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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2020 年國殤節特會─『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  

第四篇 以神為我們的信心而恆切禱告  

清楚知道所作的是完全合乎神旨意

的，就能有這樣權柄的禱告。（六 10，

十八 19 ～ 20。）權柄的禱告是與得

勝者極有關係的；每一個得勝者都

必須學習對『這座山』說。 （可十一 

23。）    

 

在路加十八章一至八節主耶穌對

門徒講了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禱

告，不可灰心』。（1 節。）這比喻

的意義很深奧，我們需要認識這裏

所啓示的神。（7 ～ 8 節。）三節的

『寡婦』表徵信徒；就某種意義說，

在基督裏的信徒在今世是寡婦，因

他們的丈夫基督表面上不在他們這

裏了。（林後十一 2。）就如這比喻

裏的寡婦，（路十八 3，）我們在基

督裏的信徒有一個對頭，就是魔鬼

撒但，對這對頭我們需要神的伸

冤：這比喻指明主表面上不在的期

間，我們因對頭所受的苦。祂表面上

不在的期間，我們是寡婦，我們的反

對者一直攪擾我們。我們的反對者

逼迫我們的時候，似乎我們的神不  

 

在馬可十一章二十至二十四節，主

耶穌教導祂的門徒，要按着神的經綸，

憑信為着執行神的旨意而 禱告。當禱

告的人與神調和，並與神成為一時，神

就成 為他的信；這就是信神的意思。

（22 節。）只有出於信心的禱告，纔

能摸着神；信一少，禱告就沒有用。 

（23 節。）信就是信我們已經得着所

求的。（24 節。） 按照主的話，我們

該相信我們已經得着了，不是我們將 

要得着。盼望是期待將來的事，相信乃

是看事情已經作成。信心不但相信神

能、神肯，並且相信神已經作了。  

   

馬可十一章二十至二十四節的禱告

是權柄的禱告；這種禱告不是對神

說，乃是對『這座山』說。（23 節。） 

權柄的禱告，不是求神作甚麼，乃是用

神的權柄，把神的權柄拿來對付難處，

對付那該除去的事。（太二一 21。）

神派定我們命令祂所已經命令的事，

吩咐祂所已 經吩咐的事。（十七 2 0。）

權柄的禱告是我們叫那攔阻我們的離

開。召會有完全的信心，裏頭不疑惑，



 事  項 

是公義的，因祂允許祂的兒女受不義

的逼迫。（彼前二 20。）    

 

歷世紀以來，千千萬萬主耶穌誠實忠

信的跟從者受了不義的逼迫；甚至今

天許多仍在受不義的對待。（啓二 8 ～ 

10。）我們的神似乎是不義的，因為祂

沒有進來審判並表白；因着這種光

景，主耶穌用一個不義的審判官表徵

似乎沒有為祂受逼迫的子民作甚麼事

的神。 （路十八 2 ～ 6。）如以斯帖記

所指明，我們的神乃是自隱的神。（賽

四五 15。）我們需要領悟，我們所事奉

那無所不能且無所不在的神，仍在隱

藏自己，尤其是在祂幫助我們的時候。

（羅八 26。）我們看不見祂，表面看來，

祂沒有作甚麼；事實上，祂隱藏的在

為我們作許多事。（28，34 節，斯四 

14。）這比喻裏的寡婦，常到不義的審

判官那裏，因她的對頭，求審判官給她

伸冤；我們應當為這伸冤恆切禱告，

不可灰心。（路十八 1，3。）我們的丈

夫表面上不在，而我們留在地上作寡

婦時，我們的神暫時似乎是不義的審

判官。 （6 節。）雖然祂似乎是不義的，

但我們仍須向祂懇求， 恆切禱告，一再

煩擾祂，因為祂要快快的給祂那些『晝 

夜呼籲祂』的選民伸冤。（7 ～ 8 節上。）    

 

啓示錄八章五節含示對六章九至十

一節以及路加十八章七至八節的答

應。啓示錄八章三至四節裏眾聖徒的

禱告，必是求神審判這抵擋神經綸的

地。神對地的審判—將火丟在地上— 

乃是對那加上了基督作香之眾聖徒禱

告的答應。（3 ～ 5 節。）『人子來的

時候， 在地上找得到信心麼？』。（路

十八 8 下。）『信心』， 按原文直譯

為『那信心』，指那使我們恆切禱告的

恆 切信心，就像這寡婦的信心。 

 

我們所藉以得救的信乃是信的起始

階段；將我們帶進與基督生命聯結裏

的信，乃是聯結的信，藉着不斷接觸三

一神而進到我們裏面，使我們可以憑

神的兒子而活的信。（羅一 17，加二 

20。）聯結的信是對得勝者在基督凱旋

回來時與祂相見的神聖要求。（路十八 

8 下。）聯結的信乃是在我們裏面運行

的三一神，把我們聯於祂一切追測不

盡的豐富。（弗三 8。）聯結的信乃是

信徒不信靠自己，而一直信靠神的信。

（林後一 9。）主耶穌回來時會找着 一

些憑聯結的信而活的得勝者，祂要為

着祂作王一千年的國度視他們為珍

寶。（路十八 8 下，啓二十 4，6。） 【摘

自：新北市召會週訊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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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弟兄們，我藉着神的憐恤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聖別

並討神喜悅的活祭，這是你們合理的事奉。(罗十二 1 ) 

2. 本週“新約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雅各書生命讀經，第 4 及 5 篇。  
 

 3.  本週二禱告聚會共同追求進度：“初信造就”：第二篇（請參閱週訊第 8~10 

    頁。） 
 

 4.  本週繼續追求“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 ”，晨興聖言 第四週。 

   青少年共同追求進度：“聖經之旅”第三冊：第 18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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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聖徒們抵達會所既可使用手機應用程序MySejahtera 來填寫资料! 

主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林前 7:1-16 7:17-24 7:25-40 8:1-13 9:1-15 9:16-27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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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週。 

 
書房報告 

因着再下一卷晨興聖言將追求“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是由

外地印刷商發書。因此，需要各區於 08/1（週五）前將準確數量告知書房

服事者（請用英語發信息給 Bro.Michael ： 019-8874966），以免出現書本

短缺，供不應求。因着不能臨時追加數量，請各區盡量配合。 

壹、 為更新的奉獻禱告（一）—用奉獻答應神的需要 

 禱告使眾聖徒進入新的一年時，看見神需要將祂自己給我們並分賜到

 我們裏面，以建造召會；並使聖徒有新鮮的奉獻，來答應神的需要

 （路十四 16～ 17及 16節註 1，羅十二 1）。 
 

贰、 為更新的奉獻禱告（二）—將自己作為器皿獻給主 

 禱告使聖徒在新年的開始，有真實、正確的奉獻，獻上自己作器皿，

 讓主充滿、佔有，並藉著他們得著彰顯（創二 7 及註 1、註 6，羅九

 23，林後四 7）。 
 

叁、 為更新的奉獻禱告（三）—以基督為我們的人位 

 禱告使聖徒在新年的開始，將自己更新的奉獻給主，不是要為祂作甚麼，

 而是以祂為他們的人位，好建造召會作一個新人（加二 20，弗三 16～ 17

  上，四 21～ 24）。 

https://www.lsmchinese.org/lifestudy/1the-id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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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信息時段 本地分享時段 

06~07/1 7:00pm 8:45pm 

3:00pm 4:40pm 
09~10/1  

7:00pm 8:45pm 

日期 信息時段 本地分享時段 

13~14/1 7:00pm 8:45pm 

3:00pm 4:40pm 
16~17/1  

7:00pm 8:45pm 

 訓練信息流播網站為 https://training.lsmwebcast.com   

備註： 1. 後段分享會議帳號： 885 5730 9272，會議密碼： 3333。

   請參訓者在線上聽完信息後就可以進入會議室。並且參訓者學

   習積極操練預備兩分鍾的分享(至少 4 次)，以流露基督的豐富。

   由於訓練要求，參訓者不得無故缺席，需向訓練協調人(王煥卿

   弟兄)請假(缺席不得超過兩次)。 

   2. 我們已經將訓練帳號和密碼發到參訓者的電子郵件。若是參訓

者未收到郵件通知，請聯絡黃美霞姊妹(011-10942234)。 

1.  一月份實體集中擘餅聚會 

 

 

 
 

 

      

 

 

 

 
 
 
 

 

 

 

 

 

 

 

2.  全召會集中事奉聚會──日期/時間： 1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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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20 下半年結晶讀經訓練（線上） 
 
 
 

日期 10/1/2021 17/1/2021 24/1/2021 

會所 二、十二 一、四 六、十 

時間： 10:00AM ─ 12:00PM   

會議帳號： 892 9888 4227，會議密碼： 1234 

備註： 1.  請輪到集中的會所安排會後整潔： A 二樓會廳，走廊和廁所 

   的整潔。 

       2.  凡沒有集中的會所或區，可在恢復實體的家進行聚會。請根 

   據政府規定的標準（防疫）作業程序如：登記出席者英文姓名

   及電話號碼，測量體溫，保持 1 米距離，避免肢體接觸和使用

   免洗手液等。 

        3.  12 歲以下兒童還是不允許來到會所參加集中或分區的聚會。 

             4. 會所將分別在 A 樓(大門前走廊)和 B 樓(前方走廊)設了登記

   處。請分別在兩處聚會的聖徒們務必到指定的登記處，記錄體

   溫和英文姓名。聖徒們也可使用手機應用程序MySejahtera 來

   填寫资料! 

https://www.training.lsmwebca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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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晉市召會前往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召會的服事 

日期： 10 日 倫樂：八會所 石隆門：三會所 一月 
(2021)  日期： 17 日 倫樂：十一會所 石隆門：四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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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1 年馬來西亞相調特會 

 日期： 2021 年 2 月 19 日(週五)開始至 21 日(主日)結束 

    聚會方式：使用線上聚會 ZOOM          

    截止日期： 18/01/2021(週一) 

     費用：每人 RM30，請以各區爲單位，收集並匯款進召會的銀行戶口，

      請 勿 進 行 個 別 匯 款 。 請 將 報 名 名 單 及 匯 款 收 據 

              註“2021Blending”並區屬(例: H1D1)並呈上中、英文姓名，性 

     別，語言，聯絡號碼，電郵，轉發給黃夏俊弟兄（016-8744786）。 
 

6.   奉獻心願款項總數 RM2,570,719.75，上週收到銀行直通 RM6,300.00 

 截至 29/12 累積奉獻共收來 RM2,300,340.75，尚缺 RM270,379.00。  

 
 
 
 
 
 
 
 
 
 
 
 
 
 
 
 
 
 
 
 
 

4. 2021 年國際華語特會報名通啟 

 因着疫情的影響美國水流職事站將在線上進行國際華語特會，以釋放

 神 的話語，供應全地神的兒女。盼更多聖徒能抓住機會，贖回光陰，一

 同進入職事的豐富裏。 

 日期/時間： 13~14/2/2021(一共五篇信息)     

 費用：免費      

 報名截止日期： 25/1/2021 

 報名方式：以區為單位收集名單，並將資料(中英文姓名，性別，語言和

  聯絡號碼)轉發給黃美霞姊妹(011-10942234)。  

特會時間表   

13/2（週六） 

第一堂，9:00AM  第二堂，11:00AM 第三堂，7:30PM 

14/2（主日）  

第四堂，9:00AM 第五堂，11:00AM 分享時段，7:30PM-9:00PM 



 新起頭的需要 

沈、陳舊、軟弱，也包括摸不着主的同

在，禱告沒有味道，讀經沒有亮光，講

台枯幹，沒有膏油等。我們有這些感覺

都不是偶然的，乃是一種信號，告訴我

們應該再有新的追求。 

 

這些日子，無論是和長老、同工，還

是和家負責交通，我們越交通，越接觸，

越有一個感覺，我們需要一個新的起

頭。可以說，整個召會已經到了一個大

的段落，需要有一個新的起頭。否則，

我們無法避免落到形式的事奉裏，落到

宗教的敬拜裏。 

 

甚麽叫作形式的事奉，宗教的敬拜？

就是循規蹈矩，按部就班，等因奉此。

在七、八年前，這樣事奉是活的、新鮮

的；到了今天，還這樣事奉，就是死的、

陳舊的。以舊約的事奉為例，在摩西的

時候是活的，但到了一個時候，以色列

的後裔雖然仍舊照樣事奉，卻已失去活

力，而變作死的。今天，召會若要從這

種情形裏出來，就必須有一個新的起

頭。這並不是說，要換個新作法，換一

條新的路。我們的立場是對的，路是對

的，事奉的作法可以說也是對的，但

裏：頭缺少新的活力，新的生氣。盼望

所有事奉的人，對這個陳舊有感覺，每

個人都要先有一個新的起頭，才能影響

衆弟兄姊妹，叫全召會也有一個新的起

頭。 

 

要有新起頭，必須有新的奉獻、 

新的對付 

 

我們要有新的起頭，就必須有新的奉

獻。每一次新的追求，都得有一次新的 

 

 

 

首先我們要知道，如果我們盼望自己

屬靈的經歷，是一勞永逸的，這就錯了。

換句話說，倘若我們盼望自己屬靈的追

求只有一個起頭，一個過程，到末了只有

一個終結，這盼望是完全達不到的。無論

誰，即使是使徒保羅在主面前屬靈的經

歷，都分作好多個段落，都是起一個頭，

有一個過程，作一個結束；再起一個頭，

再有一個過程，再作一個結束。 

 

召會歷史中，有許多屬靈的人，他們在

神面前都是正常、標準的。然而，從他們

的傳記裏，我們發現他們的經歷也都是

分作好多個過程。譬如，我們讀蓋恩夫人

的自傳《馨香的沒藥》這本書，能讀出她

幾乎沒有墮落過，即使有也是很輕微。然

而，她的經歷也有好多次的起頭。她常

說，“我再更新我和主之間的婚約。”每

一次她更新和主的婚約，就是一個新的

起頭，一個新的開始。既是一個新的開

始，在這之前自然就有一個結束，告一個

段落。所以，你我的經歷乃是有多次的起

頭，多次的過程，和多次的結束。即使不

墮落，仍是會有一個終結，好能再有一個

起頭。 

 

我們必須清楚認識，在我們追求、跟隨

主的過程中，很自然地常會在達到滿足

之後，又覺得虛空、不滿足，覺得失去主

的同在。這個虛空、不滿足的感覺，就是

一個信號，告訴我們應該再有個新的起

頭。這如同十字路口的綠燈，是一個信

號，告訴你要再往前走。你已往走過一

段，因着紅燈，你被擋住停下了，現在紅

燈變綠燈，你就要繼續再走前面的路。請

記得，裏面的不滿足就是屬靈路程上的

綠燈。這個不滿足，包括黑暗、虛空、下

6 

交 通 



敷衍，而是真實地在事奉了。 

 

我們這些事奉主的人，無論是傳講信

息，或出去探望，都是經常和人有接觸

的，我們更需要作更新的下作，對自己

更該如此。不要以為，我們現在沒有犯

甚麽罪，血氣也不重，作人還過得去，

說不讀經也讀一點，有時也有一點感

動，有一點禱告，這樣的情形就差不多

了。若是這樣，我們整個屬靈的光景，

就不過是一種維持。可能三年、五年、

八年過去，一切都還是差不多，沒有一

點進展。一個工作不能這樣，一個召會

也不能這樣，我們自己更不能這樣。八

年、十年過去，我們實在是陳舊了。即

使我們沒有別的問題，陳舊總是個問

題。因此，我們必須重新起來，再有新

的奉獻，有新的對付。盼望我們都看見，

只有你我有新的起頭，新的奉獻，新的

對付，今後的工作才會新鮮，我們所服

事的召會，才會再經歷一段主新鮮的同

在。 

 

我們都要將這些話帶到主面前禱告。

不必看別人，乃要看我們自己目前的光

景，是否亟需一個更新、一個復興，亟

需在主面前有新的奉獻、新的對付。若

是主憐憫我們，給我們一個榮耀的顯

露，吸引我們起來重新追求，或者使我

們感覺饑渴、沈悶、不滿足，逼我們起

來再有追求；這在我們就是一個復興。

只要我們這個人復興了，更新了，在我

們身上的一切也都變作新的了。我們讀

的聖經是新的，唱的詩歌是新鮮的，甚

至屬靈書報也都新鮮了。願主憐憫我

們，叫我們各人都有這種更新的復興！

【摘自“召會的事奉與複興的律，第二

篇”】 

 
 

 

 

 

奉獻。或許有人會說，“我已經奉獻過好

多次，好像再沒有甚麽可以奉獻了。”絕

沒有這回事。每一次新的起頭來了，我們

都得重新奉獻。不僅如此，每一次新的追

求，都得有新的對付；有了新的奉獻，還

得有新的對付。 

 

需要得更新，好有真實的事奉 

 

我們所有的工作和事奉，都應該在這種

經歷的過程中。我們不該作一種僅僅維持

局面、敷衍了事的工作。甚麽叫敷衍了事

的工作？就是一般基督徒的光景：蓋一

所禮拜堂，聘一位牧師，每主日作一次禮

拜，講一篇道。這一次講詩篇二十三篇耶

和華是我的牧者，下一次講馬太五章主登

山訓衆，再一次講加拉太五章聖靈的九種

果子（22 ～ 23）。講的時候很不錯，講過

之後，衆人都知道了，記住了；但是這個

知道和記住，對於聽道的人，並不産生甚

麽影響，最多不過叫他們增加一點聖經知

識，並不能叫他們起來追求主，經歷主。

這就叫作維持局面、敷衍了事的工作。表

面看，是一種宗教事工；實際上一點光也

沒有，一點經歷也沒有。這是不應該的。

我們在各召會、各會所、各分家裏，都不

該維持這樣一個宗教的光景。 

 

我們不該幾年下來，一直叫人聽道，聽

的時候點頭受感動，但回家後一點不起作

用。我們應該一直幫助人摸着屬靈的經

歷，或者在開頭，或者在過程，或者在終

結。我們必須一直帶人經歷，帶人追求；

沒有奉獻的能奉獻，沒有對付的能對付；

奉獻過的，現在沈下去了，能再有更新的

奉獻；對付過的，現在不新鮮了，能再有

重新的對付。有過屬靈經歷的，到了一個

段落，悶了、枯了，裏頭暗了、沈了，我

們能帶他們重新起米追求。我們若是一再

地更新，舊的一再變成新的，就不是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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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 往事的了結(一) 

路弄壞了。這一個問題我們必須好好的

解決。 

 

林前六章九至十一節：‘你們豈不

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麽？不要

自欺；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的，奸淫

的，作娈童的，親男色的，偷竊的，貪

婪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的，都不

能承受神的國。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

這樣。’他講到他們從前有這些事，但

是他沒有講這些事應當如何去解決。

‘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並藉

着我們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

了。’這一個着重點，不是在對付已往。

因為有一位救主已經替我們對付了所

有的已往。今天着重的點，是以後該如

何？得救之後的人，是已經洗淨，成聖

稱義的人。 

 

以弗所二章一至五節：‘你們死在

過犯罪惡之中，祂叫你們活過來；那

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

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

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我們從

前（還是講到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

放縱肉體的私欲，隨着肉體和心中所喜

好的去行，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

樣；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祂愛

我們的大愛，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

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這

裏不是說從前那麽多屬乎肉體的事該

如何去了結；這裏只有一個了結，就是

我們的主根據於神愛我們的大愛，根據

於神豐富的憐憫，祂替我們解決了。 

 

以弗所四章十七至二十四節，也是講

到我們從前的光景：‘所以我說，且在

主裏確實的說，你們行事，不要再 

 

今天我們要題起一個問題，就是人信

主之後，怎樣了結一切的過去？一個人

信主之後，總有許多已往的事沒有了，他

應當怎樣將它一起了結？ 

 

壹 聖經的教訓都是講今後該如何 

 

全部聖經，從舊約到新約，特別是新

約，神不注重一個人沒有信主之前的那

些事。你試從馬太一章想到啓示錄二十

二章，你能找到幾處地方，講到信主的人

對於他已往的事該如何了結？你如果去

讀，你要說，實在難找得很。就是像書信

裏題到我們已往行為不對的地方，也都

是說從今以後該怎樣，並沒有說對於從

前需要怎樣。你們看以弗所書，歌羅西

書，帖撒羅尼迦前書，都題到我們的已往

如何，但是沒有講到那些已往的應該如

何了結，只講到從今以後應該如何。 

 

你們記得，有人到施浸約翰那裏去，問

他說，‘我們當作甚麽呢？’約翰回答

說，‘有兩件衣裳的，就分給那沒有的。

有食物的，也當這樣行。’你看，這不是

說已往，乃是說今後。又有收稅的人來問

約翰該作甚麽？約翰說，‘除了例定的

數目，不要多取。’又有當兵的人來問約

翰說，‘我們當作甚麽呢？’約翰說，

‘不要以強暴待人，也不要訛詐人，自己

有錢糧就當知足。’（路三 11～ 14。）

這給我們看見，就是傳悔改的約翰，也是

注重今後如何，不是注意已往如何。 

 

再看保羅的書信，他也總是注重人以

後如何，並不題人對已往該如何。這是甚

麽緣故？因為一切都在寶血底下。我們

稍微不小心，就會把福音弄錯了，把主的

路弄壞了，把悔改的路弄壞了，把賠償的

造 就 



不是不對付已往，有幾件事情我們是要

對付，但是根基不是這一個。神所着重

的點，總是我們已往的罪都在血底下；

因着主耶稣替我們死，我們完全得着赦

免，我們得救了。我們的得救並不根據

如何對付已往。人不是靠已往的好行為

得救，人也不是因為悔改已往不好的行

為得救。人是靠着主耶稣十字架的拯救

得救。這是根基，我們要把得牢。 

 

貳 新約中對付往事的榜樣 

 

那麽我們對於已往的事究竟該怎麽

辦呢？我在讀新約的時候花了很多的

工夫，一直問說，人信了主，他的已往

該如何了結？我只找到幾個地方題起

一點，但都不是教訓，而是榜樣。 

 

一 偶像的事必須徹底解決 

 

帖前一章九節：‘離棄偶像歸向

神。’一個人信主的時候，偶像的事必

須解決。請你記得，你是聖靈的殿。神

的殿和偶像有甚麽相同呢？連使徒約

翰看見那些信徒的時候，也得對他們

說，‘小子們哪！你們要自守，遠避偶

像。’（約壹五 21。）所以這一個問題，

不像我們所以為的那麽簡單。 

 

一件事你們必須注意的，就是說，一

切的東西，神都禁止人作它的像。任何

人造的東西，你不能有一個意思說，它

是活的。你一這樣想，那個東西就變作

偶像。當然偶像是算不得甚麽，但是你

如果以為它是活的，就不對了。所以對

於這些東西的敬拜是禁止的，連心裏傾

向它也是禁止的。禁止造像是十條誡命

裏的一條。（申五 8。） 

 

 
 

像外邦人存虛妄的心行事；他們心地昏

昧，與神所賜的生命隔絕了，都因自己無

知，心裏剛硬；良心既然喪盡，就放縱私

欲，貪行種種的污穢。…就要脫去你們從

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欲的迷

惑，漸漸變壞的；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

一新；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着神

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四章二十五至三十一節：‘所以你們

要棄絕謊言。’這是今後的事。沒有說從

前撒的謊怎麽對付，不過說從今以後別撒

謊了。今天要‘各人與鄰舍說實話；…生

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

可給魔鬼留地步。’這些話都不是講從前，

乃是講今後。‘從前偷竊的，不要再偷。’

他沒有說從前偷竊的要去退還，他的着重

點還是在今後。從前偷的該怎麽還，那是

另外一個問題。‘總要勞力，親手作正經

事，…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

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

處。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一切苦毒，

惱恨，忿怒，嚷鬧，毀謗，並一切的惡毒，

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 
 

五章三至四節：‘至於淫亂，並一切污

穢，或是貪婪，在你們中間連題都不可，

方合聖徒的體統。淫詞，妄語，和戲笑的

話，都不相宜，總要說感謝的話。’這些

話還是剛才的原則，都是講到從今以後的

事，信主以後的事，而不是講信主以前的

事該如何了結。 
 

你把所有的書信看過之後，你能夠找出

一個頂奇妙的真理─神所注重的，乃是一

個人信主以後該怎麽作。對於信主以前的

事，神沒有注重，沒有對我們說該怎麽作。

這是根基的問頭。 
 

因為有許多錯誤的福音，過度的注重對

付已往，結果有許多人陷在捆綁裏。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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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西，要摔掉，不要賣掉。應當毀滅，

消滅，除掉。關於這一件事，我盼望初

信的人，要相當看重，不能隨便，因為

神對於偶像是非常忌邪的。 

 

對於偶像的事，今天你如果站不牢，

將來你在地上會碰着最大的偶像，就逃

不過。不只泥塑木雕的不能敬拜，就是

活的也不能敬拜。的的確確有活的偶

像，那大罪人（帖後二 3）也是偶像。

請你們記得，任何的偶像都不能拜，任

何的偶像都應當拒絕。連主耶稣的像，

馬利亞的像都不能拜。 

 

我們必須把這一件事對付得徹底。不

然的話，就要走另外一條路。因為我們

不是在肉體中事奉，乃是在靈裏事奉。

神是尋找用靈事奉祂的人，不是用肉體

事奉祂的人。神是一個靈，不是一個像。

弟兄姊妹若這樣作，將來就不會落在羅

馬教的勢力下。有一天，敵基督的要來，

羅馬教的勢力要大大的發展。 

 

這是聖經裏對付已往的第一件事─

要拒絕已往的偶像。人要拒絕偶像，等

候神的兒子第二次降臨。連主耶稣的像

也不應該保留。那不是主耶稣真的樣

子，沒有任何的價值。在羅馬的博物館

裏頭，有二千多種主耶稣的像，根本都

是畫家的理想。在外國，有許多畫家常

是到處跑，看見有一個像耶稣的，就給

他一點錢，叫他坐下，把他畫下來。我

告訴你們，這是亵渎的事。神是忌邪的

神，神不能讓這些事存在。任何的迷信

都不能有。比方人說，這幾天氣色不大

好，運氣壞得很，這種話完全是地獄裏

出來的。神的兒女第一天就得把它掃

光，徹底的解決，不能讓偶像的氣味進

來。 

 

申命記十二章三十節說，‘不可訪問

他們的神，說，這些國民怎樣事奉他們的

神。’這給我們知道，連查問這些外邦神

是怎樣敬拜的，都是不應該作的事。那些

頭腦好奇的人喜歡在那裏研究，他們是

怎麽辦的？他們是怎麽事奉的？神禁止

我們查問這些。因為你若去查問，跟着第

二步就要照着去行。所以要禁止好奇。 

 

林後六章說，‘神的殿和偶像有甚麽

相同呢？’（16。）這意思是相當明顯。

基督徒不能到廟宇裏去。除非到荒山上

去實在找不到地方保護，碰見寺廟去住

宿，那是另外一件事。總歸信徒是不應該

參觀廟宇的。因為林後六章明顯的說，你

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同時說，偶像與

聖靈的殿沒有甚麽相同。在環境上或有

甚麽特別的遭遇，我們不敢說；但是故

意去遊玩，與它們接近，定規是不合宜的

事。約翰說，‘小子們哪！你們要自守，

遠避偶像。’遠避的意思就是不要接近。 

 

詩篇十六篇四節說，‘我嘴唇也不題

別神的名號。’所以連在講台上，除了沒

有法子要題比方之外，別神的名字我們

要留意避免它。還有各種迷信的事，為着

命運而有的顧忌，怕這個，怕那個的意

思，話語，都不該有。許多信徒還在那裏

注意說，他的命運如何，他的相貌如何，

他的前途如何，這些關於算命看相一類

的事，也要禁止的。一切在偶像範圍裏的

東西，都應當在神面前一了百了，完全脫

離關係。 

 

初信的人，第一天就必須脫離偶像。它

們的名字必須不題，不能有私人的命運，

不能與廟宇接近。對於有形像的東西，不

只不可拜，連動意念都不可，所有其他的

宗教，他們怎麽敬拜，我們不能問。這是

已往的，我們應當解決。凡是屬於這一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