

感謝主！感謝袮，主！請袮讓新的信心的恩膏臨到我們這裡的每個人身上！

讓恩賜被攪動起來！主，請袮讓我們看見豐收臨到！ 

 

請大家對身邊的人祝福禱告。 

 

（1：54：20）（完） 

 

 

 



14 
 

 
 * 本文乃譯者根據講員視頻，義務整理的私人筆記。今提供出來，獻給神和祝福眾華人肢體。請尊重講員以及譯者版 

權，除修改錯誤，請勿變更，刪減，加添等等，或進行商業行為。感謝神！祝福華人肢體全然領受神要祝福我們的  ！ 

 

注 1：可參考 - https://zh.m.wikipedia.org/zh-

tw/%E5%9C%A3%E5%B8%95%E7%89%B9%E9%87%8C%E5%85%8B 

 

注 2：可參考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ndisfarne 

 

注 3：可參考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ram_Sto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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