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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2020 年 12 月半年度训练─『约伯记、箴言、传道书结晶读经』 

第一篇 约伯记里重大的问题及其重大的答案 

过一段受苦的时间，就会由神圣三一重

新建立起来，成为另一个人—新人，新

造，以成就神永远的经纶，使神得着彰

显；这是给约伯记里重大问题的重大

答案。 

   

神在约伯身上的目的是要使约伯成

为属神的人，按着神的神圣经纶由神所

构成。圣经六十六卷书只为着一件事：

神在基督里借着那灵，要将祂自己分赐

到我们里面，作我们的生命、性情和一

切，好使我们能活基督并彰显基督；这

该是管制我们生活的原则。神对付约伯

是要把他从道德的范围带出来，带进得

着神的范围里，好使他从寻求道德的完

全，转向寻求并得着神。神对付祂圣民

的目的，乃是要使他们倒空一切，单单

接受神，作他们所赢得的；祂要祂的子

民越过越多的得着祂、有分于祂、拥有

祂并享受祂，直到他们的享受达到最完

满的地步，使他们成为新耶路撒冷。这

是全本新约的内在意义，作为对于约伯

记里，关于神创造人并祂对付祂选民的

目的之重大问题的重大答案。 

 

约伯的基本难处是他缺少神；在神

向约伯一切的对付中，神的目的是要将 

约伯记的四十二章经文留给我们一个

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两部分：神创

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以及神对付祂选民

的目的是什么？约伯对神说，『要指示

我，你为何与我争辩；』（十 2 下；）『你

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

道这是你的意思。』（13 节。）这指明

约伯找不出神这样对待他的理由，但他

相信，神心里隐藏着一些理由；隐藏在

神心里的，就是历世历代的奥祕—神永

远的经纶。（弗三 9。）对这个重大问题

的重大答案，乃是历世历代隐藏在神里

的奥祕，神永远的经纶，就是神永远的目

的同祂心头的愿望，要将祂自己在祂神

圣的三一里，作为父在子里借着那灵，分

赐到祂所拣选的人里面，作他们的生命

和性情，使他们成为一个生机体，基督的

身体，就是新人，作神的丰满，神的彰显，

这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 

 

约伯和他的朋友认为，约伯受苦是遭受

神的审判；然而，约伯的受苦不是神的

审判，乃是神的剥夺和销毁，使神可以得

着约伯，好使他更多得着神。神虽然剥夺

约伯，但神的确没有向他发怒；神并没

有以约伯为敌人，乃以他为亲密的朋友。

（伯十九 11，参十 13。）神知道约伯经

 



 事  項 

约伯削减至一无所有，但维持他的生存，

（二 6，）使神可以有时间，将祂自己分

赐到约伯里面；神只在意一件事，就是

祂自己被作到我们里面。神在约伯身上

的目的，是要拆毁那在自己的完全和正

直里天然的约伯，使神能建立一个有神

的性情和属性，得更新的约伯。我们该与

运行的灵合作，接受神为我们所安排的

环境。在这宇宙中，苦难的主要目的，乃

是要借此使神的性情得以作到人的性情

里，好使人能得着神到最完满的地步。

（林後一 8 ～ 9，四 16。） 

 

我们必须借着『万有』被模成神长子基

督的形像，（罗八 28 ～ 29，）这行动全

然是在调和的灵里。在我们基督徒的生

活中，我们该凭着灵而活并凭着灵而

行；我们需要顾到我们的灵，作一切事

都要操练我们的灵，以经历神的灵在我

们里面活着、在我们里面安家、并变化我

们。这就是为着完成神的经纶之基督徒

生活和基督徒工作的内在意义。 

神向约伯显现时，约伯看见神，在他个

人的经历中得着神，而厌恶自己。（伯

四二 1 ～ 6。）我们今天能够在灵里观

看祂，看见神等于得着神。我们越看见

神并爱神，就越否认自己并厌恶自己。

我们越在灵里观看祂，就越接受祂一切

的成分到我们里面。然後，我们必须有

主的爱而火热，情感被祂充满，为祂的

家心里焦急。我们必须让我们的意志被

基督征服，并借着苦难被基督变化，使

其服从基督的元首权柄，并且必须靠基

督那无价、洗净并洁净的血，维持无亏、

清洁的良心。 

   

神对付爱祂的人，目的乃是要使他们

最完满的得着祂，远超过他们在祂之外

所亏损的一切，使祂能借着他们得着彰

显，以成就祂造人的目的。【摘自：新

北市召会周讯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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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弗 1:11-14 1:15-18 1:19-23 2:1-5 2:6-10 2:11-14 2:15-18 

进度 

1.  本周“新约恢复本经文及注解”共同读经进度：根据读经进度表 第 14 周。 

2.  本周“新约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彼得前书生命读经，第 12 ~13 篇。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初信造就”：第七篇（请参阅周讯第 9~ 

    11 页。） 
 

 4.  本周开始追求“约伯记，箴言，传道书结晶读经 ”，晨兴圣言：第一周。 

   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圣经之旅”第四册：第 11 课。 



报

告

事

项 
 
 
 
 
 
 
 
 
 
 
 
 
 
 
 
 
 
 
 
 
 

3. 砂劳越众召会约伯记、箴言、传道书结晶读经特会  

 日期： 07-11/04/2021  

     特会平台： ZOOM  

 费用：每人 RM10 报名截止日期： 29/03/2021（周一） 

 

 

 

 

 
 

 备注：请以区为单位收集名单（中英文姓名，性别，语言，联络号码）

  和费用。费用可汇款进召会的银行户口，汇款收据“JPEC ”并 

  区属（例： H1D1）。请将收集好的名单和汇款收据转发给黄美

  霞姊妹（011-1094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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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线上福音座谈 

语言  日期 会议帐号  会议密码 

马来文福音座谈 
21/03/2021（主日） 
7:30PM - 8:30PM 

899 8783 3196 3927 

中文福音座谈 
28/03/2021（主日） 
7:30PM - 8:30PM 

851 5754 9675 3927 

日期 时间 

07/04（周三） 7:00PM~9:30PM  

08/04（周四） 7:00PM~9:30PM  

10/04（周六） 2:30PM~5:00PM 7:00PM~9:30PM 

11/04（主日） 2:30PM~5:00PM 7:00PM~9:30PM 

日期 时间 

02/04（周五）  第一堂，7:30PM~9:30PM  

03/04（周六）  

 第二堂，9:00AM~10:30AM  

 第三堂，11:00AM~12:00PM  

 第四堂，7:30PM~9:30PM  

04/04（主日）  第五堂，8:30AM~10:00AM  

2. 东马众召会姊妹相调特会时间表  

  短期二： 06~30/04/2021  训练费用： 
RM100/MTH    短期三： 04~28/05/2021 

训练对象：年龄介于 36 岁至 78 岁的圣徒 

报名截止日期： 29/03/2021（周三） 

备注：欲知详情，请联络许信源弟兄(016-8884120)。 

4.  美里第十届中、壮年成全训练通启(第二及第三期─线上)  



5. 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报名通启──训练日期： 16-18/04/2021 

 训练平台：在线上进行（itero.lsmwebcast.com）  

 对象：负责弟兄以及有心愿学习服事的弟兄，不包括姊妹。 

 报名及缴费方式： 请有心愿报名的圣徒，先将个人资料（英文名字，

    语言及电子邮件）于 15/3 前交到办公室。然后通过

    水流职事站发出的邮件进行注册并缴费（每人美金

    75 元）。 

 报名截止日期： 01/04/2021（周四） 

                （请在截止日期两周前完成报名，逾期将不受理） 

 训练要求： 所有参加者务必全程参与，不得缺席，并要积极的参与会

   后小组分享。 

 报名联络人：王焕卿弟兄（017-2202622） 

 

6. 马、新、汶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日期： 23-25/04/2021  

 对象：长老及负责弟兄，同着那些学习服事的弟兄们。此次训练开放接

  受姊妹们的报名。       训练平台： ZOOM 

 费用：每人 RM30 报名截止： 29/03/2021（周一） 

 

 

 

 

 

 
 

 备注：请以区为单位收集名单（中英文姓名，性别，语言，联络号码，

  电子邮件）和费用。费用可汇款进召会的银行户口，汇款收据注

  “EROT”并区属（例： H1D1）。请将收集好的名单和汇款收据

  转发给黄夏俊弟兄（016-8744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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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户口： GEREJA KRISTIAN TUHAN DI KUCHING 

 银行账号： PUBLIC BANK 3129971112 

   REFERENCE ：特别奉献『SPECIAL OFFERING』或例常奉献 OFFERING』 

   注：请各区服事财务的圣徒，可将收到的奉献款项于 3 月 30 日(周二) 
         中午时间 12:30PM~1:15PM 之间，交到财务室于服事的弟兄们。 

7.  奉献心愿款项总数 RM2,570,719.75，上周收到银行直通 RM1,950.00   

 截至 16/03/2021 累积奉献共收来 RM2,383,850.75，尚缺 RM186,869.00。  

日期 时间 

23/04 

（周五） 
 4:00PM~5:45PM  7:30PM~9:15PM  

24/04 

（周六）  
4:00PM~5:45PM  7:30PM~9:15PM  8:30AM~9:45AM   

25/04 

（主日）  
4:00PM~5:45PM  7:30PM~9:15PM  8:30AM~9:45AM   



 结常存果子的训练与实行（二） 

言。我们中间所出版的文字，普及世界各

大洲。这给我们看见，各大洲都向着主的

恢复敞开。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荣耀的

事，比得到世上任何一种奖都荣耀。 

 

弟兄姊妹，我们都必须看见这个。不要

把我们宝贵的时间、体力，卖给地上的职

业，自己累到一个地步，回家就像死了一

样。这样，我们就算住好房、开名车，也

没什么意思。在财物的使用上，我实在能

见证，除了顾到儿女之外，大部分我都奉

献给主，用在主身上。然而，主一点没有

亏待我，反倒给我充足的供应。我也相信

弟兄姊妹若是为着主，主不会亏负你们，

最起码你们会在自己的后代身上看见主

的祝福。我们把宝贵的时间和体力卖给

世界，实在是不值得。我们这么作，结果

就使我们不能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来荣耀

神。这不仅是亏损，更是大错。 

 
敬畏主和主的话 

 

诗歌三百五十五首第一节说，『当人弃

绝地的贿赂，前来为神而活，他所得的无

限富有，口舌难以述说。』第三节说，『起

来！将这交易算看：零碎换来整个—万

事、万物、加上万人，竟都归你得着。当

你属祂，万有属你，并且祂你合一；你还

得享无限生命，权益有何能比！』希伯来

十一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摩西算为基

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两相

比较之下，摩西把整个埃及都放弃了。

（24 ～ 25。）马太十六章二十六节也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魂生

命，有什么益处？人还能拿什么换自己

的魂生命？』主的话在我们耳中，也在我

们心中；这些都不是空说。二十七节说，

『因为人子要在祂父的荣耀里，同着众 

 

 

不要把自己卖给世界，服事主最荣耀 

 

启示录十八章十二至十三节说到大巴比

伦贩卖各种东西，如象牙、珍珠、宝石等，

最末了一项是卖人口，也就是人把自己卖

了。我们不要为了升迁、加薪，把自己卖

了。比方，我们若需要开车，不必开最好

的车，也不需要买进口车，买本地车就可

以了。我去美国作工的时候，年近六十岁，

开的是用八百元美金买的中古车。我在美

国住了二十多年，这辆车也开了将近二十

年。直到几年前，我和李师母都不太能开

车，就把这辆车送给一位穷苦的弟兄。 

 

说到饮食，我绝对鼓励弟兄姊妹要吃得

营养；说到教育儿女，我们也一定要供他

们上大学。这些钱都是该花的。至于其他

的花费，就应该有所考量。比方，我们何

必住那么高级的房子？何必买那么好的

家具？三十八年前，我初来台湾的时候，

一家十二口住在一间十六个榻榻米大的

房子里，屋子当中只有一张籐椅和一个小

茶几。后来我找人在后院用木板搭了一间

小厨房和一间小浴室。我是在这样的环境

里，开始了福音书房的文字工作，编写『圣

经要道』六十题。此外，我只用了一个弟

兄替我跑印刷所，因为我实在没有工夫去

跑。 

 

虽然外面的环境是这样为难，但我从主

得着异象，知道服事主是最光荣的。主也

实在印证了这事。今天，全世界各大洲都

向着这个恢复敞开。我的话一点没有太

过。这次在台湾第三期的全时间训练，从

澳洲和纽西兰来了不少圣徒，也有从非

洲、中美洲、南美洲来的。在这里的受训

者，人数虽然不多，不过两三百位，但所

有的受训者加起来，一共能讲三十六种语

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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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原谅我今天在这里夸口。一九六

二年，我去美国的时候，台岛众召会的弟

兄姊妹没有一个供给我。只有主知道，我

是负债去的；但主也没有让我饿死。弟

兄姊妹，我们作基督徒不是凭着眼见，也

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林后五 7，四 18。）正如彼前一章八节

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祂，却是爱祂，

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入祂而欢腾，有

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 

 

我们固然要照顾自己，但照顾的方法

要得体，不要过了限度。比方我们不需要

开名贵的车。在饮食上，我劝人不要省

钱，但这不是要大家讲究口味，乃要注重

卫生、健康，这样才能延年益寿。我们也

不要花全部的时间和力气去赚钱。我们

该带弟兄姊妹在时间上有预算，安排好

每天要作的事，并守住时间表。我虽然没

有填时间表，但我的生活绝对是按着安

排的时间行事。 

 
长老该是发光的星 

 

长老们在圣徒中间乃是领头的，作群

羊的榜样。（彼前五 3。）作长老的并不

是在众圣徒中得了什么地位，也没有什

么可夸的。若要说有可夸的，乃是主在祂

的羊群中找着你来作头羊。使徒约翰在

写启示录以前，写了约翰二书、三书。在

那两卷书里，他还称自己是『作长老的』。

（约二 1，约三 1。）就在他写了这两封

书信之后不久，他在拔摩海岛上看见异

象。主在异象里对他说话，要他写信给在

亚西亚的七个召会的使者。（启二 1，8，

12，18，三 1，7，14。）主在那里没有

题到长老，只说到使者。一章十六节说，

『祂右手中拿着七星。』二十节说，『论

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那七

星就是七个召会的使者。』星乃是在黑暗 

天使来临，那时祂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

人。』我们若将自己卖给世界，虽然我们

是得救的人，能免去永远的沉沦，但在千

年国来临的时候，我们的魂要受管教。我

们不只会失去国度里的福分，还要在黑暗

里哀哭切齿。我们应该敬畏主和主的话，

这些话将来必定会应验。我们不能只喜欢

『神爱世人』这类的话。主的话还告诉我

们，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魂生

命，是不值得的。 

 

今天世界把基督徒弄得昏头昏脑，但我

们必须把我们人生的账算清楚。我必须告

诉你们实在的话，否则我也对不起你们。

我们都能过这种生活：早晨起来就接触

神，然后整天过活基督的生活。我们一有

时间，一碰到人，就传福音，带人得救。

等人得救之后，就和他一同聚会。 

 
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主没有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放下职业。使

徒行传给我们看见，保罗事奉主，也织帐

棚。当召会和圣徒在财物上的供给跟不上

时，他就亲手织帐棚，不只供应自己的需

要，也供应他同伴的需要。（十八 3，二十

34。）在林后六章，他说，『反倒在各样

的事上，在多方的忍耐上、在患难上、在

贫困上、在困苦上、…在劳苦上、在不睡

上、在不食上，…证荐自己是神的执事。』

（4 ～ 5，8。）到了十一章，他又说，『论

饥渴、论不食，是多次的。』（27。）六

章四节的『贫困』，原文的意思是重压人

的窘迫，急需；指缺乏日用的必需，如食

物、衣服或住处。五节的『不食』，不是

自愿禁食，乃是由于缺乏食物，说出他贫

穷的光景。然而，保罗没有因为召会不供

给，就不事奉了，他反倒亲手织帐棚，供

给自己和同伴的需要。我们也该有这样的

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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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修养远超过许多基督徒。然而，这

些并不是马太五章十六节里的『好行

为』。 

 

十六节所说的好行为，乃是叫神得荣

耀。叫神得荣耀意思就是叫神得发表。因

此，我们的好行为应该是神的发表。对我

们来说，那是我们的发光；对神来说，那

是神得荣耀。什么事能叫神得发表？今

天我们走新路，实行活基督、传福音、讲

真理、和人聚会这四件事，就能叫神从我

们身上彰显出去。当神从我们身上彰显

出来，就是我们的发光；对神来说，也就

是祂得着荣耀。这就是新路。 

 

我们若缺了这四件，就表示我们仍受死

亡的玷污。这就叫我们没有办法把新得

救的人带来。举例来说，这里有四个撒谎

的人，这些人实在是罪人。同时，还有四

个死人，死人是不会撒谎的。请问，人是

宁愿整天和撒谎的罪人在一起，还是跟

死人在一起？我相信，人都不喜欢和尸

首为伴。若是我们满了死的光景，新得救

的人一来到我们中间，就像被带到尸首

中间。 

 

盼望弟兄们有这个感觉，也有这个眼

光。新路不是作法的问题，而是死活的问

题；不是大聚会、小聚会，在家里、或在

会所聚会的问题，乃是聚会是否活的问

题。尸首不管在那里都是死的。所以，我

们要在主面前考量、求问：『主阿，我今

天在你面前是活的还是死的？』死人没

有办法作工。我们需要有一种生活，天天

接触主，和祂说话，读祂的话语。这不是

作工，而是生活。这样，我们不论在什么

场合，都会活基督，一有机会或时间就对

人传福音。等近处都传遍了，我们就到远

处去找人，去叩门。人一信主，就是我们

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和他一起聚会；在

会中，我们就对他讲真理，供应基 

的夜里发光。在夜里，一切都黑暗了，星却

是明亮的。 

 

长老们都该是星，在你们的环境中发光照

亮别人。要怎么发光呢？需要圣灵。主对撒

狄的召会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这

样说。』（三 1。）七灵是为着七星的，也

就是为着主手中握着的使者。这些使者没

有地位，没有名分，用隐喻说，他们乃是发

光的星。 

 
活基督、传福音、讲真理、和人聚会， 

就是星的发光与照耀 

 

然而，使者要如何发光呢？在马太五章十

四节，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从

前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问说，『世上的光

到底是怎么发光？』等我出来为主说话，还

是不懂到底要如何发光。十六节说，『你们

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

的好行为，就荣耀你们在诸天之上的父。』

我就根据这节说，我们的好行为就是我们

的发光。不过，什么是我们的好行为呢？慢

慢的，等我圣经读透了，我才知道在神眼中

的好行为，第一是活基督，第二是传福音，

第三是对人讲真理，第四是和人聚会。这才

是神眼中的好行为。 

 

请想想看，我们若是没有作这四件事，我

们不活基督，不传福音，不对人讲真理，也

不和人聚会，纵使我们是正人君子，仁义礼

智信、忠孝悌廉耻统统都有，这些也不是在

神面前的好行为。惟有这四件事：活基督，

传福音带人得救，对人讲真理，和人聚会，

才是星的发光和照耀。 

 

今天，全地所需要的光，就从这四件事而

来：活基督、传福音、讲真理、和人聚会。

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讲究修养。有的

人行事为人实在是一丝不苟，绝对不亏欠

别人，并且待人谦和，与世无争。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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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着什么？乃是为着过正常的基督徒

生活。长老们该作的头一件事，就是天天

早晨拿出一定的时间和主接触，然后整

天过活基督的生活。有时间就传福音，遇

到人就传福音。遇不到人，就走几步路，

去叩门传福音。再者，就是和人聚会，讲

真理。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所该作的。尤其

是长老，该带头这么作，如此就是发光、

照耀的星。长老不仅自己作，也带着圣徒

们一起作，大家都这么作，就把死亡脱得

干干净净，让生命吞灭死亡。 

 

然而，今天的情形恰恰相反，满了死亡

的光景，众人既不说话，也不行动。我不

是故意责备大家是尸首。我所说的乃是

根据启示录三章一节：『按名你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撒狄召会在神面前显出一

种死的光景，我们今天又如何呢？我们

受了死的玷污，被麻醉了。我们没有感

觉，觉得一切都没有问题，其实我们的问

题比有罪还严重，我们乃是在满了死亡

的情形里。这就是我们必须改制的原因。 

 

盼望长老们看清楚，神没有应许我们

在世界中的事业发达，也没有要我们在

基督徒中间作属灵大汉。我们在主恢复

的召会中应当是发光的星，天天活基督，

传福音，讲真理，和人聚会。这就是我们

的生活。倘若长老们不仅自己过这种生

活，也带弟兄姊妹过同样的生活，不论大

小或老少，只要大家都过这样的生活，我

信众人都会是得胜者。（完） 

督。这不是我们的工作，乃是我们的生活。

团体而言，这就是召会生活。如果在台北

有两万弟兄姊妹都这样过召会生活，这将

是何等荣耀！ 

 
长老带头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也带弟兄姊妹过同样的生活 

 

今天，除非人来到我们聚会的地方，否则

一般人在外面不太容易遇到基督徒。因

此，需要我们走到人群中间发光照耀。比

方，你在公司里，同事休息的时候，不是

看报，就是喝茶、聊天。当大家看报的时

候，你能不能在那里读圣经？大家闲谈的

时候，你能不能找一位同事跟他谈福音？ 

 

作长老的，必须带头过正常的基督徒生

活，就是天天活基督，天天传福音，天天

讲真理，天天和人聚会。长老们不光自己

这么作，也要把全体弟兄姊妹带到这种境

地。长老们要带头过这种生活，也带领弟

兄姊妹都过这种生活。我们和人聚会也该

是生机的。比方，晚上七点半聚会，大家

若早来一点，也可以先聚。下了班，大家

陆续来，既来了三、五个，就可以先开始

聚会；不必非得七点半才开始聚会。聚到

一半，如果你有事情，就先离开，其他人

可以继续在那里聚。这才是正常的基督徒

聚会。但我们现在的光景，往往都落到死

的规条里，以至于我们的聚会也是死沉

的。 

 

这就是本篇信息的负担。一面说，弟兄姊

妹叩门越多越好；一面说，大会所的盖造

也很重要，但这些都比不上本篇所说的负

担重。中国有一句话说，『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我们从工作的经验得知，

要叫主的恢复得发展，必须要有正确的工

具，也就是要有大会所。我们的聚会需要

有合式的场地，为这缘故，我们需要一个

大会所，但我们却不是为着大会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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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得很。你所以强得很，是因为你在身

体上。你一离开身体就完了。这就是按

手所给你作的事。 

按手的时候，你要觉得说，‘主阿！

我凭着我自己不能活，我今天必须承认

说，我是身体里的一个肢体，要有身体

我才能活，要有身体我才能有膏油。’

清楚么？因为膏油在你头上的缘故，你

服在你元首之下，你和神所有的儿女一

同联合起来，服在元首的权柄之下。你

自己服，你联合的服。你直接的服，你

也间接的与全体一同服，膏油就来到你

身上。你站在那一个地位上，膏油就自

然而然的来到你身上。 

 

伍 行传里两次按手的例子 

 

一 撒玛利亚的事 

 

末了，要把撒玛利亚的事和以弗所的

事看一下。在撒玛利亚有一班信徒，因

为腓利到那里去传福音就信了，也受了

浸，可是他们还没有得着圣灵。使徒们

在耶路撒冷听见这事，就打发彼得和约

翰到撒玛利亚去，要替他们祷告，给他

们圣灵。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就替他们

按手；这样一按手，圣灵就降在他们身

上，膏油就涂了他们。 

 

受浸是宣告说，我把世界丢了。按手

是宣告说，我进入了身体。这是两方面

的事。我受浸，我脱离了世界，把消极

的世界丢了。这一边，我一按手，就加 

 

 

 

肆 怎样接受按手 

 

一 要服在元首的权柄底下 

 

我们必须站在元首的权柄之下，我们必

须在基督的身体里作一个肢体。我们绝

不能以为说，我一个人就行了。你蒙恩的

时候所得着的性质，就是身体上的肢体，

那一个性质不许可你单独。你一单独，你

就死了。只有在身体里才是活的。 

 

二 要看见联合的紧要 

 

你要看见这一个联合的紧要。看见了联

合的紧要，才能得着传递的祝福。联合的

紧要看不见，传递的祝福就不存在。所

以，按手的着重点是在联合。按手虽然带

着传递的作用，但按手主要的意义是联

合。 

 

三 要看见我是靠着全体活着 

 

今天有弟兄来替你们按手，那不是说空

空的在这里按手，糊涂的在这里按手。你

的眼睛必须开起来看，从今天起，我是在

许多的儿女中作儿女，我是在许多的细

胞中作细胞，我是在许多的肢体中作肢

体。我是一个肢体，所以我的生命要靠着

全体而活。如果我在一个地方单独的作

基督徒，我就了了，就没有用处。我和其

他神的儿女一不交通就出事情。管你多

有力量，你不能存在。管你多大多好，如

果把你从身上割下来就死。你不能说，我

 第七篇 按手（二） 造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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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这样一按手，圣灵马上就降在你身

上。在这里不只是得着有外表表现的圣

灵；我着重的说，这乃是膏油流到他们

身上的情形。 

 

诗篇一百三十三篇给我们看见，元首

受了膏油。元首的受膏，就是身体的受

膏，就是每一个肢体的受膏。感谢神，

赞美神，当膏油从元首流下来的时候，

因为我在身体上的缘故，我也得着了，

当我得着膏油的时候，主给不给我外头

的表现，那是小事情。请你们注意，五

旬节外头的表现，那是太外面的，那并

不是那么大。我们相信，圣灵今天降在

人身上，外面的表现不过是显出膏油的

涂抹。只要是膏油的涂抹，外面有表现

也好，没有表现也好，这是小事情。要

紧的是膏油是从那里来的？膏油是从

这里来的：元首的受膏，变作肢体的受

膏。所以按手的祷告是希奇的事。 

 

陆 圣经里的一个例外 

 

在圣经里面，只有一个地方是例外，

就是在哥尼流家里。（徒十。）在哥尼

流家里没有受浸，也没有按手，圣灵就

先降临。哥尼流家所以是一个例外，因

为从五旬节起，所有的使徒们还以为

说，主的恩典只给犹太人。因为他们自

己是犹太人，主耶稣也是犹太人。五旬

节的时候，圣灵也是降在犹太人身上。

那时候得救的那三千人，五千人，都是

犹太人。他们是散住在各国的犹太人，

回到耶路撒冷来而得着主的恩典。一直

到那个时候，主的恩典都是被犹太人得

着的。到底这一个恩典给不给外国人─ 

 

 

 

入了身体。我今天加入了身体，我需要和

神所有的儿女联合，并且我需要服在元

首的权柄之下。你把整个人摆在元首的

权柄之下，你马上看见膏油在那里流。你

那一个地位一对，膏油就流在你身上。你

那一个地位不对，膏油就不能流在你身

上。撒玛利亚的人相信了主，是已经得救

了，但是有一个特别的情形，就是圣灵不

到他们身上来。所以使徒们就来把他们

的头按了，把他们摆在元首的权柄之

下；把他们联合起来，与整个身体合在

一起。就在这时，希奇的事发生了，圣灵

就降下来，膏油就流到他们身上。 

 

二 以弗所的事 

 

再看以弗所的事。保罗有一次出去传福

音，到了以弗所，碰着了十二个门徒，这

十二个门徒只受了约翰的浸。保罗问他

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

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

来。所以保罗就问，你们受的是什么浸？

保罗马上看出来有毛病，在根基上有错。 

你们要注意，如果是相信了耶稣，怎么能

够没有圣灵？定规在根基上有错误。到

底他们受了什么浸？一查就查出来了，

原来只是受了约翰的浸，没有归入基督。

所以保罗说，要再受浸归入基督的名。然

后保罗就给他们按手。受了浸就按手。你

们要进入身体，服在元首的权柄之下，这

就叫作按手。 

 

如果人没有受浸，就不能接受按手。你

非受浸，脱离世界，进入基督，死而复活

不行。你这样作了之后，又看见必须靠着

身体才能活着，必须服在元首的权柄之



但是在那里不必先施浸，不必先按

手，主就将圣灵降在外邦人身上了。这

样，彼得回去就可以说，我只说了几句

话，福音也没有传清楚，圣灵就降下来

了。那我也没有办法，我只好给他们补

一个课，只好给他们施浸。因为受浸是

为着脱离世界和进入基督，按手是为要

得着膏油。膏油已经得着了，按手就取

消了。所以彼得只替他们施浸。 

 

后来保罗从外邦地回去，在耶路撒冷

教会里，为着外邦人的事起了争辩，彼

得又把那一件事说出来，就把那一个拦

阻全打破了，从此就开了外邦人信道的

门。 

 

你就看见，有撒玛利亚有按手的事，

在该撒利亚没有。可是主用该撒利亚的

事，来印证保罗所作的，叫十五章的事

得着解决。到十九章，保罗到了以弗所

又按手。所以按手这一条路，一直连到

今天没有断。 

 

柒 我们要跟着神的儿女一同走 

 

初信的人要看见，每一个人相信了主

耶稣之后，要知道我单个人不能活，我

一个人不能作基督徒，我要和神的众儿

女一同作肢体，我还要学习服在元首的

权柄之下。我不能作一个背叛的人，我

要跟着神的众儿女一同走。这样在我的

生活上，在我的工作上，自然而然就有

膏油的表现，在神面前才有路。 

 
 

 
 
 
 

 

外邦人？他们不清楚。我们中国人骂外国

人是洋鬼子，犹太人骂外国人比我们厉

害。他们看外国人是下等动物，是畜牲。

连彼得那样的人，头脑也转不过来，也是

这样看法。 

 

你们知道，要打破人的黑暗是不容易

的。所以主要彼得到哥尼流家里，去开外

邦人信主的门，是一件大事。主先得给彼

得一个异象：天上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

大布，里面有东西。主对彼得说，你宰了

吃。彼得一看就说，这一个我从来没有吃

过。意思就是，我一个外邦人也没有碰过。

这怎么办？这一个包袱就一次，两次，三

次的降下来，这样彼得才清楚了。若不是

这样作，彼得还不能领会。我告诉你们，

人的老观念真是厉害！这是从天上降下

来的，是主亲自对他说的，他还觉得不行。

主没有办法，只好收上去，第二次从天上

降下来，再对他说，他仍旧不领会，再收

上去。第三次再来，再给他看，再对他说。

一而再，再而三的来，那不能不清楚了。

彼得不能说，我刚才眼睛看错了；彼得不

能说，我刚才看见的忘记了，记不清楚了。 

 

这一个异象一解开，该撒利亚来的人就

在下面喊门了。这时彼得知道这是什么意

思了，外邦人也可以得着神的救恩，狗也

可以吃桌子底下的零碎了。所以他就去。

去的时候，彼得还不敢下手替他们施浸。

不错，哥尼流家里的人已经信了。但是假

定彼得给他们施浸，恐怕与彼得同去的一

些弟兄们，不一定肯承认。他们要说：彼

得，你单独行动。在那里，彼得相当为难。

彼得自己是清楚的，但弟兄们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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