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立
                               

目录 

 

壹、按立的意义 

 

贰、耶稣基督的按立 

 

参、旧约时代中的按立 

 

肆、新约时代的按立 

 

 



壹、按立的意义 

 

  每一次圣经里提到「按立」这个字的时候，都和执行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在旧约时

代中，无论君王、祭司、先知、或利未人，都须经过按立，才能进入在神面前事奉；然而这

些不过是预表，按立的真正属灵意义都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祂是神永远的计划，经过按

立，又是神计划的执行者。所以，当神的儿女们，真的要有分于执行神永远的旨意时，就当

非常严谨地注意关于按立的真理；回到神的话面前，好让祂的工作，在教会里不受亏损。 

 

按立的意义，简单地说，有三方面﹕ 

 

一、一个人经过了按立，就从神那里，为着祂永远的旨意，承受了一个神圣使命； 

二、一个人经过了按立，就能进入并执行神所托付的使命； 

三、一个人经过了按立，始能进入神所安排的事奉。 

 

贰、耶稣基督的按立 

 

  在圣经里，「按立」并不起源于时间中，乃是起源于永世。在永世里，神有一个心意，要

荣耀祂的儿子，让祂的丰满充满万有，并且以祂为万有之首。为此，神按立祂的儿子为基督

的时候，在天上是一件空前严肃的事；万有从祂而出，也藉祂而造。为了使这个计划达到完

满，神的儿子来到地上，道成了肉身，被钉十字架，复活而升天，成为教会的元首，建造祂

的身体，直到长成她的身量，与元首完全地联合。 

 

一、神的儿子被按立为万有的后嗣 

（来一 1~2；罗八 17；弗一 22~23） 

 

『就在这末世藉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 

 

  「神在天上有一宝贝，丰富无人能言述；永远心爱祂所宝贵，就是祂子主基督。」（圣徒

诗歌 271首）神的儿子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祂本体的真像，惟有这一位本是万有的承

受者。但在希伯来书第一章 2节里，说出神永远旨意里非常重要的一环。为了教会，神特特

按立祂的儿子为万有的后嗣，好使教会与基督同作神的后嗣；而神儿子的丰富就经过教会而

充满万有，神的心意得着满足。 

 

二、神的儿子被按立为基督 

 

『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徒二 36） 

 

使徒行传第二章 36节里的「立」是一个特别的字，可以有许多的译法。这里说出，神设



立祂，因祂有资格完成神永远的计划。那一天是五旬节，是教会产生的日子、在弟二章里，

彼得解释这件伟大事情的发生。第 36节解释整篇信息 重要的结果——神立主耶稣为主、为

基督。从此，祂要开始建造教会的伟大使命和工作，因为祂﹕ 

 

1.从死里复活，完成元首的使命（徒二 22~23） 

2.被枢纽额缘右手高举，登上了宝座（徒二 30） 

3.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徒二 33） 

4.完成了祂的工，等候仇敌的完全降服（徒二 35） 

5.神立祂为弥赛亚（基督），命祂完成、执行神的计划（徒二 36） 

 

  祂经过这个神圣而严肃的手续——神按立祂，而开始一切新造的工作。我们乃是祂手中

的工作，祂要一直把我们制作到完全，带到完满，直到新耶路撒冷出现。所有神圣的事工都

源起于基督的被按立。 

 

三、神的儿子被按立为大祭司 

（来七 17、21~22、27~28） 

 

『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只有耶稣是起誓立的。』 

『但在律法以后起誓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 

 

  大祭司的工作就是经营神家的工作。主耶稣基督乃是旧约里一切大祭司意义的总归。祂

是神的儿子，暂时比天使小一点来到地上，在肉身中胜过所有的试探；因着神的恩，为万有

尝了死味；借着血肉之身，败坏掌死权的，从死里复活，被神按立为永远的大祭司。祂在复

活里来经营我们，成全我们，直到神家的实际出现，而新耶路撒冷城达到完满。这一切都起

源于祂被按立﹕ 

 

1. 经过一切试探，二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来二 18） 

2. 从死里复活，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来四 14） 

3. 成为先锋，为我们进入幔内的大祭司（来六 20） 

4. 照无穷生命之大能，而为祭司（来七 16） 

5. 长远活，为圣徒祈求的大祭司（来七 25） 

6. 高过诸天，圣洁无玷污的大祭司（来七 26） 

7. 一次将自己献上，成就永远救恩的大祭司 （来七 27） 

8. 成全律法所有的要求，神的儿子为大祭司，成全到永远。（来七 28） 

 

四、神的儿子被按立为活人、死人的审判者 

 

  『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作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徒十 42）



审判是完成神永远旨意的 后一步手续。在创造里，因着天使和人堕落，神的计划没有完成；

神借着祂儿子的救赎来完成；当日子满足，借着救赎没有完成的，要在审判里来完成。它的

意义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为要将新妇显出来；所以，启示录第十九章四次宣告「哈利

路亚」，从天上、从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活物，从宝座，发出呼声﹕『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

神、全能者作王了。』而 终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就是耶稣基督；在祂从死里复活时已经被

神按立为审判的执行者，好完成神计划的 后一步工作。 

 

五、神的儿子被按立为万有的估量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藉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

人作可信的凭据。』（徒十七 31） 

  这处圣经，说出神建造祂教会的原则；而我们一切的工作都包括在这原则里面。保罗说

﹕『我......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林前三

10）这根基是耶稣基督，有人用草木，禾秸在上面建造；也有人用金、银、宝石在上面建造。

前者是出于人的肉体和血气的工作，后者是「基督」的工作。神用来判断这两等工程的度、

量、衡，乃是一个活的人（The Living person）——复活的基督。神用基督来估量每一件事、

每一部建造；是基督的，才能包括在新耶路撒冷范围之内。若不是出于基督的， 属灵的原

则或 美好的事物，都在新城范围之外；甚至成为 混乱和敌挡神永远旨意的事物。复活的

基督是建造教会的根基，也是教会中所有事物的审判和估量。为着神永远的计划，神已经立

神的儿子，成为估量万有的标准和衡量。 

 

  耶稣基督的被按立是一把钥匙，开启了所有新旧约时代中「按立」的目的与意义。 

 

参、旧约时代中的按立 

 

一、君王（首领）的按立 

 

  『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诗

八十一 5） 

 

  诗篇第八十一篇述说雅各的神，在祂百姓以色列身上工作的法则。当祂攻击埃及地的时

候，祂按立约瑟为一个见证，是掌权的见证。约瑟是新约里的「爱子」 完全的预表。当神

的家遭遇极大危机时，神按立约瑟，扭转神家的命运；胜过一切仇敌的权势。他在大饥荒和

大艰难中，完成了神在那时代里所要成功的旨意。约瑟不但是一个掌权的职分，他身上也兼

有先知的职分，因为第 5节又说﹕『在那里我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从摩西和大卫的身上，

我们也看见这两个职分，发生非常密切的关系。 

 

二、先知的按立 



 

  『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

先知。』（耶一 5） 

 

  当神召耶利米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想到这样伟大的呼召会临到他。而且他所处的那个

时代，其环境的艰难远非他所能承当得起。但是有一件事发生了——神按立了他。『你未出母

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按立）你作列国的先知。』（耶一 5） 

 

  这节圣经不仅说出「按立」的神圣意义，更显明先知职分的重要。新约以弗所书第二章

20节﹕『......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第四章 11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

知......，』先知是主建造教会的根基。所以，神按立耶利米作列国的先知，不是因为他的恩

赐，也不是因为他的努力；乃是为了祂永远的计划，神在他未出母胎时就分别他为圣，又按

立他，使他进入执行神的神圣使命。在耶利米的一生中，他所遭遇的都是反面的环境；这是

一个见不着任何果效的先知职事，何等令人困惑、消沉和疲倦。但是，他先知职分的根基，

建立在神的按立上，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从不摇动；所以，从大卫的职事到恢复的职事

之间（被掳归回的时代），耶利米成了 关键的一个先知。 

 

三、祭司的按立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按立）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来五 1） 

 

『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按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来八 3） 

 

  前面一节圣经，解释了所有旧约中的祭司，都是被按立后，才能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他

们经理金灯台、香坛、祭坛和香坛的火不至于熄灭而一直点在神面前。第二处圣经，说到大

祭司替人来到神面前，必须有所献，献上祭物替人赎罪，使人能来到神面前。旧约中的大祭

司不过预表神的儿子为大祭司，他们尚且经过神的按立；所以，神的儿子更是经过神的按立，

而将自己献上，亲自执行并成全属神的事物。 

 

四、利未人的事奉 

 

『被按立守门的人共有二百一十二名......是大卫和先见撒母耳所派当这紧要职任的......

按班次看守耶和华殿的门。』（代上九 22~23） 

 

  守门的人，好象不是一个很高的地位，但在经营神家时，这个职守是非常重要的。他们

在看守见证的人中，是第一关；担着 重要的责任，要检查一切从门进出的事。他们要儆醒

看守，不容仇敌侵入，凡不是基督的事物，都不能进入圣殿。弱这个职守失败，或没有这个

职守，圣殿就会落入极荒凉的情形中。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祂洁净圣殿，就是尽这个属灵



的职守——看守耶和华殿的门，因为『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太二十一 13）利未人的事

奉，即使是看门的，都得经过神的按立，因为这些职守都与执行神的计划有关，他们被按立

后，才能进入神圣的使命。 

 

肆、新约时代的按立 

 

  前面曾说过，神儿子的被按立，是把钥匙，开启了新旧二约里所有圣灵按立的意义。而

新约时代的按立，更加倍重要于旧约的按立，因为新约的时代，是直接说到执行神的工作，

进入教会的建造，把神的旨意带到完满。神在完成祂永远旨意的过程中，按立人受托付，按

立人执行使命，按立人进入祂所安排的工作岗位。 

 

一、受托的按立 

 

1.十二使徒的按立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可三 14） 

 

  十二位门徒经过主按立他们，才成为使徒。「十二」是个行政的数字。当初神用十二支派

作为祂在选民中工作的根基；但耶稣基督开始了新约时代，并且为了新国度的工作，设立新

的行政。当工作开始时，主按立十二门徒为使徒，使他们与自己同在。差他们去传道。从这

十二位使徒的身上，显明按立的严肃意义﹕经过按立，承受托付；经圣灵认可，而进入神永

远旨意的执行中。在这里的「传道」，远超过今日一般所说的「讲道」；十二门徒乃是进入主

托付他们的神圣使命，所以他们成为新耶路撒冷的根基。 

 

2.保罗的按立 

 

『他舍自己作万人的赎价......我为此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作外邦人的师傅，教导他们

相信，学习真道。』（提前二 6~7） 

 

  主耶稣不仅按立了和祂肉身中同在的十二位使徒，当祂复活之后，在圣灵里面也按立了

保罗为使徒。这些按立。都是为着一个伟大的目的——经营神奥秘的事。保罗在这封书里，

对提摩太说 后的话，给他 后的指示；他回头述说在他职事的起首，是耶稣基督按立他。

作使徒、作外邦人的师傅。他一生的职事乃在于一个异象的两面﹕元首与身体；一面阐明基

督的奥秘，一面建造基督的身体。这是一个经过神圣按立，而在神永远旨意上，承受托付与

使命的人。 

 

3.众使徒的被按立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

立基督的身体，』（弗四 11~12） 

 

耶稣基督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就赐下各样的恩赐，这些人乃是为了教会的建造。除

了保罗和十二使徒之外，新约圣经还提到其它的使徒们，如安多尼古和犹尼亚等人（罗十六

9）。教会建造的工作，开始于复活的主吩咐众使徒，要继续到她达到长成完满的身量。为此，

圣灵在使徒时代，为教会设立建造的职事；历代以来，祂仍然设立人进入这个建造的工程。 

 

二、执行的按立 

 

1.属灵执事的按立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里提到，『我们与神同工的......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这一

章通常把称为执事章，说出一个属灵执事的伟大表现，保罗自己正是个美好的榜样。以弗所

书和歌罗西书，阐明他受托的异象；腓立比书记述他的经历；而哥林多后书，特别重在他的

生命和表现。一个属灵的执事，他的异象、经历、生命，都是为着建造教会；而建造教会就

是他的职事，这与外表的职位有极大的分别。一个人有外表按立的职位，他不一定是个被圣

灵按立的属灵执事。但一个被按立的属灵执事，并不受有无外表职位的影响；因为重要的是

他在神面前的身份，这个人是经过神所认可的，定命进入祂永远的使命，执行神的工作。 

 

2.长老的按立 

 

  除了属灵执事以外，长老（监督）和执事是另一条建立教会的线，所以，作长老的人也

都必须经过按立。 

 

（1）保罗亲自按立长老（徒十四 22~23） 

 

  神把按立长者的权责，委托给一个被祂按立的属灵执事；像保罗这样的人，或说是一个

被按立的使徒职分。按立的意义是非常神圣而严肃的，所以保罗在按立长老时，让后来的人

看见他的态度何等战兢；不仅选立时不能轻忽，按立后，更当负被立之人的责任。按立长老

是建造教会的一大关键，可以给教会带来祝福，也困难造成难处，保罗在路司得等地，劝门

徒们恒守所信的道，又为他们在教会中选立长老；为了这些长老，保罗和巴拿巴特别禁食祷

告，然后交在所信的主手中。 

 

（2）保罗派提多按立长老 

 

『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多一 5） 

 



  提多是受保罗所带领的一个同工，又是这些同工们中的长者，被保罗差派去革哩底按立

长老。像这样的人，必须是保罗所认可、教会所承认的工人；而他自己，更须是一个被按立

的属灵执事；所以，当保罗派提多去按立长老时，在神儿女心中的份量，就好象保罗亲自按

立一样。 

 

（3）保罗的按立，是圣灵的按立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对他们说离别前 后的话，特别

提到，『圣灵立你们在全群的监督』。当初保罗按立他们的时候，不但里面受圣灵的引导，明

白圣灵的意思，并且是在圣灵的印证和权能下作的，所以他如此劝勉以弗所的这里面﹕要他

们为着自己谨慎，也为着群羊谨慎，按这一段话来看，从这些被按立的人中，有一个人间会

成为那 凶暴的豺狼，不爱惜群羊，说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随他。保罗虽然知道有这个危

险，但又按立他，这是圣灵境界自己的微妙；像主耶稣明知犹大是将要出卖他的人，却仍接

受他作使徒。保罗是个尊重圣灵的人，在按立这件神圣的事上，必须让圣灵掌权，显出祂印

证的凭据。 

 

（4）长老被按立，为着教会的建造 

 

  长老们的功用和职守与使徒们不同，但他们被按立的目的仍是一样——如今我把你交托

神和祂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无论是使徒、是长老，

他们被按立都为着进入神旨意的执行，在教会里尽心竭力，完成神在他们当中的工作，使教

会的身量得着增长。 

 

3.执事的按立 

 

『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能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

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司提反，乃是大

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利、伯罗哥罗、尼迦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

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徒六 3~6） 

 

  关于执事，圣经里没有按立这个字，都是选立，但在使徒行传里，使徒们仍旧按手在他

们头上，将执事的职分托给他们。这七位执事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能充足的人。以

后有关教会中执事的名份的真理，是出于保罗的，但其中属灵意义的精髓仍是出于使徒行传

第六章。所以，对执事的选立，神的儿女应该有一个认识﹕这并非一个地位的设立，也非一

件事情的安排，它仍然是为着使人有份于经营神奥秘的事，这是基督的生命在教会中另一面

的彰显。 

 

三、工作的按立 



 

1.神家中的管家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

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

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

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治他〔或译：把他腰斩了〕，定他和假冒为

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太二十四 45~51） 

 

『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

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仆人若心

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

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治他〔或译：把他腰轧了〕，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

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惟有那不知

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路十二 42~48） 

 

  这两处圣经所涵盖的范围扩大了，其重点乃在于被按立之人的属灵生命。当主人尚未回

来之先，祂按立一些人来管理、经营、看顾神的家。这里提到他们的属灵情形，是所有服事

主的人都当注意和警戒的，因为他们必须在今生忠心地作神家中的管家，将来才和国度里的

赏赐有关﹕ 

 

（1）被主人所按立 

（2）忠心有见识 

（3）管理家里的人 

（4）按时分粮 

（5）腰里束带，灯也点着 

（6）儆醒等候主人回来 

（7）儆醒不容贼挖透房屋 

（8）国度里的赏赐和按立 

 

2.属灵恩赐的事奉 

（太二十五 14~30） 

 

  主耶稣复活升天后，按立祂的仆人，经营祂的神圣事业。这一处圣经与马太福音第二十

四章和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所提的不一样，特别说到神的仆人按着不同的度量，从主领受银子，

我神的事业经营买卖。各人在属灵恩赐的事业上，仍须经过神的按立，而他们当何等儆醒事

奉﹕ 



 

（1）为主买卖，直到主来 

（2）又良善，又忠心 

（3）用银子赚回银子来 

（4）国度里的赏赐和按立 

A.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B.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神照着祂永远的旨意，按立祂的儿子为基督、为后嗣、为大祭司......都是为着让基督

的身体，能被建造到完满的地步，好使基督借着教会充满万有，在凡事上居首位。当时间尚

未结束，永世还未来到之先，主不仅呼召人跟随祂，并且借着按立这个神圣的手续，将建造

教会的使命托付给他们；使他们经营神家的事业；并被安排在各岗位上，进入祂所命定的工

作。我们愿和神的儿女们一起来领会这件事的严肃意义，让圣灵借着按立，祝福祂的教会，

使神的儿女们被建造，一同成为神光明的基业——新耶路撒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