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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2020 年秋季长老负责弟兄训练─『基督徒生活、召会生活、这世代的终结以及主的来临』  

第三篇 丧失魂生命，有分于得胜者的被提， 

并得着我们信心的结果─魂的救恩  

的事物，就会失去味道，他们在神国

里的功用。信徒若是失去味道，就是

失去功用，他们已经得救，免去了永

远的沉沦，但他们不适合于要来的

国度，他们要从千年国的荣耀里被

扔出去，撇在一旁受管教。   

  

我们若丧失魂生命，就可以有分于

得胜者的被提，我们要有分于得胜

者的被提，使我们得以享受主的巴

路西亚（同在，来临），并逃避大灾

难，就必须胜过今天世人生活的麻

醉影响，（路十七 26 ～ 30，）洪水

以前的挪亚世代，和所多玛遭毁灭

以前的罗得世代，被邪恶的生活所

麻醉，其光景描绘出主的巴路西亚

和大灾难以前，世人生活的危险光

景。（太二四 3，21。）我们作为主

耶稣的跟从者，需要在今世借着丧

失魂生命，胜过世界放荡生活的麻

醉影响。（路十七 31 ～ 33。）某些

人被提，是因为他们胜过今世放纵

自己之生活的麻醉影响，使他们可

以被提进入主巴路西亚的享受里。  

本篇信息接续第二篇为着主的第二

次来临，在积极一面，儆醒预备成为精

明的童女迎接新郎，消极一面就要捨

去魂生命以得着魂的救恩。我们若要

救自己的魂生命，必丧失魂生命；但

我们若为主的缘故丧失自己的魂生

命，必救了魂生命，（太十 39，）主

耶稣在路加九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教

导门徒，要背起他们的十字架，并借着

否认自己的魂生命来跟从祂。救魂生 

命，就是让魂得着享受，不让魂受苦；

丧失魂生命，就是使魂失去享受而受

痛苦，丧失魂生命乃是丧失魂的享 

受；救魂生命就是保守魂在享受中。

否认己，是弃绝魂的慾望、爱好和选

择。（路九 23。）   

 

主在路加十四章二十六至三十五节

教导我们，在跟从祂的事上要绝对，并

要恨恶一切打岔、拦阻、并阻挠我们忠

信跟从祂的事，甚至恨恶我们自己的

魂生命。信徒是地上的盐；（太五

13 ；）他们的味道，在于他们对属地

事物的捨弃。信徒不愿捨弃今生一切

 



 事  項 

主耶稣在路加二十一章三十四至三

十六节警告我们要小心，时时儆醒，常

常祈求，使我们『得胜，能逃避这一切

要发生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得胜，能』，即有力量和能力；这种

逃避大灾难的力量和能力，来自儆醒

和祈求。『逃避』指在大灾难以前被提。

（太二四 21。）『这一切要发生的事』，

指一切大灾难的事。『站立在人子面

前』，与启示录十四章一节的『站』相

符，指明在大灾难前，被提的得胜者要

在天上的锡安山，站立在救主面前。 

    

我们信心所受的试验显为可得称赞、

荣耀和尊贵，就会得着我们信心的结

果，就是魂的救恩。（彼前一 7 ～ 9。）

当我们活在神的行政之下，就会在诸

般的试炼中忧愁，并经历信心的试验。 

（6 ～ 7 节。）六节的试炼乃是苦难，

以试验我们信徒之生活的品质。这些 

苦难是神用来试验并试炼我们的信 

心，要看我们在受苦的事上，是否跟随 

基督。（二 19 ～ 23。）一章七节所

强调的不是信心，乃是借着苦难在试

炼之下对信心的试验。九节之魂的救

恩，意为我们的魂要在主显现、回来

时得救，脱离苦难得以完满的享受

主。  

 

我们若要得着魂的救恩作我们信

心的结果，就不可成为那『退缩以致

遭毁坏的人，乃是有信心以致得着魂

的人』。（来十 39。）得着或拯救我

们的魂，乃在于我们得救重生之后，

在跟从主的事上，如何对付我们的

魂。我们现今若为主的缘故丧失魂，

就必救了魂，我们的魂就要在主回来

时得救或被得着。（路九 24，彼前一 

9。）得着魂乃是国度的赏赐，要赐给

跟从主的得胜者。（来十 35，太十六 

22 ～ 28。）【摘自：新北市召会周讯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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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林后 3:12-18 4:1-6 4:7-12 4:13-18 5:1-8 5:9-15 5: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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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周。 

2.  本周“新约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雅各书生命读经，第 14 篇及彼得前 

  书生命读经，第 1 篇。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初信造就”：第四篇（请参阅周讯第 7~ 

    10 页。） 
 

 4.  本周继续追求“基督徒生活、召会生活、这世代的终结、以及主的来临 ” 

  ，晨兴圣言：第三周。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圣经之旅”第四册：第 5 课。 



报

告

事

项 
 
 
 
 
 
 
 
 
 
 
 
 
 
 
 
 
 
 
 
 
 

1.  全召会集中事奉聚会──日期/时间： 2 月 8 日（周一）7:30PM        

  会议帐号： 833 6103 2392        会议密码： 1111 

  备注： 请鼓励更多圣徒们一起上线，将身体献上，当作圣别并讨神 

         喜悦的活祭，这是我们合理的事奉。 

 
 

 

愿恩典与平安归给弟兄姊妹们。因着古晋市新冠肺炎疫情并未改进，

召会决定暂未恢复在会所或分区的各种实体聚会。召会生活继续在线

上进行。这段期间弟兄姊妹们须起来儆醒祷告，经历基督是我们的平

安与稳妥，护卫圣徒们免受恶者的攻击并识破撒旦的谎言。特别在这

个艰难的时刻，我们也需要学习按着神来牧养弟兄姊妹。 

 

古晋召会负责弟兄们启 
 28/01/2021 

2.  实体聚会暂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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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1年国际华语特会时间表 

13/02（周六） 

第一堂，9:00AM  第二堂，11:00AM 第三堂，7:30PM 

14/02（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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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会信息流播网站为 https://conf.lsmwebcast.com   

4.  2021 年马来西亚相调特会 

日期 时间 

19/02（周五）  第一堂，7:30PM~9:30PM  

20/02（周六） 第二堂，10:30AM~12:30PM 第三堂，7:30PM~9:30PM 

21/02（主日） 第四堂，10:30AM~12:30PM 第五堂，7:30PM~9:30PM 

备注：报名参加的圣徒将收到一份由主办单位（Event Registration）发出的

电子邮件，内容关于相调特会的登入账户和密码。请检查你们的电

子邮件，若还没收到或没有电子邮件的圣徒请联络黄夏俊弟兄  

（016-8744786）。 

 登入网站： https://register.localchurch.my 

备注：分享时段的会议账号： 885 5730 9272，会议密码： 3333。请报  

         名参加的圣徒们都准时上线并踊跃分享任何一篇所摸着的信息， 

         彼此供应基督。 

https://www.training.lsmwebcast.com/
https://register.localchurch.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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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奉献心愿款项总数 RM2,570,719.75，上周收到银行直通 RM19,450.00 

 截至 02/02/2021 累积奉献共收来 RM2,340,800.75，尚缺 RM229,919.00。  

  注：请各区服事财务的圣徒，可将收到的奉献款项于 2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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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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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东马福音真理生命事奉成全训练（七周线上成全训练）报名通启 

 训练日期： 05/04 ～ 22/05/2021 

 训练平台： ZOOM 

 训练对象：修完九号(Form 5)、高中三及十一号(Form 6)的弟兄姊妹。 

 训练费用：每人 RM200/- 

 报名截止日期： 22/02/2021（周一） 

 备注：报名相关详情，请到办公室索取并参阅报名表格。 

 联络人：黄夏俊弟兄（016-8744786） 

5.  马来西亚大专相调特会报名通启 

   特会将会以线上聚会的方式进行。聚会软体： ZOOM 

日期 时间 

25/03（周四） 7:30PM~9:00PM 

26/03（周五） 7:30PM~9:00PM 

8:30AM~10:00AM，10:30AM~12:00PM 
27/03（周六）  

3:00PM~4:30PM，7:30PM~9:00PM 

28/03（主日） 8:30AM~10:00AM 

报名对象：大学生，大学先修班学生，刚毕业大学生，大专服事者。 

报名方式： https://forms.gle/U3iZvh6PB1Lbsj6X9 

特会收费：每人 RM10       

报名截止： 08/03/2021（周一） 

备注：关于特会需要咨询请联络大专服事者： 

      林以应弟兄（019-5105243），陈舢利弟兄（016-5728630） 

 7. 古晋市召会前往扶持邻近召会的服事暂停另行通知。 



 

 召会扩增与建造独特的路 

漏。不论你是软弱或刚强，年长或年

轻，有学问或没有学问，只要你是信

徒，你就要在你的家里聚会。你敢这

样作么？你在聚会中说敢，但会后

也许就有人说，这样实行是不可能

的。有些人会说，‘我们挑选了三十

个家，但末了筛去了十五个家。’你

若这样挑选，我恐怕再过一段时间，

只剩下十二个家留下，适合作家中

聚会。然而你必须看见，当初由圣灵

创始并由神所命定的路，乃是以两

种方式聚会，一是会众聚集，一是家

中聚会，而且不是在挑选的家中，乃

是在所有的家中。你若是基督徒，你

若是信徒，就必须打开你的家来聚

会。这是召会生活开始时的第一个

榜样。 

 

主既然叫我们看见这事，我就开始

看见神所创始并命定的这条路的一

切好处。一位新人若信主受了浸，立

刻开始把家打开来聚会，这样把家

打开会激励他，甚至托住他。所以我

们能看见，家中聚会乃是聚会最高

的路、超特的路，至终也是独特的

路。 

 

我完全明白并同意，要每一位信徒

打开家来聚会不是容易的事。这是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拿起负担，

教导神圣的真理或传扬福音。有些

人不是那样有口才，从来不在公众

面前说话。有些人有天然的口才，却

没有属灵的知识，也不认识圣经的

内容。 

 

 

聚会独特的路 

 

五旬节那天来到时，召会开始是以一

百二十人为起头，然后就在召会生活

的第一天带进三千人，另一天又带进

五千人。他们开始聚会，不是照着旧约

犹太人聚集的方式，也不是照着罗马

或希腊的方式。那么是谁发明了头一

批基督徒聚会的方式？是圣灵发明了

这条路。我们能这样说，因为在那一

天，那一百二十人在经纶一面被圣灵

所充满。毫无疑问的，那三千悔改的新

人也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那一天不

论作什么，都是圣灵起的头。他们所作

主要的事，就是开始聚会，在圣殿里有

大的聚集，也在家里聚会。我喜欢行传

二章四十六节里‘天天’和‘挨家挨

户’这两个辞。他们聚会的方式有两

面，这是很清楚的。也许至少有三千人

天天在圣殿这大会场聚集，同时他们

也天天在家里聚会。 

 

根据行传二章四十六节的原文，他们

乃是挨家挨户聚会。这指明他们不是

挑选一些适合他们目的的家；他们乃

是挨家挨户聚会，这包括了每一个家。

今天我们的家中聚会应当完全根据圣

灵所创始并命定的路。按照我们的感

觉，我们也许会说，‘怎么可能每一位

弟兄家中都有聚会？有那么多软弱的

人。哦，我们最好再考虑一下，挑选一

些比较刚强的弟兄。’但是我们必须看

见，挑选并不是圣灵的路—挑选乃是

人的方法。在中文里这个辞的意思是

挨家挨户，这指明没有挑选，没有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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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一面，还有另一面。他们乃是在

他们的家中聚会，挨家挨户的聚会。

他们没有时间训练传道人，没有时间

学习真理。他们只听过一篇信息，那

篇信息就是他们的新约。五旬节那

天，他们的新约非常短，就只是行传

二章彼得释放的那篇信息。但每个人

都听到那篇信息，也学习并讲说那篇

信息。彼得释放那篇信息的那一天，

他们都受了浸。我相信那天晚上他们

回到家就开始聚会，重复讲说他们从

彼得所听到的话。我相信这说出每一

个人都能教导，每一个人也都能传

讲。 

 

你若把家打开来聚会，会感觉有些

东西需要清理。但你若不打开你的

家，就会把那些东西放在那里，也许

一放就是三年。你来参加大聚会，对

那些黑暗的东西却毫无感觉。你若把

家打开，你在对你的妻子发脾气之前

会考虑一下。你会想到再过半个小

时，圣徒们就要来聚会了。这只是消

极一面的事。但在积极一面有许多好

处、许多祝福。圣徒来到你家时，都

带着神来，带着基督来，带着许多祝

福你家的祷告来。一位圣徒踏进门会

说，‘主，祝福这个家。’另一位会

说，‘祝福这个家。主，记念他们全

家人。’主要答应这些祷告，许多祝

福要临到你。你也许说你很软弱，但

你若打开你的家，许多不是那样软弱

的人会进来。你也许贫穷，但来的人

是丰富的。家中聚会要拯救你、加强

你、并使你丰富。【摘自：家中聚会，

第一章】   

借小排建造召会 

 

建造召会的路可以用盖造这个会所

来说明。我们盖这栋会所时，我作了概

略的设计，弟兄们绘图。我每天清早都

仔细察看。一位弟兄负责采购，收集一

切材料。材料一卡车一卡车的运来。我

们若只有一位弟兄收集这一切材料，

并花九年时间将这一切材料堆积在地

上，这些材料就都要报废了。收集材料

是一回事，但是将一切材料建造在一

起是另一回事。看看今天这栋建筑，你

在其中不是看到单独的材料，你只看

见一栋建筑物。 

 

另有一位弟兄负责督导各小组。当时

我们有八十多位全时间者，由这位弟

兄加以编组。一组作楼梯，一组姊妹用

沙纸磨光楼梯扶手。他们都被编成小

组来建造这会所的一部分，至终把一

切材料建造起来。如今我们都享用这

栋建筑。 

 

在召会生活早期，使徒们首先被主兴

起时，就是这样建造召会。这建造非常

快速。在耶路撒冷的召会被建造起来。

行传九章三十一节说，‘那时全犹太、

加利利、撒玛利亚遍处的召会得平安，

被建造。’在短时间内，众召会都被建

造起来。我们能说在美国的众召会都

被建造起来了么？你不能说我们已经

被建造起来了，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

实行建造的路。建造的路是什么？是

小排！是家中聚会！ 

 

名讲道人很有用。彼得大有用处，他

对大群会众传讲，带进了几千人。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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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篇 口里承认（二） 

祂不是要救一个丢一个，乃是要保

守。神救了我们，就要保守我们。神

把我们救回来，就要保守我们到那一

天。神爱你到一个地步，肯舍弃祂的

儿子拯救你回来。祂如果不保守你，

就不会出这么大的代价。保守你，是

神的旨意；保守你，是神的计划。你

不要怕站起来说了‘我是信主的，’

过几天不行了，怎么办？请你不要自

己挂虑，这个让神来负责好了。你还

是简简单单的站起来说，‘我是属神

的。’你把你自己交托给神，神知道

你这一个人需要扶持、安慰或者保

守。我们有把握说，神必定保守人的

得救；因为有保守，救赎才有意义。 

 

三 怕人 

 

有的人不敢承认，乃是因为怕人。有

许多人的的确确心里没有别的意思，

他很乐意站起来承认，可是他把别人

的面孔看一看，就不敢说了。把父母

的脸看一看，就觉得不大好说；把朋

友的脸看一看，就觉得不大好说。许

多人就在这里碰着难处，就是怕人，

没有胆量开口。他本来就是胆怯的

人，不只对于信主的事情胆怯。你要

他在人面前表示说‘我是信主的

人，’真像要他的命，他就是不敢开

口。 

 

但是，这样的人要听神的话。箴言二

十九章二十五节：‘惧怕人的， 

陷入网罗。’看见人就怕的，就‘陷

入网罗’。你在那里怕，就在那里陷 

二 怕基督徒作不到底 

 

有的人要想：‘我口里一承认，如果

我基督徒作不到底，岂不是要闹笑话

么？也许过了三年五年，基督徒作不好

了，那怎么办？所以，还是不说的好。

等我过了几年，行了再说吧！’我们可

以对他说，你如果怕行为不行，怕跌倒，

就不承认，我们有把握的说，你必定跌

倒。因为你把后门开着，不想走大门。

因为你先预备好不承认，要等你靠得住

了再承认。我们相当有把握的说，你必

定要跌倒。倒不如你站起来说，‘我是

主的人。’你先把后门堵住，以后要想

退后跌倒，也不容易了。这样，你往前

进的机会要比往后退的机会多得多，你

才有往前进的可能。 

 

你如果想等到行为好了才开口，那你

的口就一辈子都开不起来。你一辈子都

是哑吧；行为好了，还是哑吧。起头的

时候不开口，这一个口就不容易开。你

如果开口，你行为好的机会多得多。如

果要等到行为好了才开口，开口的机会

就没有，行为好的机会也没有，两个都

不行，两个都没有。 

 

有一件事可以安慰我们的，就是神不

只是拯救我们的神，神也是保守我们的

神。拯救好像什么？拯救好像把一件东

西买回来。保守好像什么？保守好像把

那一件东西摆在他自己手里。请问，世

界上有几个人买东西是预备丢掉的？

我们把一只表买回来，是想用它五年十

年，不是买了回来就丢掉。神到处救人，

造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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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必须有胆量在私人面前，在公众

面前，承认主是谁。从起头，我们就

得走在这条路上。 

 

四 怕羞 

 

还有的人是因为怕羞。他觉得作基

督徒有羞耻。在不信的人面前，的确

有这个味道。今天如果你说你在研究

什么技术，别人就会说你是有前途的

人。如果你说你在研究什么哲学，别

人也会说你是有思想的人。你说作别

的事，都不会觉得羞耻。但是，你说

你是基督徒，那就必定有许多人要说

你的学问不行，思想不行，要觉得你

这一个人没有多大用处。在任何的时

候，你说别的不觉得有羞耻，但一承

认是基督徒，就觉得有羞耻在里面。

所以，初信的人一开口说自己是基督

徒，就不免有羞耻的感觉。可是我们

必须把这种感觉打破。不错，人是觉

得作基督徒可羞；但是，我们必须打

破这一个感觉。 

 

我们怎样才能打破这种羞耻的感觉

呢？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

候，祂担当了我们的罪，也担当了我

们的羞耻。我们的主，担当我们的罪

的时候，祂受了极大的羞辱。今天我

们在神面前，如果也受了人的羞辱，

那是应该的事。我们今天为着主在人

面前所受的羞辱，远赶不上主在十字

架上为着我们所受的羞辱。所以，就

是有羞辱，也应该一点不希奇。我们

应该知道我们是属乎主的。 

 

 

 

入网罗。你的那一个怕，就是你的网罗。

你把怕人的心放在那里，就造成了一个

网罗。你怕，你就落到网罗里。这一个

网罗，就是你自己的怕所造成出来的。

其实，你所怕的那一个人，也许他很欢

喜听也难说；即使他不欢喜听，也不一

定像你所想的那样可怕。 

 

有一个故事，大意是这样：有两个人，

是同事。一个信主了，一个没有信主。

信主的那一个胆子非常小；没有信主

的那一个，胆子也非常小。信主的那一

个因胆子小，不敢向那一个同事说，我

已经得救了。还没有信主的那一个人，

看见他这个同事大有改变，从前脾气很

急的，现在变作不急了，因此心里觉得

很希奇，但是不敢问他是什么原因。他

们两个共用一张桌子，天天面对面的坐

着。但是，一个怕得很，不敢说；一个

怕得很，不敢问。每天总是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一个不敢问，一个不敢告诉。

到了有一天，信主的那一个，实在受不

住了，他就好好的祷告过，然后到那一

个人面前去，手握得紧紧的对他说，

‘我这一个人胆子小得很，至少有三个

月的工夫不敢告诉你，我现在告诉你，

我已经相信了耶稣。’他说了这话，面

孔都发青了。那一个人说，‘我也有三

个月的工夫，要问你为什么和从前不一

样，却不敢问。’他壮起胆开了口，从

此就有机会带他的朋友来认识主了。 

 

怕人的人，陷入网罗。请记得，你在那

里怕他，也许他也在那里怕你。所以我

们绝对不应该有怕人的心。我们跟从神

的人，不应当作一个怕人的人。存怕人

的心，就不能作一个好基督徒，就不能

事奉神。基督徒必须有胆量告诉亲戚朋



在人面前起誓了。这真是不像样子。所

有的不承认，都是不像样子的。彼得在

那里是最羞耻的，彼得的不承认是最

羞耻的。（太二六 69 ～ 75。） 

 

一切没有胆量开口的人，都是羞耻

的人。真的荣耀的人，即使烧在火里，

浸在水里，也要承认说，‘我是拿撒勒

人耶稣的人！’被人鞭打，被丢在火

里，被扔在狮子洞里，还是说‘我是拿

撒勒人耶稣的人，’这是全世界最荣耀

的事。最羞耻的，就是以承认主为羞耻

的人。这样的人没有用处。连他自己都

得恨恶自己说，这是何等羞耻！自己

轻看自己，自己把自己所有的当作可

耻的，这是最可耻的。 

 

所以，惧怕是错的，是不应该的；羞

耻也是错的，也是不应该的。所有学习

跟从主的人，都应当学习勇敢的在人

面前承认主。如果光明是羞耻的，黑暗

是荣耀的；如果圣洁是羞耻的，犯罪

是荣耀的；如果属灵的是羞耻的，属

肉体的是荣耀的；如果跟从主是羞耻

的，跟从人是荣耀的；那我们宁可拣

选羞耻，我们宁可与基督一同受羞辱，

像摩西一样，胜于在人中间得着荣耀。

（来十一 26。） 

 

五 贪求人的荣耀 

 

约翰十二章所说的那些官长，为什

么不承认主？因为他们贪求人的荣

耀，过于神的荣耀。许多人不敢承认，

是因为他们两个都要，要基督，也要会

堂。我要基督，我信主；我也要会堂，

我不承认主。两边都要，就不绝对。 

 

 

 

另一面，有一首诗相当好，它说，‘因

你害羞！同时旭朝也可面红不认太

阳！是你放射神圣光照，照明我的如夜

天良。’（‘诗歌’增订暂编本第三五

五首第三节）如果主恩待我们，主拯救

我们，我们能够以承认祂为羞耻的话，

那么旭朝也能够以承认使它光明的太

阳为羞耻了。今天主恩待了你，主拯救

了你，主扶持了你，主要把你领到天上

去，而你竟以承认祂为羞耻，那就所有

的恩典都是可羞耻的，就可以都不承认

了！主在你身上作了这么多的事，你还

以承认主为可羞耻的么？没有那个可

能。 

 

事实上应当觉得羞耻的，是荒宴醉酒、

放荡无度、行事暗昧、犯罪作恶。主救

我们脱离了这些我们应当觉得荣耀才

对，怎么可以有羞耻的感觉呢？我们承

认主的人，不是羞耻的；承认主的人，

是可荣耀可喜乐的！我们乃是永远不

沉沦、不被神定罪、不受审判、不至永

远离开神荣耀的脸面的人。我们是跟随

羔羊的人，我们是与羔羊永远在一起的

人。（启十四 4。）人把羞耻的观念加在

我们身上，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应当很

勇敢的站起来说，我们是属乎神的，我

们是可荣耀可喜乐的。 

 

彼得平生是一个相当好强的人，在门

徒中间什么事情都想出人头地，什么事

情都想走在别人的前面。但是有一天，

彼得因着不承认主，就像一只小鼠一

样，被人一问，就胆怯。按人看，彼得

生平是个好汉，是门徒中的领袖；但

是，别人还没有说要他的命，他就怕

了；别人只说一句‘这个人也是同拿

撒勒人耶稣一伙的’，他就发抖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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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

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太十

32。）感谢主，今天我们承认主，将

来主也要承认我们。主又说，‘凡在

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

前，也必不认他。’（33。）‘在人

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

也必不认他。’（路十二 9。）这一个

比较有多大！你不过是在人面前承

认你所信的这一位超过一切的人，是

千万人中的第一人，说祂真是神的儿

子。主却是在天父的面前、在神的使

者面前承认你。你如果觉得在人面前

承认这样的主是困难的事，那么到那

一天，当主在父的荣耀里降临的时

候，祂承认像你这样的人，也是何等

困难的事。今天我们不要因怕人，（赛

五一 12，）而不敢不在人面前承认主。

今天我们如果觉得在人面前承认永

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有困难，那么到

有一天，当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祂

在父的面前、在众荣耀的使者面前承

认我们，也要觉得困难。这是何等严

肃的一件事。 

 

事实上，我们今天承认祂一点都不

难；比起祂的那一个承认来，一点都

不难；祂的承认我们，倒是困难的

事，因为我们是浪子回到家里，我们

并没有什么好。将来祂既然肯承认我

们，就我们今天在人面前也要好好的

承认祂。 

 

但愿初信的弟兄姊妹，一开始就有

胆量承认主，千万不要暗暗的作一个

基督徒！ 

 

你必须看见，你如果要学习事奉主，就

得在主和会堂中间挑选一个。不然的

话，你永远不能作一个好基督徒。你总

得在主和人中间选出一条路来。那些官

长，就是怕失去人的交情，就是害怕如

果一承认主耶稣，就要从会堂中被赶出

去。但是一个绝对拣选主的人，就不怕

从会堂里被赶出来。 

 

如果你信了主之后，别人不来逼迫你，

你该说，‘主，我感谢你。’如果你信

了主之后，口里承认之后，有人逼迫你，

你也该说，‘主，我感谢你。’这有什

么希奇！我们不能像那几个官长，对会

堂有一点舍不得，就不开口，就不承认

自己是相信主耶稣的人。教会里的人如

果都像他们那样，今天在地上就没有教

会。如果当初彼得相信主的时候，也是

回家去一声不响；如果保罗、路德、达

秘等人信了主，也都是一声不响；如果

教会里的人都是一声不响，不敢承认

主；那么，他们的麻烦的确是减少了，

但是今天在地上就没有教会了！ 

 

教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敢相信主；教

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敢承认是相信主

的。得救，不只是你相信主耶稣；得救，

是你相信了，并且承认你是相信主的。

这一个承认是要紧的。基督教不只是在

行为上，基督教也是在口里，口非说不

行。你总得说出来：‘我是一个基督

徒。’基督徒光是行为好不算数，还要

用口说出来才能算数。把口除去，就没

有基督教。圣经的话壳清楚：心里相信

就称义，口里承认就得救。基督教就是

这一个心里的相信和口里的承认。 

 

参 承认主和主的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