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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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  儆醒豫備，好為着主卽將 

第二次來臨得以被主豫備好  

主再來的一種兆頭是許多信徒的信

心都失掉了─ 『人子來的時候，在地上

找得到信心麼？』（路十八 8。）主再

來的另一種兆頭是：『只因不法的事增

多，許多人的愛心就漸漸冷淡了。』（太

二四 12。）末世和主再來的一個兆頭是

過度積儹錢財─『你們在末後的日子積

蓄財寶。』（雅五 3。）我們要被主提

取，就必須是為着祂卽將的來臨儆醒並

豫備好成為祂新婦的人，好使我們能在

大災難之前被提。被提的意思就是被接

到主的同在裏；我們要被接到主的同

在裏，今天就必須是在祂的同在裏。 

 

我們要成為愛主的顯現（祂的回來）

的人，就必須寶愛祂今天向我們的顯

現，顯明。被提取的那一個人是在生命

上成熟的，為着主的來臨，我們需要愛

祂到極點，並在一切事上長到祂裏面，

藉此豫備自己，使我們在祂顯現時可以

成熟而被提。豫備好被提，乃在於藉着 

禱告被基督充滿到極點，使我們在生命

上長大成熟。  

 

 

馬太二十四章二十七節的『來臨』（巴

路西亞）在原文的意思是『同在』；基督

的來臨將是祂與祂子民同在的時候；祂

的巴路西亞要開始於大災難之前男孩子

和初熟果子的被提，結束於大災難末了

祂和聖徒一同在地上的顯現。（30 節。）    

 

這世代末了（末了三年半大災難卽將開

始時）最大的兆頭，乃是國度的福音傳遍

整個居人之地。（14 節。）主的來臨另

一個大的兆頭，是無花果樹所代表的以

色列奇蹟的復國；這無花果樹是給信徒

這世代終結的兆頭。（32 ～ 35 節。）在

主再來的那日子以前，必有背道的事，並

且那不法的人，就是敵基督，要顯露出

來。今世末了的三年半大災難要開始時，

敵基督要把那行毀壞的可憎偶像，就是

他自己的像，設立在聖殿裏，叫人敬拜 

那像和他；這表明在主回來以前，神的

殿要被重建。（帖後二 4。）洪水以前的

挪亞世代被邪惡的生活所麻醉，其光景

描繪出主的來臨和大災難以前，世人生

活的危險光景。  

   



 事  項 

儆醒之意，卽小心，不大意，天天防備

有會跌倒之可能；儆醒者必是不信靠自

己，不自信的人。主要像賊一樣，隱密的

臨到那些愛祂的人，把他們當作寶貝取

走；基督在信祂的人是寶貴的，我們的

渴望是讓祂以祂自己這無上的寶貝，我

們的珍寶，來充滿並浸透我們，使我們成

為珍貴的人，甚至就是珍貴本身。特別在

這末後的日子，我們需要儆醒並留意申

言者的話，如同留意照在暗處的燈，直等

到天發亮，晨星在我們心裏出現。在這不

多的年日裏，讓我們作愛主、事奉主的

人，天天復興、得勝，讓世界過去，豫備

自己，全心等候主再來。   

 

主在馬太二十五章一至十三節的話是

關於儆醒的比喻。童女象徵信徒生命的

一面；信徒是國度的子民，乃像貞潔的

童女，在黑暗的世代裏為主作見證（燈）， 

並從世界走出去迎接主；為此，她們不

僅需要聖靈的內住，也需要聖靈的充滿。

燈象徵信徒的靈，裏面够着神的靈作油。

神的靈作為油，必須浸潤（調和）作為燈

芯的人的靈，並與人的靈一同『焚燒』。

（羅十二 11。）    

 

因此，信徒成了世上的光，如同燈照耀

在這黑暗的世代裏，為主作見證，使神得

着榮耀。『出去』，（太二五 1，）指明

我們信徒不在任何地方定居或徘徊；反 

之，我們從世界出去，迎接要來的基督作

我們的新郎。我們作為主的尋求者等候

主來，乃是靠着我們的良人而與祂一同

出去迎見祂；我們無依無靠的信靠祂，

並且不斷的享受祂作我們『出去』的力

量，把世界丟在背後。（歌八 5 上。）    

 

 

 

器皿象徵信徒的魂。有油在我們的燈

裏，就是有神的靈住在我們的靈裏；器

皿裏帶着油，就是有神的靈充滿並浸透

我們的魂，使我們能過童女的生活，作 

主的見證。我們有那靈在我們重生的靈

裏；但問題是，我們是否有額外的那靈

在我們魂裏。精明的童女拿着她們的

燈，又在器皿裏帶着油；這表徵藉着在

我們魂裏被那靈充滿，而有額外的一分

油，使我們被變化。進到我們靈裏的那

靈是白白賜給的，但浸透的靈作為額外

的一分油以充滿我們的魂，不是白白給

的；這是我們必須出代價買的。代價包

括撇下世界、對付己、愛主勝過一切、

因基督將萬事看作虧損等。（太十六 24 

～ 26，可十二 30，腓三 7 ～ 8。）  

   

我們急切的需要，乃是更多得着那靈，

就是經過過程之三一神的終極完成，而

過一種生活，得以買額外的一分那靈，

好浸透我們的全人。愚拙的童女器皿 

裏沒有帶着油，主耶穌來時也沒有豫備

好，她們將錯過婚筵；我們是否及早被

提進入婚筵，在於我們是否天天買那

靈。我們若要作精明、有智慧的童女，

就是在生命上儆醒的人，就必須贖回光

陰；這意思是我們把握每一有利的時

機被那靈充滿；足彀的油使我們可以

進入婚筵。我們每天需要儆醒，付代價

買那靈（就是金油），使我們能用那靈

供應眾召會，作耶穌的見證，並得主賞

賜，有分於羔羊的婚筵。【摘自：新北

市召會週訊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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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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及 13 篇。  

 

 3.  本週二禱告聚會共同追求進度：“初信造就”：第四篇（請參閱週訊 

   第 8~11 頁。） 

 

 4.  本週繼續追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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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青少年共同追求進度：“聖經之旅”第四冊：第 4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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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林後 1:1-4 1:5-14 1:15-22 1:23-2:11 2:12-17 3:1-6 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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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週。 

  

 經  節 

禱
告
事
項 
 
 
 
 
 
 
 
 
 
 
 
 
 
 
 
 
 

願他用口與我親嘴！ 

因你的愛情比酒更美。 

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來的香膏， 

所以眾童女都愛你。 

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歌 1:2-4 上) 

壹、禱告使聖徒培養與主個人、情深的關係 

 

  禱告使聖徒進入並培養與主個人、情深的關係（歌一 2 ～ 4 上，約

  十三 23）。 

 

貳、召會生活與實行：- 

 

 1. 為着各會所各區各排的情形與需要 

 

 2. 為着週一晚上的事奉成全聚會禱告 - 負擔：《牧養與家打開》 

 

 3. 為着二月二八日的線上福音座談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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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
告
事
項 
 
 
 
 
 
 
 
 
 
 
 
 
 
 
 
 
 
 
 
 
 

2.  全召會集中事奉聚會 

  日期/時間： 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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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改進，

召會決定暫未恢復在會所或分區的各種實體聚會。召會生活繼續在線

上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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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1/2021 

3.  實體聚會暫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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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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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週訊及禱告聚會之禱告事項： 

 下週開始古晉召會的中文電子週訊將以簡體字呈現給聖徒們，而禱告

 事項將不會放在週訊裏面，每一週的禱告事項將另外在每週一發送給

 弟兄姊妹。請聖徒們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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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奉獻心願款項總數 RM2,570,719.75，上週收到銀行直通 RM3,910.00 

 截至 26/01/2021 累積奉獻共收來 RM2,321,350.75，尚缺 RM249,3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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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結婚通啟 

  吳建傑弟兄與李佳熹姊妹已於 30/01/2021 在美國結婚，謹此告知眾 

  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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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承上月結存： 收入： 支出： 結餘： 

十二 165,767.79 109,476.20 64,490.44 210,753.55 

8.   財務報告(2020 年)  

5. 東馬福音真理生命事奉成全訓練（七週線上成全訓練）報名通啟 

 訓練日期： 05/04 ～ 22/05/2021 

 訓練平台： ZOOM 

 訓練對象：修完九號(Form 5)、高中三及十一號(Form 6)的弟兄姊妹。 

 訓練費用：每人 RM200/- 

 報名截止日期： 22/02/2021（週一） 

 備註：報名相關詳情，請到辦公室索取並參閱報名表格。 

 聯絡人：黃夏俊弟兄（016-8744786）。 

7. 古晉市召會前往扶持鄰近召會的服事暫停另行通知 



 

 信心的根源在乎神 

源頭意思是：人是因為神而有信

心，或加增信心。換言之，人之所以

有信心、加信心的緣故，乃是因為神

有一種的性質，特別會叫人信靠祂

的。 這是什麽意思呢？這就是說，我

們 不 必 問 ： “ 我 們 自 己 有 無 信

心？”“信心夠否？”這些都非首要

的問題。並且這些問題要把我們留

在黑暗裏，叫我們灰心。我們應當

問：“神是否靠得住的？”“神誠

實否？”“神可信否？”“神應許

了，祂會否食言？”“神的能力和愛

心是否實在的？”我們現在都是注

意到我們自己這一方面；所以，我

們越搜索，越找不着我們的信心在

那裏。我們若注意到神那一方面，我

們就要看見，我們的信心油然而生。

我們的自己，並非信心的發源地；

所以，怪不得當我們自省時，我們好

像沒處找信心！ 

 

但，神是信心的發源地；所以，我

們越看神，越仰望神，越默想神，我

們就越有信心。一次，有幾個弟兄來

和我談到信心的問題。他們的感覺

是：他們的信心太小。但是，我告訴

他們，他們的信並不太小，實在是他

們的神太小！他們若要得着更大的

信，他們就應當得着一位更大的

神！那天，我告訴他們：什麽叫作

信？信就是將自己或事物信托人的

意思。我們相信神，意思就是我們將

自己或事物交托神，倚靠祂替我們

成功，我就問他們說，在把事物托付 

信心是有根源的。信心的根源不是在

乎聖徒，乃是在乎神。如果信心的根源

是在乎聖徒，則這信心是何等的薄弱，

而誰能有信心呢？許多神兒女的悲

歎，就是他們沒有偉大的信心。有的不

只連偉大的沒有；並且，連微小的信

心也沒有！我們沒有信心，這是我們

所承認的。我們何等的願意，得着更大

的信心，來信靠神，讓祂替我們天天成

功神迹呢！但是，為什麽我們還沒有

得着呢？信心豈是一班特等聖徒所獨

有的麽？真是沒有法子叫我們得着更

大的信心麽？神的話語告訴我們以信

心的源頭，是在那裏：“信…並不是

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弗二

8）這一節的聖經是最明白不過的，信

心是神所賜給我們的。所以，在行傳三

章十六節也有同樣的話語：“祂所賜

的信心。”這樣，我們知道，信心的源

頭乃是在乎神，並不是在乎我們。這

個，好像是很平常的、很普通的、為我

們所知道的。但是，真明白信心源頭緊

要的人，並不甚多。因為，我們若明白

神是我們信心的源頭，則我們必定不

自問說，“我的信心夠否？”“我有否

信心？”這樣的問題發生，就是表明我

們尚未知道神為信心源頭的意思。因

為知道的人必定沒有這樣的問題。 

 

越仰望神越有信心 

 

神是信心的賞賜者，所以，神是信心

的源頭。但是，神為信心源頭的意思，

並不只限定於賜人信心。神為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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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的，乃是這個銀行有無信用；並非問

我有信這銀行的心沒有。一個嬰孩在

危難中，只要摸得到他父親的手，或

他母親的臉，他就安然無懼了。他不

相信別人，因為別人是靠不住地。他

相信他的父母，因為他的父母是靠得

住的。   

 

知道所信的是誰 

 

所以，我們現在所需要的，並非更

大的信心，乃是知道神的誠實和可

信。我們若知道神是我們信心的發源

地，則我們就不要再向我們裏面去搜

求信心，應當舉目仰望神、認識神，

知道神是可信的，則我們的信心不大

也自大了。神若是靠得住的，我們必

定信祂。我們若不信神，就是說，神

必定是靠不住地。我們的信心是有根

據的，因為我們的信心，乃是安放於

神。我們所信的並非自己，乃是神。

神如果是可信的，你就自然會信祂。

不然，就是你有信心，也是無用的。

所以，你不必信你自己的信心，你的

信心是不堪相信的；請相信神。“因

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所以，“也

深信祂能保全我所交付祂的。”（提

後一 12） 

 

信心在於神的話 

 

聖經所告訴我們的，並不止於以神

為我們信心的源頭而已，它也是告訴

我們，神的話乃是我們信心的發源

地：“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 

人的時候，我們有否問說，“我有無信

心信這人？我的信心夠不夠信他？”

我們沒有。我們所問的，乃是“我能否

信他？”並不是“我有否信他？”如果

他是誠實的、可信的、靠得住的，你就

自然而然的，把你的店務全交在他的

手裏；你並不必問你自己有無信心，

信心大否、夠否等問題。 

 

非更大的信心，乃更大的神 

 

對於信靠神也是這樣。我們並不必問

說，我們有無信心？信心大否？夠

否？應當再加上多少？我們只要問

說，神是否誠實的？神是否可信的？

神是否靠得住的？神應許了，會否反

悔、食言？如果神是誠實的、可信的、

靠得住的，神應許也是不會反悔的，則

我們並不必搜求省察自己有無信心；

自然而然的，會將自己和事物，交在神

的手裏。這是信心。信心並不是我們自

己的出産品；信心乃是因着對方的誠

實、穩固、足信、妥當所發生的倚賴心，

所以，我們所缺乏的，並不是一個更大

的信心，乃是一位更大的神！我們現

在都是借口，以為我們的信心太小，所

以，我們不敢把自己和自己的都交托

在神的手裏！其實，我們所以不敢托

付神者，原因並非為着信心之有無和

大小的問題，乃是因為我們以為神是

靠不住地！如果神是信實的，為什麽

我們不能倚賴祂？如果神是可信的，

為什麽我們不能信托祂？我們知道一

個銀行是誠實的、是靠得住的，所以，

才敢將我們的錢存在裏頭。我們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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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信心與應許之緊要關係了。神的

應許只記在神的話，就是聖經裏面。

要知道神的應許，就當知道神的話。

所以，“信…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羅十 17）我們從前所說，我們所信

的乃是神的誠實、可信、靠得住的，

我們如果認識了神，我們就自然而然

的有信心。但是，這也是與神的應許，

就是祂的話有關的，如果神沒有應

許，我們怎麽知道祂是誠實的呢？祂

必定預先有所應許，所以，祂才有誠

實的可言。【摘自：基督徒報】 

是從基督的話來的。”（羅十 17）因為

“人未曾信祂，怎能求祂呢？未曾聽

見祂（的應許），怎能信祂呢？”（14）

我們若沒有得着神的應許，而隨便信

祂，就難免陷於迷信。信心是要有根據

的。沒有根據而亂信，就是迷信，並且

也不能得着他所信的。父親所應許給

我們的事物，我們相信他會給我們，乃

是很穩當的，因為我們的信心是根據

於父親的應許。如果父親沒有應許給

我們什麽，而我們強信他會給，那是夢

想，並非相信。因為，我們所信的，乃

是無根據的、憑空臆想的。這樣，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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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篇 口裏承認（一） 

一 一信就要開口 

 

一個人一信主，就應當在人面前承

認主。如果有人生了一個小孩子，一

歲兩歲都不會說話，三歲的時候還

不會說話，那我們要怎麽想？難道

這是發音特別慢？要到了三十歲才

會講一二三四，到了五十歲才會喊

爸爸媽媽？小的時候是啞吧，恐伯

一輩子都是啞吧。小的時候不會喊

爸爸媽媽，恐伯一輩子都不會喊。照

樣，如果初信的人不在信主之後立

刻承認主，恐怕要終身成為啞吧。小

的時候不會說話，可能長大的時候

也不會說話。 

 

有的人作了十年、二十年的基督徒

還是啞吧，因為第一個禮拜、第二個

禮拜是啞吧，就是這樣啞吧到老了。

承認主是在初信的時候就開始的。 

讀經： 

羅馬書十章十節：‘因為人心裏相

信，就可以稱義；口裏承認，就可以得

救。’ 

 

箴言二十九章二十五節：‘懼怕人

的，陷入網羅；惟有倚靠耶和華的，必

得安穩。’ 

 

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至三十三節：

‘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

父面前，也必認他。凡在人面前不認我

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

他。’ 
 

壹 口裏承認的緊要 
 

人信了主，不應當隱藏，人信了主，

必須口裏承認主。口裏承認主，是非常 

緊要的一件事。 

 

 

造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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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信了主耶稣。’越快開口越

好。你一開口，他們馬上清楚知道你

是信耶稣了。這樣你就得救，你就從

不信的中間得救出來了。 

 

我們曾看見有的人信主，起初是猶

預不決的，但是等到他站起來說

‘我信了耶稣，’就決定了。基督徒

就怕不說，他如果一說出來，這一步

一踏上去，就定了。許多人信主，起

初的時候，也許還在那裏搖晃不定，

那知一說‘我信’就牢靠了。 

 

三 承認了，就省去麻煩 

 

你心裏相信，口裏承認之後，就會

得到很大的益處。這一個能使你省

去將來許許多多的麻煩。 

 

你如果不開口說，‘我已經跟從了

主耶稣，我已經是屬乎主的人；’無

論如何，別人看你是和他們一樣的

人，結果，他們一有犯罪的事，一有

情欲的事，就要把你算作他們中間

的一分子。雖然你心裏覺得你是一

個基督徒，不好和他們混在一起，但

是你又不能拒絕他們，你要討他們

的喜歡。你想出一個理由來拒絕，也

許給你拒絕了。下一次，他們還是來

拉你，你又得想出一個理由來推辭。

你一次兩次用理由、想法子拒絕，但

是事情總不能過去。倒不如頭一天

就把牌子挂出去，承認你是信主的

人。只要你一兩次的承認，別人就不

大會來勉強你。 

 

 

 

一信主就開始，以後承認的路就打通

了。如果一個人在頭幾個禮拜、頭幾個

月、頭一年是啞吧，他可能會啞吧一輩

子。所以人一信主，就得盡力的去向人

說到主。即使覺得不容易說，不歡喜在

人面前說，也得說。總得在你親戚朋友

面前說。如果不學習公開的說，恐伯要

一輩子在神面前成為一個啞吧。我們

不盼望有啞吧的信徒，所以，我們必須

在一起頭的時候，就學習開口。在起頭

如果不行，後來就難得有行的，除非神

有特別的憐憫，有復興，他才會開口，

可是那一個相當費事。所以初信的人

總要尋找機會承認主。這一個承認是

大事。這一個承認對於他大有益處。 

 

二 ‘口裏承認，就可以得救’ 

 

羅馬書十章十節：‘因為人心裏相

信，就可以稱義；口裏承認，就可以得

救。’人如果心裏相信，就可以稱義，

這是在神面前的事。口裏承認，就可以

得救，這是講到在人面前的得救的問

題。你信也罷，你不信也罷，這是在神

面前的事，誰也看不見。你如果真的

信，你在神面前就能夠稱義。可是，你

心裏信了，口裏不說，人就不承認你是

一個得救的人，人還把你算作不信的

人，他們沒有看見你和他們有什麽分

別。所以在聖經中很着重的對我們說，

心裏相信還不夠，還必須口裏承認，必

須用口說出來。 

 

所以，初信的人總得尋找機會承認

主。你必須在接觸到的人中間，不管是

同學也好，是同事也好，是親戚也好，

是朋友也好，總是一有機會，就對他們



那裏預備這些不正當的事。一個真正

信主耶稣的人，坐在那裏怎麽辦？他

要有多大的力量才能管住他自己不

開口？這個時候，他要開口承認主是

有點難，但是他要不開口承認主，他

就覺得更難。 

 

猶太人會堂的情形，就是代表世人

反對主的情形。人對於主耶稣，總是

在那裏非難，總是在那裏覺得說，這

一個拿撒勒人耶稣，是他們的難處，

他們有各種各樣的話，在那裏反對我

們的主。在這一種情形之下，你能在

那裏聽他們，而在外面够着說，你是

和他們一樣的人？够假是痛苦的，够

假是够難的，你要用力量管住你自

己，勉強你自己。你在這樣的情形之

下，難道沒有一點意思要說，‘這一

個人是神的兒子，我要信祂；’難道

你沒有一點意思要說，‘這一個人是

我的救主，我已經相信了；’難道你

沒有一點意思要說，‘這一個人能救

我脫離罪惡，你們不相信，我要相

信；’難道你沒有一點意思要說這樣

的話麽？ 

 

請問，難道你能因着要得人間的尊

敬，要得人間的地位，就在那裏勉強

的把你自己的口封住麽？我們曾想

到，約翰十二章的那幾個官長，還是

被趕出會堂的好，還是承認主痛快得

多。如果你是假信，那無所謂；如果

你是真信主，又要假冒說，你與反對

主的人是表同情的，那你裏面的良心

必定有控告。他們在那裏反對主的時

候，你心裏覺得不平安，而你口裏卻

要說‘這是很有趣的事，’這豈不是 

如果不開口承認，如果暗暗的在那裏

作基督徒，那一個難處，比明顯的作基

督徒不知道要加多少倍；那一個試

探，比明顯的作基督徒也不知道要加

多少倍。人情的捆綁，已往關係的捆

綁，你沒有法子脫離。你不能每一次都

推說頭痛，都推說事忙，你不能次次用

理由去推。所以，你第一天就得宣布

說，‘我已經相信了主耶稣，我已經接

受了主耶稣。’你這個牌子一挂出去，

你的同事、你的同學、你的親戚、你的

家屬，都知道你這一個人是這樣的，你

就省去了許多麻頭。如果不是這樣，就

這些麻煩不知道要有多少。所以，一個

人如果能開口承認我們的主，這一個

人就能夠省去許多麻煩。 

 

四 不承認主，良心有控告 

 

人如果不開口承認主，還有一個很大

的困難。這一個困難，是當主在地上的

時候，許多相信主的人所經歷過的。 

 

主耶稣在猶太人中是被拒絕的。猶太

人拒絕主耶稣，拒絕得頂厲害；反對

主耶稣，也反對得頂厲害。在約翰九

章，我們看見猶太人定規了一件事，就

是誰承認耶稣是彌賽亞，就把誰趕出

會堂。（22。）到了第十二章，聖經又

記載說，有許多猶太官長，偷偷的相信

了主耶稣，只因怕人把他們趕出會堂，

就不敢承認。（42。）我們想，這幾個

人心裏舒服不舒服？承認主也許不舒

服，但如果不承認主，要更不舒服。猶

太人的會堂是什麽地方？是反對主耶

稣的地方。他們在那裏有陰謀，有詭

計，商量挖陷阱來陷害主。他們都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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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承認。行為改變了，口還得承

認。 

 

每一個初信的人，總得在最早的機

會裏向人表示說，‘我已經相信了

主耶稣。’你如果口裏不說，別人對

於你會有許多的猜想，他們可以用

哲學的方法來解釋你的行為。他們

各種的說法都說了，就是摸不着主

耶稣。所以，你應當告訴他們，你的

行為改變到底是什麽原因。好行為

不能代替口裏的承認；好行為是應

當有，口裏的承認也應當有。總得對

人說，‘耶稣是我的主，我要事奉

祂。’不管你的行為多好，這些話總

得說出來。 

 

我們曾聽見有些人說，人如果外面

的行為好，就可以不開口。請記得，

凡說這樣話的人，如果行為不好一

點，誰也不會去說他。但是如果你站

起來承認說‘我是基督徒，’那你的

行為一不好，就會有人來說話，馬上

有人責備你。只要行為好而不要口

裏承認主的，乃是留下機會叫他的

行為不好，乃是留下機會叫他自己

逃避人的責備。所以千萬不要相信

說，行為改了就行。口裏的承認，絕

對不可少。開口承認，是絕對應該作

的事。 

為人最痛苦的一件事！ 

 

不承認主是一件最痛苦的事。在人

面前不承認出來，這是最難受的。那幾

個官長的地位，如果要和我們對調，我

們寧可不要。他們太難受了！你如果

不信，那沒有話說；你真的信了，就從

會堂裏出來，那倒是舒服的事，那倒是

可喜可樂的事。你也許覺得有難處，但

是我們可以憑着已往的經歷告訴你，

如果你不這樣作，你的難處還要大，你

的心還要難受。 

 

引一個比喻：如果你聽見有人在那

裏惡意毀謗你的父母，說你的父母是

怎樣怎樣的人，而你還能坐在那裏聽，

不只，你還够作和他們表同情；請問，

你這一個人是什麽人？何況我們的主

捨了命，救了你，你能不說一句話，為

着你所敬拜的、你所事奉的主麽？如

果是這樣，你這一個人就沒有多大用

處。人總得有膽量站起來，為着主承認

說，‘我是一個屬乎主的人！’ 

 

貳 需要糾正的錯誤 

 

一 以好行為代替口裏承認 

 

有的初信的人，受了人遺傳的教訓，

他們常常有一個錯誤，以為說，我這一

個人應當有好的行為，這是要緊的；

口裏承認不承認不要緊。口裏改變沒

有用，最要緊的是行為改變。這種錯誤

的想法，我們要糾正。我們不是說行為

不必改變。如果行為不改變，口說當然

沒有用。但是行為改變了，口不說也沒

有用。一個人行為的改變，絕不能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