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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2020 年秋季長老負責弟兄訓練─『基督徒生活、召會生活、這世代的終結以及主的來臨』  

第一篇 這世代─奧祕時代─的終結 

帶進有限的人裏面。基督是神的奧

祕。（西二 2。）神是奧祕；基督作

為神的具體化身彰顯神，乃是神的

奧祕。基督作為神的奧祕，乃是神的

具體化身；神格一切的豐滿，都有

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裏面。召會是

基督的奧祕。（弗三 4 ～ 6。）基督

是奧祕；召會作為基督的身體彰顯

基督，乃是基督的奧祕。基督與召會

成為一靈， 乃是極大的奧祕。在召會

時代─奧祕時代─的期間，基督正

建造召會，基督的身體，作祂的新

婦。諸天的國、 福音、基督的內住、

聖徒要來的復活和改變形狀，這些

都是歷世歷代所隱藏的奧祕。（太十

三 11，弗六 19，西一 26 ～ 27，林前

十五 51 ～ 53。）第七號吹響時，這

一切奧祕都要完成、結束並且過去。

（啓七 10。）  

   
我們要『將那歷世歷代隱藏在創造

萬有之神裏的奧祕有何等的經綸，

向眾人照明』。（弗三 9。）在新約 

 

 

 

馬太二十八章二十節中：『我天天與

你們同在，直到這世代的終結』。『終

結』這辭意指有一個過程，要達到完全

或完成。這世代的終結與這世代的末

期，是指同樣的事。『這世代的終結』，

指明召會時代（也就是恩典時代）的結

束。（啓二二 10。）這世代的終結將

是大災難的三年半。（但十二 4，6 ～ 

7，9。）    

 
今世（恩典時代，召會時代）乃是奧

祕的時代。（弗五 32。）啓示錄十章

七節說，『神的奧祕就完成了』；完成

神的奧祕就是結束奧祕的時代。從亞

當到摩西，以及從摩西到基督這兩個

時代，每件事都是揭示出來的，並沒有

奧祕；將來在千年國時代並新天新地

裏，也是這樣，一切都是揭示出來的，

不再有奧祕。然而，從基督成為肉體到

千年國的時代（召會時代，恩典時代）

一切都是奧祕。（提前三 9。）基督成

為肉體是個奧祕，乃是奧祕時代的開

始；藉着基督成為肉體，無限的神被



 事  項 

中， 奧祕不光是指那些向我們隱藏，我

們所不知道的事，更是指隱藏在神心

裏的事。神的奧祕乃是祂隱藏的定旨，

就是要將祂自己分賜到祂所揀選的人

裏面；因此有了神奧祕的經綸。隱藏

在神心裏的奧祕乃是神永遠的經綸，

（一 10，）就是神永遠的目的和祂的心

願，要把祂自己在祂神聖的三一裏，就

是父在子裏，藉着靈，分賜到祂所揀選

並救贖的人裏面，作他們的生命和性

情，使他們能與祂一樣，成為祂的復

製，（羅八 29，約壹三 2，） 成為一個

生機體，就是基督的身體，作為新人，

（弗二 15 ～ 16，）要成為新耶路撒冷。

（啓二一 2 ～二二 5。） 保羅不僅傳基

督那追測不盡之豐富的福音；他也傳

隱藏在神裏之奧祕經綸的福音。（弗三

8 ～ 9。）這隱藏在神裏之奧祕經綸的

福音，是要產生召會，好照着神永遠的

定旨，作神的彰顯，使神得榮耀。今天

我們必須傳揚這隱藏在神裏之奧祕的

福音，將那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裏的

奧祕有何等的經綸，向眾人照明；神

創造萬有，乃是為 着成就祂的意願、祂

心 頭 的 願 望 以 及 祂 永遠 的 定旨 。   

  
奧祕的時代乃是信的時代。（來十一 

1，6，啓十 7，提前三 9。）神的奧祕

是憑信而知道的；因此，奧祕的時代

也是信的時代。信是一種質實的能力，

我們憑此將未見之事或所望之事質實

出來，質成現實。（來十一 1。）信心

使我們對未見之事有把握，使我們確

信所沒有看見的事；因此，信是未見 

 

之事的證據、證明。我們不是顧念、

注視所見的，乃是顧念、注視所不見

的。（林後四 18。）基督徒的生活是

一種未見之事的生活，主的恢復是要

將祂的召會從所見的事恢復到所不

見的事。（羅八 24 ～ 25，彼前一 8，

加六 10。）信仰是神在人身上完成祂

新約經綸惟一的路。（來十一 6。）

神的經綸是在信仰裏的，就是在信仰

的範圍和元素裏得以開始而發展

的；若沒有信，我們就無法實化神的

經綸。在神新約的經綸裏，信是人接

觸神惟一的要求。（1，6 節。）就着

新約經綸中的一切而言，神對我們的

要求乃是信。（羅一 16 ～ 17，加二 

20， 弗三 17，可十一 22，路十八 8。）  

 

真正的信乃是基督自己注入我們裏

面，成為我們相信祂的能力；主耶穌

注入我們裏面以後，就自然而然成為

我們的信。（羅三 26。）藉着在基督

耶穌裏的信，我們被帶進與基督生機

的聯結裏；在這生機的聯結裏，我們

經 歷基督並活基督。（加二 16，20，

弗三 17。）在基督的身體裏，『神…

分給各人信心的度量』；因此，我們

不該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乃要『看

得清明適度』。（羅十二 3。）信是

對得勝者神聖的要求，他們達到這要

求，就能在基督凱旋回來時與祂相

見，並得着國度的賞賜。（路十八 8，

提後四 7 下～ 8 上，來十 35，39。）

【摘自：新北市召會週訊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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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週“新約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雅各書生命讀經，第 10 及 11 篇。  

 

 3.  本週二禱告聚會共同追求進度：“初信造就”：第三篇（請參閱週訊第 8~ 

    11 頁。） 

 

 4.  本週開始追求“基督徒生活、召會生活、這世代的終結、以及主的來臨 ” 

  ，晨興聖言：第一週。青少年共同追求進度：“聖經之旅”第四冊：第 3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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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林前 15:1-19 15:20-28 15:29-34 15:35-49 15:50-58 16:1-9 16:10-24 

進 度 

1. 本週“新約恢復本經文及註解”共同讀經進度：根據讀經進度表 第 6 週。 

  

 經  節 

禱
告
事
項 
 
 
 
 
 
 
 
 
 
 
 
 
 
 
 
 
 
 
 
 
 

2你們要堅定持續的禱告，在此儆醒感恩，5…你們對於外人要憑

智慧行事，要贖回光陰。6你們的言語總要帶着恩典，好像用鹽

調和，就可知道你們應當怎樣回答各人。（歌羅西書 4:2,5-6） 

壹、 禱告使聖徒認識今年堅定持續之禱告生活的結果 

  禱告使聖徒從經歷中認識今年堅定持續之禱告生活的結果—言語滿了

  恩典，對於外人憑智慧行事，並知道如何贖回光陰（西四 2，5 ～

   6）。    

 

貳、 召會生活與實行：- 

  1. 為着疫情 

  （1） 召會須起來儆醒禱告， 

  （2） 經歷基督是我們的平安與穩妥， 

  （3） 護衛聖徒們免受惡者的攻擊並識破撒旦的謊言， 

  （4） 弟兄姊妹也需要學習按着神來牧養弟兄姊妹，特別在這個艱難的

   時刻。 
 

  2. 為着各會所各區各排的情形與需要 
 

  3. 為着週一晚上的事奉成全聚會禱告 
 

  4. 為着新學年大專，青少年，兒童的工作禱告 

https://www.lsmchinese.org/lifestudy/1the-idx.html


報
告
事
項 
 
 
 
 
 
 
 
 
 
 
 
 
 
 
 
 
 
 
 
 
 

1.  全召會集中事奉聚會 

  日期/時間： 1 月 25 日（週一）7:30PM        

  會議帳號： 833 6103 2392      會議密碼： 1111 

  備註：請鼓勵更多聖徒們一起上線，將身體獻上，當作聖別並討神 

             喜悅的活祭，這是我們合理的事奉。 

 

 

 

願恩典與平安歸給弟兄姊妹們。因着古晉市新冠肺炎疫情惡化，召會

決定暫停在會所或分區的各種實體聚會（為期三週）。召會生活將改

為線上模式。這段期間弟兄姊妹們須起來儆醒禱告，經歷基督是我們

的平安與穩妥，護衛聖徒們免受惡者的攻擊並識破撒旦的謊言。特別

在這個艱難的時刻，我們也需要學習按着神來牧養弟兄姊妹。 

 

古晉召會負責弟兄們啟 
14/01/2021 

2.  實體聚會暫停通啟（13~31/1/2021） 

3.  與香港大專生線上相調通啟 

 

親愛的學生們，有否參加過在線上的相調？ 

 

我們將會有一次跨國性的線上相調。日期/時間訂於二月四日（週四）

晚上 7 點 30 分與在香港召會的大專生相調。這次相調將使用雙語：

中文和英文。 

 

為使相調更呈現活力並讓聖靈能流通，我們需要大家的配搭： 

1. 主動積極敞開的靈 

2. 預備 1分鐘的分享（召會生活的享受與蒙恩） 

3. 需要打開視頻 

 

有了大家的同負一軛，相調才會有意義。這是難得的機會，請大家把

握機會來相調。我們盼望古晉所有的大專生都能參與，感謝主。因着

ZOOM 容量的限制，我們大概有 70 個名額，請弟兄姊妹們盡速報名：

請聯絡陳舢利弟兄(016-5728630)或王敏敏姊妹(018-26187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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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戶口： GEREJA KRISTIAN TUHAN DI KUCHING 

 銀行賬號： PUBLIC BANK 3129971112 

   REFERENCE ：特別奉獻『SPECIAL OFFERING』或例常奉獻 OFFERING』 

7.   奉獻心願款項總數 RM2,570,719.75，上週收到銀行直通 RM2,400.00 

 截至 19/01/2021 累積奉獻共收來 RM2,317,440.75，尚缺 RM253,279.00。  

 6. 古晉市召會前往扶持鄰近召會的服事暫停 

   註：請各區服事財務的聖徒，可將收到的奉獻款項於 2 月 2 日（週二） 

      中午時間 12:30PM~1:15PM 之間，交到財務室於服事的弟兄們。 

5.  結婚通啟 

  余自遠弟兄與江庭儀小姐已於 21/01/2021（週四）註冊結婚，謹此 

  告知眾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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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程： 2021 年 3 月 9 日至 5 月 28 日  訓練費用： RM300  

短期一： 2021 年 3 月 9 日至 4 月 02 日  訓練費用：  

一個月馬幣一百零吉 

(RM100/MTH)   

短期二： 2021 年 4 月 6 日至 4 月 30 日  

短期三： 2021 年 5 月 4 日至 5 月 28 日  

訓練將使用 Zoom 平臺上課   

訓練對象：年齡介於 36 歲至 78 歲的聖徒  

備註：欲知詳情，請聯絡許信源弟兄(016-8884120)。  

4.  美里第十屆中、壯年成全訓練通啟(第二期─線上)  



 

 外面的人在毀壞，裏面的人卻在更新 

“毀壞”更好。毀壞含示一個東西沒

有外來的作用而自行解體。保羅在這

裏的意思，不是說使徒們在毀壞。從

上下文來看，他們被治死不是他們發

起的。如果是他們發起的，我們就可

以說他們在毀壞。但既然是逼迫他們

的人和環境、情勢所發起的，所以最

好是說他們漸漸被銷毀。他們漸漸被

消耗掉。這辭的原意包括毀壞、銷毀、

消耗。 

 

逼迫者和環境一直作工在使徒們身

上。這項工作不是使徒們加諸自己身

上的。磨碾絕不是谷粒發起的；磨碾

的工作乃是磨碾的人所作的。不是使

徒們去磨碾人，乃是他們被人磨碾。

他們外面的人漸漸在銷毀、破壞、治

死。 

 

外面的人漸漸被銷毀、磨損、並被治

死；但是裏面的人卻日日在更新。銷

毀含示減少，更新含示擴增。因此，

我們外面的人漸漸減少，裏面的人漸

漸擴增。外面看來，我的身體漸漸衰

老，但我裏面的人卻越發年輕、更新。

外面看來我們都越過越衰老，但我們

裏面卻越過越更新。 

 

裏面的人因復活生命新鮮的供應得

着滋養，而得以更新。我們外面的人，

我們必死的身體，因着死的殺死工作

逐漸銷毀；我們裏面的人，就是我們

重生的靈，連同我們裏面的各部分，

（耶三一 33，來八 10，羅七 22，25，）

卻因復活生命的供應，得以日日新陳

代謝的更新。 

 

 

 

不喪膽 

 

保羅在四章十六節說，“所以我們不

喪膽，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壞，

我們裏面的人卻日日在更新。”保羅在

這節說了四章一節同樣的話：“我們

不喪膽。”所發生的許多事，原會使保

羅和他的同工失望或灰心喪膽。幾乎沒

有一件事叫他們得着鼓勵。然而，因為

他們是在復活裏，他們就不喪膽。事實

上，需要有死亡、灰心、失望，復活才

得以彰顯出來。沒有死亡，復活的生命

怎能得着彰顯？死叫復活得以彰顯出

來。因此，使徒們經歷死的時候，並不

喪膽。雖然許多叫人失望的事發生了，

但他們並不喪膽。 

 

保羅在十六節說，我們外面的人在毀

壞。外面的人是我們的身體和我們的

魂，以我們的身體為其器官，以我們的

魂為其生命和人位。裏面的人是我們重

生的靈同着我們更新的魂，以我們重生

的靈為其生命和人位，以我們更新的魂

為其器官。魂的生命必須被否認，（太

十六 24 ～ 25，）但魂的功用─心思、

意志、情感，必須藉着被征服，（林後

十 4 ～ 5，）得着更新並提高，而為靈

所用；靈乃是裏面之人的人位。 

 

毀壞原意或作，銷毀，消耗，磨損。藉

着不斷的殺死─死的工作，我們外面的

人，就是我們物質的身體，以及使其有

生命的魂，（林前十五 44，）就漸漸銷

毀磨損。 

 

林後四章十六節說“銷毀”也許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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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我們外面的人銷毀，基督才能活出

來並供應給別人。這是主的路。惟有這

樣，新婦才能為祂預備好。 

 

這短暫輕微的苦楚，要為他們成就 

永遠重大的榮耀 

 

保羅在十七節說，“我們這短暫輕

微的苦楚，要極盡超越的為我們成就

永遠重大的榮耀。”這裏的苦楚是指治

死，十字架的工作。（10。）極盡超

越，直譯，超越的達到超越。永遠重大

的榮耀與短暫輕微的苦楚相對。這裏

的榮耀指那是復活生命之神的彰顯，

與苦楚相對。 

 

短暫輕微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永遠

重大的榮耀。這重大的榮耀要成為裝

飾好之新婦的榮美。 

 

不是顧念所見的、暫時的，乃是顧念

所不見的、永遠的 

 

十八節說，“我們原不是顧念所見

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

暫時的，所不見的才是永遠的。”所見

的是暫時苦楚的事，所不見的是永遠

榮耀的事。保羅不在意苦難、環境、貧

窮、反對、逼迫或磨碾。這些事是所見

的，是暫時的。他只顧念永遠的事。他

知道當他處在受磨碾的光景中，苦楚

要為他成就重大、榮美、永遠的事。這

樣，當基督回來的時候，我們就要為祂

裝飾成光明、榮美的新婦。【摘自：哥

林多後書生命讀經，第十一篇】 

 
 

 

 

 

更新與構成相似，二者都需要特別的

元素。我們若要得着更新，就必須有一

些元素加到我們裏面。這更新我們的元

素，就是隱藏在我們裏面的寶貝。（林

後四 7。）然而，我們若要得着更新，光

有寶貝在我們裏面是不夠的。我們還需

要被殺死、毀壞、銷毀、磨碾。為這緣

故，我們裏面有寶貝，外面有環境。藉

着我們的環境，神就主宰的把我們擺在

磨石之下受磨碾。 

 

我們逃避不了神的手。你成熟了麽？

你破碎了麽？你可能還用自己的聰明

來逃避破碎和磨碾。沒有人對付得了

你。然而，最想要逃避破碎的人，末了

受的苦也最多。我們的定命就是被銷

毀。弟兄們，主也許會用你的妻子來磨

你。甚至最好的妻子，也這樣為主使用。 

 

主憑着祂主宰的權柄，利用我們的環

境來銷毀我們。不要以為是因為你不

對，所以需要被銷毀。實際上，乃是因

為你對，所以需要被銷毀。你越對，就

越需要被銷毀。保羅非常的對，所以他

很需要被銷毀。這不是說，你應當故意

犯錯。你如果錯了，你可能受懲罰。 

 

你也許不知道該怎麽辦，因為你對了，

會被銷毀；你不對，又會受懲罰。答案

是你什麽也不該作。主遲早要把你放在

磨石底下。 

 

因着我們愛主，所以我們願意受磨碾。

但這不是說，我們應當主動的把自己擺

在上下兩塊磨石之間。那是自殺，不是

磨碾。要讓主用祂主宰的權柄把你擺在

磨碾之下。我們不需要作什麽，磨碾會

自自然然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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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篇 奉獻（二） 

所，這是燔祭的工作。贖罪祭和燔祭

的出發點是一樣的，可是所到的地

方兩樣。都是從罪人起的，但是贖罪

祭到贖罪就了了，燔祭是把罪人帶

到神面前被悅納。燔祭是罪人在愛

子裏得蒙悅納的祭，燔祭比贖罪祭

多走了一段路。燔祭乃是說，主耶稣

在神面前那一個馨香，叫神悅納祂

的味道；我今天把祂獻上給神，叫

神也能悅納我。我不只藉着贖罪祭

得着赦免，我也因着主耶稣得蒙悅

納。 

 

三 承接聖職的祭 

 

第一只公羊殺了之後，還得殺第二

只公羊。 

 

  1 塗血 

 

這一只羊殺了怎麽作呢？第一件

事是把它的血塗在亞倫和他兒子的

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右腳的

大拇趾上。意思是神既然在基督裏

悅納我，我現在要承認血已經分別

我的耳、手、足，完全歸神。我應當

站在一個地位上，就是我的耳、手、

足都是屬乎神的。因着救贖，我聽話

的耳朵應當為着神聽話，我作事的

手應當為着神作事，我走路的腳應

當為着神走路。我是用血把右耳垂

塗了，用血把右手的大拇指塗了，用 

 

肆 奉獻的路 

 

利未記八章十四至二十八節講到一

只公牛、兩只公羊和一筐餅。公牛是為

着作贖罪祭，第一只公羊是為着作燔

祭，第二只公羊和筐子裏的餅是為着

作承接聖職的祭。 

 

  一 贖罪祭 

 

人如果要在神面前承接聖職，要奉

獻給神，第一個問題就是贖罪，這是當

然的。這個人是得救的。這個人是屬於

主的，才能奉獻。贖罪祭是奉獻的根

基。 

 

  二 燔祭 

 

接下去就給我們看見兩只公羊。我

們要仔細的讀利未記八章十八至二十

八節。這兩只公羊，一只是作燔祭，把

它燒了，另一只是作奉獻的祭，叫亞倫

從今以後能夠事奉神。 

 

燔祭是什麽意思？燔祭就是完全燒

掉的祭。祭司不能吃燔祭的肉，一切燔

祭的肉都得燒掉。贖罪祭只叫我們的

罪得着解決，燔祭是叫我們在神面前

蒙悅納。主耶稣替我們在十字架上把

罪擔當了，這一個是指主耶稣贖罪祭

的工作；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幔子裂

開，從上到下裂開，把我們帶到至聖

造 就 



格方面的事。脂油是肥美的，所以是

指神的榮耀方面的事。餅是素的，給

我們看見祂那最高的人性。祂是沒有

酵的、沒有瑕疵的完全人，祂是滿有

膏油、滿有聖靈的人；祂的性情、祂

心裏的感覺、祂屬靈的知覺，都是頂

細頂嫩的，細嫩得像一個薄餅一樣，

一碰就要碎的，是充滿了感覺和同情

的。這些東西，要擺在亞倫的手裏，

要亞倫在神面前舉起來搖一搖，然後

再加在燔祭上燒掉，這個就叫作奉

獻。 

 

在這裏我們要加上一點解釋。在希

伯來文裏面‘承接聖職’這個詞的意

思，乃是‘充滿這手’，或作‘把手

充滿了’。達秘譯本和楊氏聖經彙編

都有這樣的注解。本來手是空的，現

在把它裝滿了。亞倫的手裏拿着那麽

多的東西，就是充滿了主的時候，這

就是奉獻的時候。亞倫手裏空的時

候，還沒有奉獻。亞倫手裏滿的時候，

亞倫手裏再也不能拿別的東西的時

候，亞倫手裏只能有主的時候，這是

奉獻。 

 

所以什麽叫作奉獻？就是神要亞

倫一家的人來作祭司，來事奉祂。可

是亞倫來的時候，不可冒昧而來。他

的罪孽必須先解決，他必須在基督裏

蒙悅納；並且他的手裏（手表示作

事）要滿有基督。什麽都沒有，只有

基督，這一個時候才是奉獻。所以什

麽叫作奉獻呢？頂簡單的，就像保羅 

血把右腳的大拇趾塗了，來表示我的

耳、手、足都是被主買來的。我們應當

向主說，‘因為我得救贖，主，從今以

後，我這兩只耳朵不是我自己的。因為

我得救贖，主，從今以後，我這兩只手

不是我自己的。因為我得救贖，主，從

今以後，我這兩只腳也不是我自己的。

因為我在基督裏蒙救贖，主，我整個人

都屬你，都不是我自己的。’ 

 

血是權利的記號，血是愛的記號。林

前六章所說的‘重價’，就是這裏的

血。林後五章所說的‘愛’，也就是這

裏的血。因着有血，有愛、有權利，所

以我的全身都不是自己的。主流血，我

要在我身上承認這個血的權利。主愛

我，我要承認我整個的人是屬乎祂的。 

 

  2 搖祭 

 

塗血以後，就有下面所說的搖祭。我

們要注意，當這第二只羊被殺的時候，

血塗在耳垂上，血塗在手指上，血塗在

腳趾上，那一個時候還不算是奉獻。那

不過是奉獻的根據。塗血不過是承認

那一個愛和那一個權利，叫我可以奉

獻了，但是奉獻還在下面。 

 

把這第二只公羊殺了，把血塗了之

後，就把羊的右肩（右腿）和脂油擺在

一邊，另外拿出筐子裏的餅，一個無酵

餅，一個油餅，一個薄餅。這些東西是

預表主耶稣的兩方面。肩是有能力的

地方。羊的肩，是給我們看見主耶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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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你沒有把我漏掉，你也救了我；

現在求你在許多事奉你的人中，也

讓我有一分，不把我漏掉！’ 

 

你就是這樣擺在主面前，一切都是

為着基督，一切就是為着基督。你這

樣一作，你這樣一擺上，就是奉獻。

這就是羅馬書十二章所說的，把整

個身體獻上。羅馬書六章是說肢體

的奉獻，正如前面所說的耳朵和手

腳的塗血。羅馬書十二章是說整個

身體的奉獻，正如這裏所說的雙手

滿了基督。這樣，舊約和新約就完全

合起來了。 

 

伍 奉獻的目的 

 

奉獻的目的，不是為着神去傳道； 

奉獻的目的，不是為着神去作工；

奉獻的目的，乃是為着事奉神。奉獻

的結果是事奉。事奉這個詞，在原文

裏的意思，就是像我們平常所說的

‘伺候，’意思就是准備着在那裏服

事。我們要記得，奉獻的目的是伺候

神。伺候不一定是勞碌作工。伺候乃

是祂要你站住，你就站住，祂要你站

在旁邊，你就站在旁邊，祂要你跑，

你就跑，這個叫作伺候。 

 

神所要求的，就是要所有的基督徒

把身體獻上去伺候祂。不一定是跑

到講台上去，不一定是到邊荒布道

去，乃是伺候神。有的人神派他上講

台，就非上講台不可，他沒有辦法。 

所說，‘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

獻上，當作活祭，…你們如此事奉，乃

是理所當然的。’（羅十二 1。） 

 

你必須來到主的面前看見：我一生

一世只有一條路，就是事奉神。我沒有

別的路，事奉神是我的路。我為着事奉

神，我把整個身體獻上。從今以後，我

的耳朵是為着主而聽，我的手是為着

主而作，我的腳是為着主而跑。我這兩

只耳朵只聽主的話，我這兩只手只作

主的事，我這兩只腳只跑主的路。我在

這裏只是為着事奉神。我獻上像一個

祭一樣，我獻上像一個犧牲一樣，我整

個的獻上為着祂。再進一步，我的兩手

是充滿了基督，我把祂舉起來。我這兩

只手就是把基督顯出來，這一個舉動

叫作奉獻。就是這一個時候，神說是奉

獻。就是這一個滿了基督，神說是奉

獻。 

 

所以奉獻乃是我摸着主的愛，我也

看見主的權利，因着這兩個字，我就來

到神的面前要求事奉。不只是神召我，

並且是我自己來要求事奉。我說，‘神

阿！我現在是屬乎你的人，我是你買

來的人。從前的時候，我在你桌子底

下，盼望能夠吃一點落下來的餅屑；

可是從今以後，神阿，我要事奉你。今

天我揀選來事奉你。我是靠着主蒙悅

納的人，好不好在事奉你的大事上，也

讓我靠着主有一點分！我求你憐憫

我，叫我在事奉你的事情上也有一點

分。許多人得救的時候，你沒有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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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回來的，是屬於主的。我的腳是血

所買回來的，是屬於主的。從今以

後，我自己不能再用它。’ 

 

我們不是求人來奉獻，我們乃是要

告訴人，在這裏有一條路可以奉獻，

有一條路可以來事奉神。在這裏有

一條路，你可以來事奉萬軍之耶和

華。我們必須清楚，我們乃是來事奉

‘萬軍之耶和華’的。如果把奉獻看

作是我們優待神，那就錯了。 

 

神在舊約中所啓示的是相當清楚，

神許可人了，人才能奉獻。在新約

中，也是說憑着神的慈悲勸你們。神

這樣愛你們，你們就得把自己獻上，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這不是求你，這

是理所當然的事，這是應該的事。奉

獻並不是我們肯不肯的問題。我們

能奉獻，還是神的大恩典。我們要看

見，能夠得着權利作神的仆人，應該

是我們一生最大的榮耀。一個人蒙

恩得救是快樂的事；如果一個人能

夠有分於事奉神，更是何等大的

事！你想我們的神是誰？你總得看

見祂的大，你總得看見祂的榮耀，你

才會看見這一個事奉是何等大，這

一個事奉是何等榮耀。我們蒙祂的

恩典，能夠事奉祂，這是何等大的

事！ 

有的人神派他去邊荒，就非到邊荒去

不可，他沒有辦法。所有的時間都為着

神，但是作什麽工不一定。都是伺候，

但是作什麽事不一定。你應當學習伺

候神，你將身體獻上，就是為要作一個

事奉神的人。 

 

我們不作基督徒則已，一作基督徒

就得終身事奉神。一個人一奉獻，就要

看見，從今以後，主的要求是第一，事

奉神是他一生的路。但願神施恩，給我

們看見，事奉神是我們的本分。所有信

主的人都得看見，你這一個人，從今以

後，就是要事奉神。我們要被帶到一個

地步，看見說，我作了基督徒，什麽都

不能隨便了。我們不是說，你不要忠心

作事情，不要認真工作，可以遊手好

閑，這不是我們的意思。我們還得忠心

作事，認真作工。可是我們要在神面前

看見：我一生一世是順着事奉神的路

來走，一切的事都是為着遵行神的旨

意，討神的喜悅。奉獻的實際就是這

樣。 

 

所以，奉獻不是看人拿多少東西給

神；奉獻乃是我們在神面前蒙了悅

納，神讓我們事奉祂。奉獻是專門留起

來為着基督徒的，絕不是任何的人都

可以奉獻的。只有蒙恩的人，屬於主的

人，才能奉獻。奉獻就是說，‘主阿！

你給我一個機會，你給我一個權利，叫

我能夠到你面前來事奉你。’奉獻就是

說，‘主，我是你的。我的耳朵是血所

買回來的，是屬於主的。我的手是血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