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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按立的意義 

 

  每一次聖經裏提到「按立」這個字的時候，都和執行神永遠的旨意發生關係。在舊約時

代中，無論君王、祭司、先知、或利未人，都須經過按立，才能進入在神面前事奉；然而這

些不過是預表，按立的真正屬靈意義都集中在耶穌基督的身上。祂是神永遠的計劃，經過按

立，又是神計劃的執行者。所以，當神的兒女們，真的要有分於執行神永遠的旨意時，就當

非常嚴謹地注意關於按立的真理；回到神的話面前，好讓祂的工作，在教會裏不受虧損。 

 

按立的意義，簡單地說，有三方面﹕ 

 

一、一個人經過了按立，就從神那裏，為著祂永遠的旨意，承受了一個神聖使命； 

二、一個人經過了按立，就能進入並執行神所託付的使命； 

三、一個人經過了按立，始能進入神所安排的事奉。 

 

貳、耶穌基督的按立 

 

  在聖經裏，「按立」並不起源於時間中，乃是起源於永世。在永世裏，神有一個心意，要

榮耀祂的兒子，讓祂的豐滿充滿萬有，並且以祂為萬有之首。為此，神按立祂的兒子為基督

的時候，在天上是一件空前嚴肅的事；萬有從祂而出，也藉祂而造。為了使這個計劃達到完

滿，神的兒子來到地上，道成了肉身，被釘十字架，復活而升天，成為教會的元首，建造祂

的身體，直到長成她的身量，與元首完全地聯合。 

 

一、神的兒子被按立為萬有的後嗣 

（來一 1~2；羅八 17；弗一 22~23） 

 

『就在這末世藉他兒子曉諭我們；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 

 

  「神在天上有一寶貝，豐富無人能言述；永遠心愛祂所寶貴，就是祂子主基督。」（聖徒

詩歌 271 首）神的兒子就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祂本體的真像，惟有這一位本是萬有的承

受者。但在希伯來書第一章 2節裏，說出神永遠旨意裏非常重要的一環。為了教會，神特特

按立祂的兒子為萬有的後嗣，好使教會與基督同作神的後嗣；而神兒子的豐富就經過教會而

充滿萬有，神的心意得著滿足。 

 

二、神的兒子被按立為基督 

 

『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 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二 36） 

 

使徒行傳第二章 36 節裏的「立」是一個特別的字，可以有許多的譯法。這裏說出，神設



立祂，因祂有資格完成神永遠的計劃。那一天是五旬節，是教會產生的日子、在弟二章裏，

彼得解釋這件偉大事情的發生。第 36 節解釋整篇信息最重要的結果——神立主耶穌為主、為

基督。從此，祂要開始建造教會的偉大使命和工作，因為祂﹕ 

 

1.從死裏復活，完成元首的使命（徒二 22~23） 

2.被樞紐額緣右手高舉，登上了寶座（徒二 30） 

3.從父受了所應許的聖靈（徒二 33） 

4.完成了祂的工，等候仇敵的完全降服（徒二 35） 

5.神立祂為彌賽亞（基督），命祂完成、執行神的計劃（徒二 36） 

 

  祂經過這個神聖而嚴肅的手續——神按立祂，而開始一切新造的工作。我們乃是祂手中

的工作，祂要一直把我們製作到完全，帶到完滿，直到新耶路撒冷出現。所有神聖的事工都

源起於基督的被按立。 

 

三、神的兒子被按立為大祭司 

（來七 17、21~22、27~28） 

 

『至於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只有耶穌是起誓立的。』 

『但在律法以後起誓的話，是立兒子為大祭司。』 

 

  大祭司的工作就是經營神家的工作。主耶穌基督乃是舊約裏一切大祭司意義的總歸。祂

是神的兒子，暫時比天使小一點來到地上，在肉身中勝過所有的試探；因著神的恩，為萬有

嚐了死味；藉著血肉之身，敗壞掌死權的，從死裏復活，被神按立為永遠的大祭司。祂在復

活裏來經營我們，成全我們，直到神家的實際出現，而新耶路撒冷城達到完滿。這一切都起

源於祂被按立﹕ 

 

1. 經過一切試探，二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來二 18） 

2. 從死裏復活，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來四 14） 

3. 成為先鋒，為我們進入幔內的大祭司（來六 20） 

4. 照無窮生命之大能，而為祭司（來七 16） 

5. 長遠活，為聖徒祈求的大祭司（來七 25） 

6. 高過諸天，聖潔無玷污的大祭司（來七 26） 

7. 一次將自己獻上，成就永遠救恩的大祭司 （來七 27） 

8. 成全律法所有的要求，神的兒子為大祭司，成全到永遠。（來七 28） 

 

四、神的兒子被按立為活人、死人的審判者 

 

  『他吩咐我們傳道給眾人，證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作審判活人、死人的主。』（徒十



42）審判是完成神永遠旨意的最後一步手續。在創造裏，因著天使和人墮落，神的計劃沒有

完成；神藉著祂兒子的救贖來完成；當日子滿足，藉著救贖沒有完成的，要在審判裏來完成。

它的意義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為要將新婦顯出來；所以，啟示錄第十九章四次宣告「哈

利路亞」，從天上、從二十四位長老和四活物，從寶座，發出呼聲﹕『哈利路亞，因為主我們

的神、全能者作王了。』而最終審判活人、死人的主，就是耶穌基督；在祂從死裏復活時已

經被神按立為審判的執行者，好完成神計劃的最後一步工作。 

 

五、神的兒子被按立為萬有的估量 

 

『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要藉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叫他從死裏復活，給萬

人作可信的憑據。』（徒十七 31） 

  這處聖經，說出神建造祂教會的原則；而我們一切的工作都包括在這原則裏面。保羅說﹕

『我......立好了根基，有別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謹慎怎樣在上面建造。』（林前三

10）這根基是耶穌基督，有人用草木，禾秸在上面建造；也有人用金、銀、寶石在上面建造。

前者是出於人的肉體和血氣的工作，後者是「基督」的工作。神用來判斷這兩等工程的度、

量、衡，乃是一個活的人（The Living person）——復活的基督。神用基督來估量每一件事、

每一部建造；是基督的，才能包括在新耶路撒冷範圍之內。若不是出於基督的，最屬靈的原

則或最美好的事物，都在新城範圍之外；甚至成為最混亂和敵擋神永遠旨意的事物。復活的

基督是建造教會的根基，也是教會中所有事物的審判和估量。為著神永遠的計劃，神已經立

神的兒子，成為估量萬有的標準和衡量。 

 

  耶穌基督的被按立是一把鑰匙，開啟了所有新舊約時代中「按立」的目的與意義。 

 

參、舊約時代中的按立 

 

一、君王（首領）的按立 

 

  『他去攻擊埃及地的時候，在約瑟中間立此為證。我在那裏聽見我所不明白的言語。』

（詩八十一 5） 

 

  詩篇第八十一篇述說雅各的神，在祂百姓以色列身上工作的法則。當祂攻擊埃及地的時

候，祂按立約瑟為一個見證，是掌權的見證。約瑟是新約裏的「愛子」最完全的預表。當神

的家遭遇極大危機時，神按立約瑟，扭轉神家的命運；勝過一切仇敵的權勢。他在大饑荒和

大艱難中，完成了神在那時代裏所要成功的旨意。約瑟不但是一個掌權的職分，他身上也兼

有先知的職分，因為第 5節又說﹕『在那裏我聽見我所不明白的言語。』從摩西和大衛的身

上，我們也看見這兩個職分，發生非常密切的關係。 

 

二、先知的按立 



 

  『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作列國的

先知。』（耶一 5） 

 

  當神召耶利米的時候，他一點都沒有想到這樣偉大的呼召會臨到他。而且他所處的那個

時代，其環境的艱難遠非他所能承當得起。但是有一件事發生了——神按立了他。『你未出母

胎，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按立）你作列國的先知。』（耶一 5） 

 

  這節聖經不僅說出「按立」的神聖意義，更顯明先知職分的重要。新約以弗所書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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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先知是主建造教會的根基。所以，神按立耶利米作列國的先知，不是因為他的

恩賜，也不是因為他的努力；乃是為了祂永遠的計劃，神在他未出母胎時就分別他為聖，又

按立他，使他進入執行神的神聖使命。在耶利米的一生中，他所遭遇的都是反面的環境；這

是一個見不著任何果效的先知職事，何等令人困惑、消沉和疲倦。但是，他先知職分的根基，

建立在神的按立上，成為堅城、鐵柱、銅牆，從不搖動；所以，從大衛的職事到恢復的職事

之間（被擄歸回的時代），耶利米成了最關鍵的一個先知。 

 

三、祭司的按立 

 

『凡從人間挑選的大祭司，是奉派（按立）替人辦理屬神的事』（來五 1） 

 

『凡大祭司都是為獻禮物和祭物按立的，所以這位大祭司也必須有所獻的。』（來八 3） 

 

  前面一節聖經，解釋了所有舊約中的祭司，都是被按立後，才能替人辦理屬神的事。他

們經理金燈台、香壇、祭壇和香壇的火不至於熄滅而一直點在神面前。第二處聖經，說到大

祭司替人來到神面前，必須有所獻，獻上祭物替人贖罪，使人能來到神面前。舊約中的大祭

司不過預表神的兒子為大祭司，他們尚且經過神的按立；所以，神的兒子更是經過神的按立，

而將自己獻上，親自執行並成全屬神的事物。 

 

四、利未人的事奉 

 

『被按立守門的人共有二百一十二名......是大衛和先見撒母耳所派當這緊要職任的......

按班次看守耶和華殿的門。』（代上九 22~23） 

 

  守門的人，好像不是一個很高的地位，但在經營神家時，這個職守是非常重要的。他們

在看守見證的人中，是第一關；擔著最重要的責任，要檢查一切從門進出的事。他們要儆醒

看守，不容仇敵侵入，凡不是基督的事物，都不能進入聖殿。弱這個職守失敗，或沒有這個

職守，聖殿就會落入極荒涼的情形中。主耶穌來到耶路撒冷，祂潔淨聖殿，就是盡這個屬靈



的職守——看守耶和華殿的門，因為『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太二十一 13）利未人的

事奉，即使是看門的，都得經過神的按立，因為這些職守都與執行神的計劃有關，他們被按

立後，才能進入神聖的使命。 

 

肆、新約時代的按立 

 

  前面曾說過，神兒子的被按立，是把鑰匙，開啟了新舊二約裏所有聖靈按立的意義。而

新約時代的按立，更加倍重要於舊約的按立，因為新約的時代，是直接說到執行神的工作，

進入教會的建造，把神的旨意帶到完滿。神在完成祂永遠旨意的過程中，按立人受託付，按

立人執行使命，按立人進入祂所安排的工作崗位。 

 

一、受託的按立 

 

1.十二使徒的按立 

 

『他就設立十二個人，要他們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們去傳道。』（可三 14） 

 

  十二位門徒經過主按立他們，才成為使徒。「十二」是個行政的數字。當初神用十二支派

作為祂在選民中工作的根基；但耶穌基督開始了新約時代，並且為了新國度的工作，設立新

的行政。當工作開始時，主按立十二門徒為使徒，使他們與自己同在。差他們去傳道。從這

十二位使徒的身上，顯明按立的嚴肅意義﹕經過按立，承受託付；經聖靈認可，而進入神永

遠旨意的執行中。在這裏的「傳道」，遠超過今日一般所說的「講道」；十二門徒乃是進入主

託付他們的神聖使命，所以他們成為新耶路撒冷的根基。 

 

2.保羅的按立 

 

『他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我為此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外邦人的師傅，教導他們

相信，學習真道。』（提前二 6~7） 

 

  主耶穌不僅按立了和祂肉身中同在的十二位使徒，當祂復活之後，在聖靈裏面也按立了

保羅為使徒。這些按立。都是為著一個偉大的目的——經營神奧祕的事。保羅在這封書裏，

對提摩太說最後的話，給他最後的指示；他回頭述說在他職事的起首，是耶穌基督按立他。

作使徒、作外邦人的師傅。他一生的職事乃在於一個異象的兩面﹕元首與身體；一面闡明基

督的奧祕，一面建造基督的身體。這是一個經過神聖按立，而在神永遠旨意上，承受託付與

使命的人。 

 

3.眾使徒的被按立 

 



『他所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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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四 11~12） 

 

耶穌基督升上高天，擄掠了仇敵，就賜下各樣的恩賜，這些人乃是為了教會的建造。除

了保羅和十二使徒之外，新約聖經還提到其他的使徒們，如安多尼古和猶尼亞等人（羅十六

9）。教會建造的工作，開始於復活的主吩咐眾使徒，要繼續到她達到長成完滿的身量。為此，

聖靈在使徒時代，為教會設立建造的職事；歷代以來，祂仍然設立人進入這個建造的工程。 

 

二、執行的按立 

 

1.屬靈執事的按立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第六章裏提到，『我們與神同工的......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這一

章通常把稱為執事章，說出一個屬靈執事的偉大表現，保羅自己正是個美好的榜樣。以弗所

書和歌羅西書，闡明他受託的異象；腓立比書記述他的經歷；而哥林多後書，特別重在他的

生命和表現。一個屬靈的執事，他的異象、經歷、生命，都是為著建造教會；而建造教會就

是他的職事，這與外表的職位有極大的分別。一個人有外表按立的職位，他不一定是個被聖

靈按立的屬靈執事。但一個被按立的屬靈執事，並不受有無外表職位的影響；因為重要的是

他在神面前的身份，這個人是經過神所認可的，定命進入祂永遠的使命，執行神的工作。 

 

2.長老的按立 

 

  除了屬靈執事以外，長老（監督）和執事是另一條建立教會的線，所以，作長老的人也

都必須經過按立。 

 

（1）保羅親自按立長老（徒十四 22~23） 

 

  神把按立長者的權責，委託給一個被祂按立的屬靈執事；像保羅這樣的人，或說是一個

被按立的使徒職分。按立的意義是非常神聖而嚴肅的，所以保羅在按立長老時，讓後來的人

看見他的態度何等戰兢；不僅選立時不能輕忽，按立後，更當負被立之人的責任。按立長老

是建造教會的一大關鍵，可以給教會帶來祝福，也困難造成難處，保羅在路司得等地，勸門

徒們恒守所信的道，又為他們在教會中選立長老；為了這些長老，保羅和巴拿巴特別禁食禱

告，然後交在所信的主手中。 

 

（2）保羅派提多按立長老 

 

『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設立長老。』（多一 5） 

 



  提多是受保羅所帶領的一個同工，又是這些同工們中的長者，被保羅差派去革哩底按立

長老。像這樣的人，必須是保羅所認可、教會所承認的工人；而他自己，更須是一個被按立

的屬靈執事；所以，當保羅派提多去按立長老時，在神兒女心中的份量，就好像保羅親自按

立一樣。 

 

（3）保羅的按立，是聖靈的按立 

 

  保羅從米利都打發人往以弗所去，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對他們說離別前最後的話，特別

提到，『聖靈立你們在全群的監督』。當初保羅按立他們的時候，不但裏面受聖靈的引導，明

白聖靈的意思，並且是在聖靈的印證和權能下作的，所以他如此勸勉以弗所的這裏面﹕要他

們為著自己謹慎，也為著群羊謹慎，按這一段話來看，從這些被按立的人中，有一個人間會

成為那最兇暴的豺狼，不愛惜群羊，說悖謬的話，引誘門徒跟隨他。保羅雖然知道有這個危

險，但又按立他，這是聖靈境界自己的微妙；像主耶穌明知猶大是將要出賣他的人，卻仍接

受他作使徒。保羅是個尊重聖靈的人，在按立這件神聖的事上，必須讓聖靈掌權，顯出祂印

證的憑據。 

 

（4）長老被按立，為著教會的建造 

 

  長老們的功用和職守與使徒們不同，但他們被按立的目的仍是一樣——如今我把你交託

神和祂恩惠的道，這道能建立你們，叫你們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無論是使徒、是長老，

他們被按立都為著進入神旨意的執行，在教會裏盡心竭力，完成神在他們當中的工作，使教

會的身量得著增長。 

 

3.執事的按立 

 

『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我們就派他

們管理這事。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大眾都喜悅這話，就揀選了司提反，乃是

大有信心、聖靈充滿的人，又揀選腓利、伯羅哥羅、尼迦挪、提門、巴米拿，並進猶太教的

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們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禱告了，就按手在他們頭上。』（徒六 3~6） 

 

  關於執事，聖經裏沒有按立這個字，都是選立，但在使徒行傳裏，使徒們仍舊按手在他

們頭上，將執事的職分託給他們。這七位執事是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以

後有關教會中執事的名份的真理，是出於保羅的，但其中屬靈意義的精髓仍是出於使徒行傳

第六章。所以，對執事的選立，神的兒女應該有一個認識﹕這並非一個地位的設立，也非一

件事情的安排，它仍然是為著使人有份於經營神奧祕的事，這是基督的生命在教會中另一面

的彰顯。 

 

三、工作的按立 



 

1.神家中的管家 

 

『誰是忠心有見識的僕人，為主人所派，管理家裏的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呢？主人來到，看

見他這樣行，那僕人就有福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惡僕

心裏說：『我的主人必來得遲』，就動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

子，不知道的時辰，那僕人的主人要來，重重地處治他〔或譯：把他腰斬了〕，定他和假冒為

善的人同罪；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太二十四 45~51） 

 

『誰是那忠心有見識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裏的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呢？主人來到，看見

僕人這樣行，那僕人就有福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僕人若心

裏說：『我的主人必來得遲』，就動手打僕人和使女，並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

知道的時辰，那僕人的主人要來，重重的處治他〔或譯：把他腰軋了〕，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

罪。僕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卻不預備，又不順他的意思行，那僕人必多受責打；惟有那不知

道的，做了當受責打的事，必少受責打；因為多給誰，就向誰多取；多託誰，就向誰多要。』

（路十二 42~48） 

 

  這兩處聖經所涵蓋的範圍擴大了，其重點乃在於被按立之人的屬靈生命。當主人尚未回

來之先，祂按立一些人來管理、經營、看顧神的家。這裏提到他們的屬靈情形，是所有服事

主的人都當注意和警戒的，因為他們必須在今生忠心地作神家中的管家，將來才和國度裏的

賞賜有關﹕ 

 

（1）被主人所按立 

（2）忠心有見識 

（3）管理家裏的人 

（4）按時分糧 

（5）腰裏束帶，燈也點著 

（6）儆醒等候主人回來 

（7）儆醒不容賊挖透房屋 

（8）國度裏的賞賜和按立 

 

2.屬靈恩賜的事奉 

（太二十五 14~30） 

 

  主耶穌復活升天後，按立祂的僕人，經營祂的神聖事業。這一處聖經與馬太福音第二十

四章和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所提的不一樣，特別說到神的僕人按著不同的度量，從主領受銀子，

我神的事業經營買賣。各人在屬靈恩賜的事業上，仍須經過神的按立，而他們當何等儆醒事

奉﹕ 



 

（1）為主買賣，直到主來 

（2）又良善，又忠心 

（3）用銀子賺回銀子來 

（4）國度裏的賞賜和按立 

A.把許多事派你管理 

B.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神照著祂永遠的旨意，按立祂的兒子為基督、為後嗣、為大祭司......都是為著讓基督

的身體，能被建造到完滿的地步，好使基督藉著教會充滿萬有，在凡事上居首位。當時間尚

未結束，永世還未來到之先，主不僅呼召人跟隨祂，並且藉著按立這個神聖的手續，將建造

教會的使命託付給他們；使他們經營神家的事業；並被安排在各崗位上，進入祂所命定的工

作。我們願和神的兒女們一起來領會這件事的嚴肅意義，讓聖靈藉著按立，祝福祂的教會，

使神的兒女們被建造，一同成為神光明的基業——新耶路撒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