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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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 神、人和撒但  

对头，也来在其中；撒但背叛神以后，

已经被神定罪，甚至受神判刑，撒但进

到神面前的权利仍未从他夺去。(参启

十二 10。)神按祂的智慧和主宰的权

柄，还未在撒但身上执行祂的审判，反

而给撒但有限的时间，让他作些事，好

应付一些消极的需要，以完成祂的经

纶。撒但是宇宙中惟一的一位，能够且

愿意完成神这目的，就是剥夺约伯的家

产和道德成就，撒但仍是自由的，好被

神特意用作醜恶的工具，以执行神对爱

祂之人严厉的对付。  

   

撒但有他的国，就是黑暗的权势，(太

十二 26，)撒但有他的权势（徒二六 

18）和他的使者，（太二五 41，）就是

他的从属，是这黑暗世界的执政者、掌

权者和管辖者；因此，他有他的国，就

是黑暗的权势。（西一 13。），撒但也

是这世界的王和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主耶稣借着祂在地上的职事和祂在

十字架上的死，胜过了撒但。得胜的基

督在祂地上的职事里击败魔鬼并消除

魔鬼的作为，(太四 1 ～ 11，) 主耶稣

要为着诸天的国完成祂的职事，就必须

击败神的仇敌，就是魔鬼撒但。主耶稣 

全本圣经就是记载神、人、和撒但的

事；所以我们读圣经，不仅要懂得神的

事和人的事，还必须懂得撒但的事。撒但

原是神在创造地以前所创造的一个天使

和受膏的，他原是天使当中最高的一位，

(伯三八 4 ～ 7，) 撒但原是『明亮之星，

清晨之子』，（赛十四 12，）是神在宇

宙之『晨』所创造最初期的天使之一，受

神指派作了天使长。受膏的为神所派管

理亚当以前的宇宙；（路四 6 ；）受膏的

是最靠近神的，兼有君王职分和祭司职

分，在神的造物中掌有最高的地位。 

    

撒但对神的背叛启示于以赛亚十四章

十三至十四节和以西结二十八章十五至

十八节，撒但背叛神是由于他心里骄

傲；他因美丽心中高傲，其背叛的意图

乃是要推翻神的权柄，高举自己与神同

等；在他对神的背叛里，他要与神同等，

因着背叛，撒但就成了神的对头，神的仇

敌。    

 

约伯记一至二章的景象描述在天上所

举行关于约伯的两次会议，因着神对约

伯有爱的关切，所以就在天上举行两次

会议讨论约伯。『神的众子』，就是众天

使，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但，就是那

 



 事  項 

在祂地上的职事里，消除了魔鬼的作为。

(约壹三 8。)得胜的基督在祂钉十字架

时，赶出这世界的王，废除魔鬼，使执政

的和掌权的被脱下，并把死废掉。    

 

作为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徒和神的儿女，

我们需要学习在基督里胜过撒但。我们

不该不晓得撒但的阴谋，(林后二 11，)那

恶者撒但，在每件事的幕后藏着，在每件

事，甚至在召会生活里面作祟。我们需要

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我们能以站住，抵

挡魔鬼的诡计。(弗六 11。) 也需要儆醒

防备我们的对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

子，徧地遊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

前五 8。)我们胜过撒但最好的路乃是活

在调和的灵里。(林前六 17，约壹五 18。)

罗马十六章二十节：『平安的神快要将

撒但践踏在你们的脚下』指明践踏撒但

与召会生活有关；召会生活是神胜过撒

但最有力的凭借，撒但只能被践踏在那

实际彰显于众地方召会之基督身体的脚

下。 

至终，男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之

后，天上就有争战，撒但和他的使者要

被摔在地上，并且神的国要显明。(启十

二 5，7 ～ 11。)男孩子是由得胜者所组

成，站在全召会所当站的地位上，替召

会作事情，男孩子在地上总是不断从事

与神仇敌撒但的争战。天正等待男孩

子—得胜者—到达那里，好进行争战，

把撒但从天上摔下去。魔鬼，那控告者，

现今在神面前昼夜控告信徒，但得胜信

徒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因自己

所见证的话』以及『不爱自己的魂生

命』。   

  

男孩子被提，结束了召会时代，并引进

国度时代，他们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

去，撒但被摔在地上以及天上的宣告，

表明男孩子要把国度带到地上；这是

神最大的时代行动。 【摘自：新北市召

会周讯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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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弗 2:19-22 3:1-7 3:8-13 3:14-18 3:19-21 4:1-4 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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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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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5 篇。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初信造就”：第八篇（请参阅周讯第 

    11~13 页。） 
 

3.  本周继续追求“约伯记、箴言、传道书结晶读经 ”，晨兴圣言：第二周。 

   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圣经之旅”第四册：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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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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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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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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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奉献心愿款项总数 RM2,570,719.75，上周收到银行直通 RM5,500.00   

 截至 23/03/2021 累积奉献共收来 RM2,389,350.75，尚缺 RM181,3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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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操练灵  

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伟⼤的创造者，

科学的创造者。祂⾮常有规律。世上的科

学家都在努⼒的发现这位真神的伟⼤创

造，以及祂创造中可以重复的规律。    

 

科学和信仰是没有衝突的。神是科学的。

在基督徒操练灵这件极为重要的操练上，

我们可以向神寻求其中的规律。我们的操

练是有规可循的；因为圣经罗⾺书⼋章

2 节告诉我们，「⽣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

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

律。」⽣命之灵的运⾏是有规律的，因此，

才被称为⽣命之灵的 「律」。让⽣命之灵

交 通 

的律在我们里⾯运⾏，必定不是无规可

循、不可捉摸的。更不会是⼀些不可重复

的巧合，或迷信的⼼理作⽤，⽽是可以根

据神的设计，有规律的去操练的。    

 

⾸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操练的是⼈的

灵，不是神的灵。神的灵不需要⼈去操

练，祂是⾃有永有，完美无瑕，从永远到

永远，祂是不朽坏的；神的灵是不需要

⼈去操练的。然⽽，我们之所以能认识

神，是因为神设计⼈的时候，让我们⼈有

灵，因此，我们才有可能与是灵的

神有交通。基督徒所有的故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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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那不是太⽞了吗？ 

    

⼈的灵就如⼈的脑，越操练越敏锐；敏

锐的灵可以敏锐的察觉到神的⼼意。⼈

的灵是要⽤到它的功⽤才能得到操练

的。⼈灵的功⽤是什么呢？就是良⼼，交

通， 直觉（「神的经营」六○⾄六三⾴；

「直觉」是⼗⼆篮第 10 辑第 8 篇“⼈的

堕落与恢复的路线”中所指的「神觉」，

从神直接来的感觉与知觉）。灵的这三个

功 ⽤：良⼼，交通，直觉，就是我们操

练灵时，必须操练的。操练这三个功⽤的

次序是⾮常有讲究的，就如腿有站、⾛、

跑、跳等功⽤，在操练腿时，需要先站、

⾛、再跑。如果没有站稳，⾛⼀⾛，就拼

命的跑，跑的动作可能会伤害到腿，⽽不

是操练到腿。因此，操练灵时，操练这三

个功⽤的次序，是⾮常重要的。认识这次

序之后，操练灵是⾮常科学、有效的。    

 

对于灵的良⼼，交通，直觉，这三个功

⽤，操练的次序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

从旧约的图画来求启⽰：从旧约中，⼤

祭司要从外院⼦，经过圣所，进⼊⾄圣

所， 与神相会的路线图来求启⽰，以认

识我们操练灵这三个功⽤的次序。    

  

 

 

 

 

 

 

 

 

 

是在灵里，操练⼈的灵来认识是灵的神，

进⽽与神同⾏、同活、同⼯。操练⼈的灵

是基督徒必须学习的基础功课，就如呼吸

⼀样重要，我们永远不会从操练⼈的灵毕

业。 
 

我们如何操练我们⼈的灵呢？    
 

可以打个⽐⽅，请⼀位弟兄，来为我们⽰

范⼀下如何操练他的腿。如果他⽴刻开始

坐着⼤声唸「操练腿的⼿册」，⽤头脑思

考操练腿的⽅法，教导我们如何操练腿，

但是他却⼀直没有⽤他的腿站起来，⾛

路、跑步、跳⾼、蹲下，那他操练到他的

腿了吗？完全没有。他操练了他的头脑、

⼼思，嗓⾨、⼝⾆，却没有操练到他的腿。

他必须⽤腿⾛路、跑步，⾄少要站起来，

⽤到腿的功⽤，才可能操练到腿。如果只

思考、讲说操练腿，却不⽤腿的功⽤，就

操练不到腿。如果我要操练头脑，就要⽤

脑去思考；要⽤到头脑的功⽤，才能操练

头脑。我们常说操练灵， 然⽽我们有没有

操练到灵呢？如果我们连⼈的灵的功⽤

是什么都不知道，要操练灵岂不是太⽞了

吗？就如思考需要⽤⼈脑，跑步需要⽤⼈

腿，接触是灵的神需要⽤⼈的灵。如果我

们不⽤我们的灵，却说我们认识是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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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赦免我们，使我们能进⼀步与神有交

通。我们需要祂宝⾎的遮盖，这是不可省

的⼀步，否则我们这些罪⼈没有资格来

到无罪的神、荣耀的神、公义的神⾯前。    

 

我们不仅有罪⾏，更是有罪性，是⼀个

不能⾃救的罪⼈；我们随时需要基督作

我们的祭物。有时候，有⼈会觉得，我⼜

没有犯什么错，也没作什么坏事，也没说

什么不该说的话，为什么还要求神赦

免？然⽽，良⼼无亏的标准是基督，不是

你我的好⾏为，更不是⼈间的法律⽽已。

神的标准是⾮常⾼的。就如，我们⼼中骂

弟兄愚蠢，在神眼中我们就已经犯了罪

（⾺太福⾳ 5:22）。不是作出来的才算

罪；⽽是发⾃我们不可改的罪性，在神

眼中都是罪。因为神鉴察⼈⼼，我们⼼中

的想法，任何的念头，神都知道；就算我

这⼀分钟没有坏的念头，下⼀分钟却难

以保障。如果我们有不需要认罪的念头，

这念头的本⾝就需要神的赦免。    

 

所以，我们每天、随时、随刻，只要⼀

想到操练灵，第⼀句话就应该说：「主

啊，赦免我。」这会让我们的⼼柔软下来。

我们「众⼈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就算我没什么错，但我没有彰显神的荣

耀，只彰显了⾃⼰，彰显⾃⼰的荣耀，我

们就是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

我们就需要神来赦免我们。    

 

以前我上班的时候，如果觉得⽕气要冒

上来了，但⼜觉得不能当着同事的⾯⽣

气，就去洗⼿间，「主耶稣啊，主耶稣

啊！」，呼求半天，虽然着急，但好像与 

主是隔绝的。现在我知道了，我不⽤去洗

⼿间，当下，我就操练在⼼里说： 

第⼀步是操练我们的良⼼，就如⼤祭司

在外院⼦，需要在祭坛上献祭，再经过洗

濯盆的洗涤，才有资格进⼊圣所⼀样。在

外院⼦的献祭，就如操练我们的良⼼，我

们的良⼼是因为主耶稣的宝⾎为我们的

罪付了赎价；我们借着认罪，得了赦免，

使我们可以因信称义，在主耶稣的宝⾎遮

盖下坦然的进⼊与祂相会的下⼀步。我们

的良⼼因取⽤了主耶稣的宝⾎⽽停⽌控

告我们，这并⾮因我们的⾏为有什么值得

称赞的地⽅，乃是因为基督的宝⾎为我们

说了更美的话；也因为我们承认我们的

罪(约翰壹书⼀章 9 节)。我们向神承认我

们的罪，基督的宝⾎就有功效赦免我们；

神也就因祂的公义和信实，并因为基督的

⾎赦免我们，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与

神相会。因此，外院⼦的这⼀步，就是操

练我们良⼼的这⼀步，是操练灵的第⼀

步，是不可以省略的。  

 

「我们若说⾃⼰没有罪，便是⾃欺；我

们若说⾃⼰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

的」(约翰壹书⼀章 9-10 节)。因此，我们

看见我们不但外⾯有罪⾏，里⾯更有罪

性，是⼀个需要拯救、赦免的罪⼈。基督

来到世上，就是为拯救我们这些无法⾃救

的罪⼈；祂来，也是为我们这些需要医治

的病⼈。祂是公义的太阳，在祂的光线下

有医治的能⼒（玛拉基书 4:2）。我们必须

先来承认我们的罪，取⽤基督永远有功效

的宝⾎，得到祂的赦免，我们才能从外院

⼦进⼊圣所，与神有进⼀步的交通。因此，

我们看见在旧约的图画，⼤祭司必须先献

上祭物，再经过洗濯盆的洗涤，还要带着

祭坛的⾎，继续往圣所，再到⾄圣所。我

们必须先承认我们的罪，献上基督为我们

的祭物。我们何等需要基督来遮盖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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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步是操练我们与神的交通。我们从

外院⼦进⼊圣所；圣所里有陈设饼，有

⾦灯台，也有⾹坛。⾸先，⼤祭司的路线

是向北转，就是到陈设饼之前。陈设饼⼜

叫⾯饼(face bread)，就是在神的⾯光中

吃饼。这就是我们在神的⾯光中吃神的

话作我们的灵粮。这是操练灵的第⼆步。

操练灵是让我们与是灵的神交通。然⽽，

与神交通有⼀种特别的语⾔，并⾮⼈国

的语⾔，⽽是神国的语⾔。圣经是神国的

语⾔，神国的字典，给⼈学习，使⼈与神

沟通。如果我们对神国的语⾔不清楚、 

不流利，我们与神的沟通就⾮常有限，会

向神求问，却常听不懂神的回答。主耶稣

告诉我们祂的话，是灵，是⽣命（约翰福

⾳六章 63 节），如果我们每天操练在神

⾯前以祷告的⽅式读神的话，学习神国

的语⾔，让神国的语⾔丰丰富富的住在

我们里⾯，我们就会经历神话中之⽔的

洗涤，更新我们，供应我们。神的话，是

两刃的剑，能剖开我们的灵与魂，辨明我

们⼼中的思念和主意（希伯来书四章 12 

节）；神的话，能成为我们救恩的头盔，

抵挡仇敌的⽕箭。主耶稣也告诉我们， 

吃祂的话，就要因祂活着(约翰福⾳六章

57 节)。因此，我们要每天按时来到神的

⾯前，在神的⾯光中读圣经，把神的话当

作灵粮，接受到我们的灵里，使我们的灵

⾧得健康茁壮。    

 

我们知道在旧约里，许多圣徒都宝爱神

的话：摩西在申命记里，苦⼝婆⼼的劝

以⾊列⼦民⼀定要记住耶和华的话（申

命记六章 6-9 节）；耶利⽶也说，他找到

神的话，就当⾷物吃了，神的⾔语成了他

⼼中的欢喜快乐（耶利⽶书⼗五章 16 

节）；⼤卫宝爱神的话，⽐极多的精 

「主啊，赦免我。」我会发现，不是同事的

错，是我的错，我为什么那样容易被冒犯

呢？⼈家可以冒犯我，但我不需要被冒犯

嘛；我之所以这么容易被冒犯，就是因为

我骄傲，我的⼰太⼤，我觉得都是别⼈的

错，所以容易被冒犯。若我们的旧⼈已经与

基督同钉⼗字架，死⼈可能被冒犯吗？所

以，我们需要求主来赦免我们的旧⼈仍然

太活跃了。当我们这么操练的时候，我们就

会谦卑下来，知道⾃⼰没有彰显神的荣耀。

这个不是以世⼈的对错为标准，⼈的标准

太低了，⽽是以神的标准为标准，直到我们

真可以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彰显的

是神的荣耀，才是达到了神的标准，否则我

们都该说：「主啊，赦免我。」    

 

我们随时需要操练灵，因为我们认识⾃⼰

是⼀个不能⾃救的罪⼈。我们需要救主，需

要耶稣基督，需要随时献上基督作我们的

祭物，使我们能借着基督，坦然无惧的进到

神前。如果我们对⼈、对神有了任何的过

犯，我们必须操练我们的良⼼来对付它。向

着神的亏⽋，我们可以借着认罪得到赦

免；对着⼈的亏⽋，我们就必须向⼈道歉，

尽我们该尽的义；如果需要赔偿的，也需

要合理的赔偿。当我们这样取⽤基督的宝

⾎对付我们的良⼼，使我们良⼼对⼈、对神

都无亏，我们就可以进⼊圣所。 再加强说，

在外院⼦对付良⼼的标准是基督，⽽不是

⼈的好⾏为，或⼈间的法律⽽已。因此，除

⾮有⼀天我们可以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否

则，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在神⾯前谦卑下来，

承认我们的罪，感谢基督的救赎。对⼈也要

维持无亏的良⼼。这是操练灵的第⼀步。如

果我们对⼈、对神有任何亏⽋，我们就还没

有资格进⼊圣所，就如我们还没有站稳，就

想跑，那可能会伤害我们的腿，⽽不是操练

我们的腿⼀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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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钉死的。所以，若储存的真理没有现在

的光，就会让我们成为经学家、法利赛

⼈，⽤神的话当字句来杀死⼈；若没有

今时的光，累积的经历会让我们成为⼀

个⾮常⽼旧的⼈；以过去的经验倚⽼卖

⽼，发表许多个⼈的意见，在召会⽣活中

造成别⼈的困扰。    

 

因此，我们看见每⼀天，从外院⼦，操

练我们的良⼼，进⼊圣所，在神的⾯前吃

⾯饼，在神的⾯光中得到光照，是多么重

要的⼀件事；这是我们操练灵的第⼆

步。我们得到神的话作我们的⾷物，每天

的供应、灵粮，⼜在神的话中，神的⾯ 

中，得到应时的光照，我们就会再往西

⾛，进到⾹坛的⾯前。    

 

⾹坛烧的⾹是不停的。⾹坛是祷告的

地⽅。因此，神在基督耶稣里向着我们的

旨意，是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 16-

18)。因此，不住的祷告就是在⾹坛前的

祷告，⾹坛的⾹⽕是不能停的。我们在无

亏的良⼼之下，吃了神的话，得到神的光

照之后，我们才能发出⾹坛的祷告，这是

向着神去的馨⾹之气，否则我们的祷告

常常是控告的，怨天尤⼈的，陈情的，或

是要求神为我们作事的祷告，甚⾄像拿

着⼀个购物单到神⾯前，告诉祂我需要

这个、那个，希望祂帮忙照着我们的旨意

来成就，这些都不是⾹坛前的祷告。⾹坛

的祷告是在经过外院⼦的祭坛、洗濯盆，

以及圣所的陈设饼、⾦灯台之后发出的

祷告，是馨⾹之气，是我们里⾯的基督向

天上的基督的呼应，是合乎神⼼意的，是

神所喜悦的。    

 

⾦可羡慕；且⽐蜂房下滴的蜜⽢甜。(诗

篇⼗九篇 10 节)。我们也看见诗篇⼀百⼀

⼗九篇，诗⼈如何的珍惜、宝爱、喜爱神

的话(11 节，48 节，72 节，103 节，127

节)；在约翰福⾳⼗四章 15 节，主耶稣

说：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

如果我们不读圣经，我们根本不知道神的 

诫命是什么。我们若爱祂，就必爱祂的话，

因为话就是神（约翰福⾳⼀章⼀节）。 

 

祭司在圣所往北吃了陈设饼之后，就往

南⾛到⾦灯台⾯前，得光照。我们在神的 

⾯前吃神的话，就可从神的话得到亮光，

只有在神的光中我们才得见光。神的话 

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诗篇⼀⼀九

篇 105 节）。我们的光照是来⾃神的话；

神的话确实可以引导我们的道路，是我们

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没有神的话，我们

是在⿊暗中⾏；没有神的话，我们甚⾄不

知道神的道路在那里。在神的⾯光中吃祂

的话，我们就会得到应时的光，有应时的

帮助。因此，祭司进⼊帐幕去见神的路线

图，是先到祭坛，洗濯盆，然后进⼊圣所

陈设饼⾯前，然后往南⾛，到⾦灯台前。

如果，我们想得到神的光照，就需要对付

良⼼中的亏⽋，吃神的话，否则就不容易

得到神的光照。  

 

光是神⾮常奇妙的创造。光有许许多多

的特性，其中的⼀个特性是： 「光不能储

存。」我们随时需要来到神的光中得光照。

昨⽇的光并不能照耀今天的道路。光是不

能储存的。真理可以储存，经历可以储

存；但是光不能储存。若储存的真理没有

应时的光，就会成为知识道理杀死⼈。(哥

林多后书三章 6 节)。主耶稣就是被研究

圣经的经学家、宗教徒、法利赛⼈所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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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才能得到神的直觉，从神直接来的感

觉。    

 

操练灵的第三步是操练接受从神直接来

的直觉。第三步是在漆⿊、没有⼈的光、

没有任何天然光的⾄圣所里，瞻仰神的

荣耀。因为在⾄圣所里⾯，只有约柜，与

约柜里神的律法，约柜的盖⼦是纯⾦的

平息处，还有两个纯⾦的基路伯在上⾯。

纯⾦代表神的性情。⼤祭司必须在施恩

座/平息处上，弹上祭坛的⾎，表⽰只有

基督的⾎才使⼈有资格，胜过约柜里律

法的要求，并照着神圣的性情，进⼊与神

的相会。⾄圣所里，约柜/平息处之上，

还有两个基路伯，代表神的荣耀，在看守

着。在神荣耀的观看之下，⼈与神能够相

会。因此，我们从神直接得来的直觉 （神

觉），是不会超过神荣耀的范围的。神对

我们所说的⼀切话，⼀切神觉，⼀定不会

超过祂已经说过的话，不会违反神律法

的原则，祂神圣的性情，更不会超出神荣

耀的范围。⽐如我们不可能从神得到⼀

个直觉，要我们做些不可告⼈的羞事，或

买彩卷发财。因为这些不在神荣耀的范

围内，也不合神律法的原则，神圣的性

情。神的律法是有劳有获，种什么收什

么，所有暗中做的事都会显明。因此，我

们要知道我们从神来的感觉⼀定有律法

的根据，就是圣经的根据，因为在⾄圣所

里，约柜里⾯放的⽯版，是神亲⼿写的律

法。所以，我们从神得到的直 觉，⼀定

是根据神与我们⽴的约；不会在约之

外，更不会在神荣耀的范围之外，也不会

违反神是爱，是光，是圣，是义的性情。

虽然基督为我们打通了进⼊⾄圣所的

路，但神的律法并没有被废去，⽽是被基

督完成了。因此，神给⼈的直觉⼀ 

这个祷告是加⼊神的代求，让天上的职

事能够借着我们的祷告被推动⽽在地上

实现，让神的旨意经过我们的祷告被成

就。这也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在⾺

太福⾳六章，祂的旨意要⾏在地上如同⾏

在天上，祂的名要被⾼举。如果我们在⾹

坛上，⾼举的是我们⾃⼰的状况，陈情书，

控告书，或是购物单，这就不是愿神的名

被⾼举。⾹坛的祷告永远是⾼举神的名，

并且愿神的旨意先⾏在我们的⾝上，再经

过我们的祷告⾏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这是馨⾹之气的祷告。因为尊贵、荣耀、

能⼒都是祂的。 

 

第三步是操练我们的神觉（直觉）。有了

⾹坛的祷告之后，我们才够资格进⼊⾄圣

所，与神在约柜前，并且在基路伯的光照

之下与神相会，得到神觉。⼤祭司进⼊⾄

圣所的时候，必须带着祭坛的⾎，否则会

被⾄圣所里神的荣耀所击杀。所以，我们

看见外院⼦那⼀步是不可以省、不可以略

过的。我们不可以空降到⾄圣 所。如果我

们没有经过外院⼦，不经过圣所，就空降

到⾄圣所，就会被神的荣耀所击杀。    

 

在我们的属灵经验中，或许有这样的经

历：当我们没有对付良⼼，对⼈、对神在 

良⼼里还有亏⽋，也没有吃神的话，没有

得到神的光照，也没有发出⾹坛的祷告，

我们就急就章的⼤声呼求主名，希望神现

在显现，给我们⼀个灵感。然⽽，我们愈

呼喊，里⾯愈是⼀⽚漆⿊，没有神的回应，

没有神的说话，甚⾄有⾮常死 沉的感觉。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神所安排的

路线图就想空降进⼊⾄圣所。⼤祭司不带

祭坛的⾎，就衝进⾄圣所是会被击杀的。

所以，我们必需要有次序的来操练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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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作我们的祭物，被祂的宝⾎洗涤；

然后进⼊圣所，在祂的⾯光中吃祂的话

作我们的灵粮，在⾦灯台前得到应时的

光照，在⾹坛前发出馨⾹的祷告；最后

带着祭坛的⾎进⼊⾄圣所，在没有天然

光的环境下，看见神的荣耀：并在完成

律法的基督里、在神的性情里、在神荣耀

的光照之下，与神相会，得到神的说话作

我们应时的帮助，也作我们的决断。这三

步的操练：操练我们的良⼼，操练⽤神

的话与神交通，并操练接受从神来的神

觉，是我们每天必须操练的。这就是真正

的操练灵，操练灵的三个功⽤：良⼼、与

神的交通，和神觉。    

 

求主祝福我们，使我们认识操练灵是有

规可循的，是⾮常科学的，并且按着这样 

的启⽰与规律，不断的操练⼈的灵去接

触神的灵，使我们⼈的灵愈来愈敏锐，能 

够细微的察觉到神对我们的说话与带

领，让我们的灵茁壮，愈来愈认识神，愈

来愈爱神，愈来愈与神合⼀。基督徒所有

的故事都是在灵里，我们认识灵的功⽤， 

以及操练灵的三个功⽤是最基本的功

课，也是⼀⽣的学习，是永远不毕业的功 

课，也像呼吸⼀样是随时要进⾏的。这是

基督徒真正的内功。    

 

愿主祝福我们，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更

多的动⼒、更多的饥渴，⽤⼼操练我们的 

灵，让我们的灵敏锐、茁壮，与神的灵有

愈来愈多的调和，让基督真能安家在我 

们的⼼里；让我们里⾯的⼈强过我们外

⾯的⼈。求神刚强我们到我们里⾯的属

灵⼈里。感谢主，阿们！ （王嘉陵姊妹） 

定是合乎神的律法。    

 

我们在⾄圣所与神交通，得到的神觉，常

是⼀两句神给我们应时的话语（雷玛）。这

需要我们平常吃陈设饼，把神常时的话（娄

格斯）存在⼼里。所以，保罗劝我们要⽤各

样的智慧，丰丰富富把神的话存在⼼里，这

样到有事求问神的时候，已经存在⼼里神

常时的话（娄格斯）才会成为应时的话（雷

玛），作我们应时的帮助。    

 

神的荣耀是不可侵犯的，神的荣耀也是⼀

个分界线。在新耶路撒冷里，有⾼⼤的墙。

墙是碧⽟作的，碧⽟代表神的荣耀。这个墙

实际的尺⼨并不⾼，只有⼀百四⼗四肘，与

⼀万两千斯泰底亚的圣城相⽐是⾮常⼩

的。但是圣经却⽤「⾼⼤」这个词来形容墙。

它的⾼⼤并不是因为它的体积，⽽是因为

它的材料是碧⽟，是神的荣耀。⼈在神的荣

耀⾯前，都是⾮常⾮常微⼩的；因为神的

荣耀⼀显现，我们就觉得⼈算不得什么，不

过是尘⼟中的⼀粒沙尘⽽已。神的荣耀⼀

显现，⼈就谦卑了。神的荣耀是⾮常崇⾼，

不可轻犯的；如果没有基督的宝⾎，我们

是不能在神的荣耀⾯前站⽴得住的。在新

耶路撒冷里，因为有碧⽟的墙，神荣耀的

墙，我们才需要有门。珍珠门是基督借着死

与复活，救赎、重⽣我们，使我们可以进⼊

神的范围。如果没有珍珠门，我们会被神荣

耀⾼⼤的墙档在城外；若没有基督的死与

复活，救赎我们，⽤祂的宝⾎为我们买了⼀

个新地位，我们是没有资格进⼊圣城的。    

 

感谢主，旧约的⼤祭司如何从外院⼦进

⼊⾄圣所，与神相会的路线图，启⽰了我 

们该如何随时操练灵的三个功⽤。⾸先，操

练在神、在⼈⾯前常存无亏的良⼼，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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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我们说，信徒的区别是不存在的。加拉

太书说‘并不分’。这里也说‘并不分’。

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穿上了新人，

我们得着了一个新人，我们合成了一个

新人。这一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像造

的。在这一个形像里面，并不分希利尼

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

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惟有

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所以

所有的信徒是一个，是合一的。 

 

你们读完了这三段圣经之后，就能看

见，信徒在基督里是合一的，是把所有的

区别都消灭了。这一个是教会建造的根

基。如果把人在世界上的区别带到教会

里面来，带到主里面来，你就会看见说，

教会永远弄不好，弟兄姊妹中间的关系

永远没有办法正当。 

 

所以我们必须看见，我们在主里面是合

而为一的，我们在主里面是不分已往的

身分的。一切在新人里面是不分的，一切

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是不分的。在这一个

不分之中，有好几个不同，最少有五个不

同。在这里所题起的，一共是五个对比，

可是有六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是希利尼

人和犹太人，一个是自主的和为奴的，一

个是男和女，一个是化外人和西古提人，

一个是受割礼的和没有受割礼的。使徒

告诉我们说，从人看无论有什么不同，在

基督里都是合而为一的。 

 

在世界里，人最着重的是地位，就是个

人的身分。我是个什么种的人，我就要维

持我的那一个地位，我就要维持我的那

一个身分。但我们不作基督徒则已，要作

基督徒，这些东西就必须都关在门外。你 

 

 
 

壹 信徒在基督里是合一的 
 

一个初信的弟兄，他已经接受了按手，已

经到教会里来，已经到了元首的下面，现

在他就要看见，信徒在身体里的合一，或

者说区别的消灭。这意思就是说，信徒在

基督里是合一的，所以彼此的区别消灭

了。 

 

林前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

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不

拘’，意思就是没有分别。在基督的身体

里，没有属世的区别。下面说，都是‘饮

于一位圣灵’。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浸，

成了一个身体，然后饮于一位圣灵。 

 

加拉太三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你们

受浸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

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

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

为一了。’在这里你们看见，在基督里，

我们都是合为一个。我们全体都是披戴基

督的人。披戴这两个字，在原文是一个字，

不过戴的意思少，披的意思多。你们是受

浸归入基督的，你们都是穿上基督的人

了。在这里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

主的、为奴的、男的、女的，在基督里面

都成为一了。这就是说，因着在基督里的

合一，就消灭了一切原来的区别。 

 

歌罗西三章十至十一节：‘穿上了新

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

主的形像；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

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

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

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这里也是告

 第八篇 区别的消灭（一） 造 就 



人信了主耶稣，还得受割礼，还得守律

法。换句说，外邦人要作基督徒，也得作

犹太人。他们的国界，真是不容易打破。

直等到了十五章，才断定外邦人不必守

律法，不必受割礼。并且彼得他们对保罗

和巴拿巴说，你们尽管去，我们和你们是

有交通的。 

 

加拉太二章题到彼得到了安提阿，和外

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从雅各那里的人来

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

隔开了。保罗就在众人面前责备彼得，因

他所行的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因为十字

架已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没有犹太人，

也没有外邦人了。 

 

求神赐福给我们，叫我们能看见，虽然

我本来是犹太人，或者本来是外邦人，可

是今天在基督里面是合而为一了。我的

那一个国界，已经被消灭了。我的那一个

国家的分别，已经不存在了。无论是中国

的信徒也好，是英国的信徒也好，是印度

的信徒也好，是日本的信徒也好，在主里

面都是弟兄姊妹。你不能在这里分开神

的儿女。我们没有法子有中华基督教。要

是中华，就不是基督。要就是中华教，要

就是基督教，不能有中华基督教。这两个

是相反的。在主里面，都是弟兄姊妹，不

能有国界，这是自然得很的。在基督的身

体里，有新人里，是完全合一的，没有国

界的分别。连犹太人那么厉害的国家主

义的人，主都把他打破。 

 

二 十字架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犹太人是一堵

墙，外邦人又是一堵墙，是两相隔开的，

现在十字架已把这隔断的墙拆毁了，不

能再有分别，不能再有分开。所以你今天

碰着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你不再说他

是一个中国人，你乃是碰着一个在 

 

 

 

如果把你个人的身分、地位，带到新人里

面来，就把新人都弄旧了，因为这些都是

旧人里面的东西。所以你到教会里面来，

必须把这些东西丢掉。 

 
贰 国界区别的消灭 

 
一 不分犹太人和希利尼人 

 

凭世人来说，国界的分别是最大的。像希

利尼人和犹太人，就是两个区别非常大的

民族。犹太人是国家主义最强的一个民

族。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神的选民，

是神在地上所设立的惟一的国。不列在万

民之中，是特别的子民。他们不因为这些

在神面前谦卑，在神面前赞美，反而以为

可以在人中间骄傲。因为骄傲的缘故，他

们的国家主义比任何的国家都厉害。他们

轻看所有的外国人。从他们的眼光来看，

外国人都是下等动物，都像狗一样。他们

根本不承认外国人的地位。 

 

所以就是要把一个外邦人摆到犹太人中

间，和他们一同作基督徒，都有一点为难。

犹太人相信主耶稣，作了基督徒，你请他

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不肯。你们读使徒行

传，你们看见在五旬节，福音先是传在犹

太人中。后来福音传到撒玛利亚，也是犹

太人得救。为着要将福音传到外邦人中

去，主只得兴起保罗，叫保罗去传。但是，

这也不能突然在安提阿兴起来，还得先在

该撒利亚，让彼得先起个头。徒得是犹太

人的使徒，先到外邦人中间去。这件事在

当时也是十分为难的。所以彼得需要三次

看见异象，三次听见主对他说，起来，宰

了吃。（徒十。）不然的话，彼得不敢到

外邦人中间去。那是第一次传福音给外邦

人。你就看见，犹太人对外邦人，连传福

音都觉得是为难的。 

 

到行传十五章，讲到受割礼，守律法的问

题，问题又发生。有的人主张说，外邦 12 



日本的弟兄，所得着的也是基督的生命。 
我们是凭着这一个生命联合的，不是凭
着国家联合的。这一个，你们要严重的看
见。在身体上，在基督里，在新人里，国
界是不存在的，那一个区别完全消灭了。 
 
在第一次欧战结束的时候，有几个在英
国的弟兄到德国去，他们开一次大会。在
大会之中，有一位弟兄起来介绍说，现在
欧战已经结束了，有英国的弟兄来看望
我们，我们非常欢迎。他这样介绍完了之
后，有一位弟兄站起来说，我们不是英国
的弟兄，我们是弟兄从英国来。这话实在
好；我不是英国的弟兄，我是弟兄从英
国来。在神的家里，那里能有一个英国的
弟兄，美国的哥哥，法国的妹妹，意大利
的姊姊？感谢神，在基督里，没有国界的
区别了。 
 
弟兄姊妹，你们已经归入教会了，你们

已经接受按手了，你们要看见，希利尼人
和犹太人的分别消灭了。在主里面，根本
就没有这个分别了。这是一件荣耀的事，
非常荣耀的事。在教会里，只有基督，基
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除了基
督之外，什么都没有。 

基督里的人；你不再说他是一个英国人，
你乃是碰着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是
在主里面合一的。 
 
千万不要想，我们办一个中国的教会，我

们要有一个中国的见证；这根本不应该在
我们的思想里，这是最大的错误。请你们记
得，在基督里，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的分
别，没有这一个东西。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
弟兄姊妹，把这样的东西带进来，你等于把
外面的东西带到里面来，里面的东西就被
你完全弄坏了。我们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
人的分别，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大家配搭在
一起。你那一个国界的思想，非从心里拔掉
不可。你一把这一个带教会来，就叫教会变
作肉体的机关，这不是基督的身体。 
 
有的人国家主义抱得太强，他没有法子作

基督徒。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在国家的律
法之下。但是在主里面，这一个关系根本就
不存在。我们每一次到主面前来的时候，根
本不是凭着中国到主面前来。所以，所有的
那许多东西都得摆在门外。盼望初信的人
一起头就看见，我们是凭着在基督里的生
命联合的。我所得着的，是基督的生命。在
英国的弟兄，所得着的也是基督的生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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