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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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篇 在神的经纶里，敬畏主的内在意义 

的同在，怕在来世得不着祂作我

 们的赏赐。 

 

 敬畏主，不只是远离罪，并且更

 进一步，乃是拒绝自己；敬畏主

 不是仅仅怕我们犯罪或属世，乃

 是怕我们所作的是出于自己，不

 是出于主。 

 

贰、 以赛亚预言耶和华的灵－智慧

 的灵、聪明的灵、谋畧的灵、能

 力的灵、知识的灵、以及敬畏耶

 和华的灵－必安歇在基督身

 上： 

 耶稣在祂的人性生活里被尊崇、

 顺从而畏惧神的灵所充满；祂

 也以敬畏耶和华为乐；在祂的

 复活里，祂现今是耶稣基督包罗

 万有、全备供应的灵，作为敬畏

 耶和华的灵，这灵包含主耶稣难

 以描述的人性生活与职事。 

 

叁、 敬畏神就是信靠祂： 

 箴言三章五至八节嘱咐我们，要

  

前 言 
 

箴言讲到我们如何行事为人，然而有

些人是在天然的范围里取用箴言的话。

事实上，箴言并不是对那些活在天然范

围里面之人的劝戒，反而是对活在复活

里之人的指引；这是对箴言非常美妙

的领会。人活在复活里，就否认己，不

凭自己，单单信靠神，并活在神里面。

其实，这就是神的经纶。 

 

从某一面说，敬畏主乃是尊崇的畏惧

神；这是对敬畏主的一种观点。作为信

徒，我们永远不该对神失去可畏的感

觉。另一面敬畏主，乃是说到一种尊崇、

敞开、向主的顺从。我们与主有一种亲

密、尊敬、敞开、顺服的关系，是完全

正确，也是非常好的。 

 

真理要点 
` 

壹、 过正确为人生活的第一个原则是

 敬畏主，尊崇主： 

敬畏主就是怕得罪主，怕失去祂 

 

 

 



 事  項 

 全心信靠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

 聪明；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

 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我

 们的身体，滋润我们的骨头。 

 

肆、 敬畏主的意思也是尊荣祂： 

 敬畏基督就是怕得罪作头的基

 督；这与我们的彼此服从有关；

 我们需要存畏惧事奉主；然后我

 们会爱主，好在主里面欢乐并享受

 主。 

 

伍、 对主圣别的敬畏事实上是喜乐的

 源头，是生命的泉源，也是生命树，

 将神分赐到我们里面，好完成祂的

 经纶： 

 敬畏主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

 开死亡的网罗；敬畏主、信靠主、

 投靠主的名，就是走生命的路。 

 

陆、 神应许要赐给我们这些祂的子民

 一个心和一条路，好叫我们终身敬

 畏祂： 

 我们这些蒙神拣选的人，都该有一

 个心，要爱神、寻求神、活神、并

 被神构成，使我们成为祂的彰显；

 我们也该有一条路，就是三一神自

 己作为内里生命的律连同其神圣

 的性能。 

 

柒、 敬畏主和爱主是我们 得着赦罪的

 两个美妙结果： 

 主越赦免我们，我们就越敬畏

 祂；我们越敬畏祂，就越爱祂；在

 消极一面，我们因着敬畏祂，就不

  

 

 去作祂所不喜悦的事；在积极

 一面，我们因着爱祂，就作祂所

 喜悦的事。 

 

负担应用 

 

一、 我们为人的第一个原则，乃是

 要敬畏主。任何事都可作，但必

 须不得罪主。敬畏主不仅仅是惧

 怕犯罪或属世，更是惧怕所作的

 是出于自己，而不是出于主。 

 

二、 将我们所得的十分之一（初熟果

 子）必须献给神；我们该一直将

 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慷慨的施

 与；这是尊荣神。 

 

三、 我们要学习箴言中两个典范－

 掌权的君王和才德的妇人。一

 面，我们该像主一样是君王，是

 君尊的男子，有权柄施行管理；

 另一面，我们该像才德的妇人，

 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安排、经

 营、料理、并供应圣徒的需要。 

  

 【摘自：台南市召会周讯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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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提后 3:14-4:8 4:9-22 多 1:1-4 1:5-16 2:1-15 3:1-8 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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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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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篇及 

  彼得后书生命读经，第 1 篇。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初信造就”：第十二篇（请参阅周讯 

     第 10~14 页。） 
 

4.   本周重复追求“约伯记、箴言、传道书结晶读经 ”，晨兴圣言：第十一周。 

    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圣经之旅”第五册：第 4 课。 

请圣徒们积极参加周一晚上各会所的核心事奉交通聚会，一同进入

召会生活的负担。实行神命定之路的召会生活，教导神圣的真理，

照着神牧养，使召会达到繁殖与扩增。 

分会所事奉交通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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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晋召会事奉特会(6 月 1 至 2 日）有录制成影音档案并已经上载到

YouTube 和古晋市召会的网站： https://thechurchinkuching.org。

圣徒们可随时上网重听或转发给没有参加的圣徒。 

古晋召会事奉特会 

报

告

事

项 

 
 
 
 
 
 
 
 
 

1.  第十届中、壮年成全训练（第三学期-线上） 

日期 费用 

   全   程： 06/07-24/09/2021 RM300 

  短期一： 06-30/07/2021 RM100 

  短期二： 03-27/08/2021 RM100 

  短期三： 31/08-24/09/2021 RM100 

训练对象：年龄介于 36 岁至 78 岁的圣徒 

报名截止： 21/06/2021（周一） 



报

告

事

项 

 
 
 
 
 
 
 
 
 
 
 
 
 
 
 
 
 
 
 
 
 

2.   2021 七月份半年度训练(线上) 

3. 东马众召会青职相调特会 

 日期： 20-22/07/2021 

     特会平台： ZOOM 

 报名对象：所有年龄介于 18 岁至 45 岁的青职。也鼓励青职服事者， 

             中年在职以及负责弟兄们报名。 

 费用：每人 RM10  报名截止： 21/06/2021（周一） 

 备注：请以区为单位收集名单（中英文姓名，性别，年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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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SBC”并区属（例： H1D1）。请将收 

  集好的名单和汇款收据转发给林以应弟兄（019-510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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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07~08/07 7:00PM~9:30PM 

3:00PM~5:30PM 
10~11/07  

7:00PM~9:30PM 

日期  时间 

14~15/07 7:00PM~9:30PM 

3:00PM~5:30PM 
17~18/07  

7:00PM~9:30PM 

 费用：每人 RM30，请以各区为单位，收集并汇款进召会的银行户

    口，请勿进行个别汇款。请将报名名单及汇款收据注明“VT   

              July” 并区属(例: H1D1)并呈上中、英文姓名，性别，年龄， 

       语言，联络号码和电邮，转发给黄美霞姊妹(011-10942234)。

 报名截止： 20/06/2021（主日） 

备注： 1. 每一堂信息后都有分享时段，请参训者在线上听完信息后

  就可以进入会议室（会议账号和密码将稍后提供）。请参训

  者学习积极操练预备两分钟的分享(至少 4 次)，以流露基

  督的丰富。由于训练要求，参训者不得无故缺席，需向训练

  协调人(王焕卿弟兄)请假(缺席不得超过两次)。 

 2. 在训练开始前将会有一次的预训，时间是 04/07/2021（主

   日）晚上 8:00PM-9:00PM，请所有报名参加的弟兄姊妹们

   务必出席。 

训练信息流播网站为 https://training.lsmwebca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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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洵弟兄与台南市召会儿童服事者的交通（二） 

战术二：走家聚会的路， 

一对一的喂养妈妈们 

 

那第二个战术，就是要有一个规划，这

个规划，如果用四个月来说，就是要来的

四个月，走家聚会的路。如果你在主面前

寻求出，在你们小区有一个姊妹，你对她

有负担，你就要先祷告，祷告几天，你就

去看望她，去跟她有家聚会，去喂养她，

你的福音，你的真理，不是人生的奥秘，

是「儿童是个大的福音，」你跟要给她的

真理是儿童，这大的福音有多大?儿童好

几位，儿童生生不息，得着儿童就是得着

他的一生，你要一次一次地在这个点上

喂养她。简单地说，你们照着这个步骤走

走看。 

 

譬如说，你们有四个月。头一个月，九

月份，你就去一个妈妈那里，去陪她，跟

她交通交通。在去的时候，我会给你看我

们最近做的一套简单的喂养材料，叫作

「儿童是一个大的福音。」你们就带着这

个负担去跟那个妈妈有交通，牧养她，给

她看见儿童是个大的福音，也跟她做见

证，我这样子周周做儿童排多喜乐，然后

陪她祷告，然后下次再去，做四周的家聚

会陪她，一对一地喂养她，四周的家聚会

下来，大概这些妈妈都愿意。 

 

交 通 

然后你就走到第二个月，就是十月，

一开始你就说，我下次再来的时候，我

们就不只再读一点材料，彼此一起祷告

享受主，同时我就来陪你们两个孩子来

做做儿童排的开始，于是下周来你就不

只喂养她十五分钟，你有八十五分钟跟

她的两个孩子做儿童聚会，做给这个妈

妈看，做了一个月，这个妈妈就越看越

有味道，越看越有兴趣。 

 

然后第三个月，十一月，你就说：

「诶，我们两个一起做。」以前从头到

尾都是我带，现在我们两个配搭，同时

就跟这个孩子讲：「你有没有要好的同

学，或者是常常一起玩的邻居?来，我们

为他祷告，阿姨帮你制作一个邀请卡，

你下次去邀他，这个时间来我们家，我

们有儿童排。」第三个月就是同时并进，

就是那个妈妈开始加入你的配搭，这样

就从两个孩子发展出儿童排。 

 

到了第四个月，你特地让这个妈妈主

导做儿童排，你做配搭，同时你也去喂

养另外一个妈妈，或者你有另外一区的

配搭去喂养了第二个妈妈，你们就连结

起来，这两个妈妈一起来配搭，这是第

四个月。第一，把两个妈妈调在一起，

第二，我变成副手，第三，孩子们渐渐 



6 

 

也不够，你们要去开发，要达成共识的

呼召一些对儿童有负担的人，请求青少

年服事团体里面，青少年对儿童有负担

的，甚至很多青少年刚刚从儿童排上

来，他其实就可以回来补教，如果一个

儿童排你为他们开发出两个妈妈，配上

两个单身的圣徒，这就非常的稳固，甚

至将来要再开的时候都是非常容易的。

因为我在这里要呼召几个，接受托付的

妈妈。今天我看到这位姊妹，我看到她

我的信心就来了，如果说另一位姊妹也

可以。我们刚才点到的这些人，我读一

段李弟兄的话给你们听。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建立两个儿童聚

会。因为老练的姊妹每周都能帮助四位

姊妹照顾儿童聚会。这天两位姊妹能帮

助这一位老练的姊妹，有照顾二十个儿

童。一周的另外一个下午，再有另外两

位姊妹可以帮着老练的姊妹，照顾着有

十五到二十人的聚会。我们可以临近社

区的聚集照顾儿童的家里，我们可以和

儿童坐在地板上。我们是不是，不需要

钢琴，不须要教材，不须要教科书。只

须要有活的人，他甚至可以向儿童唱一

首歌，他说，这两个月内，我们可以建

立两个儿童聚会。照样，六个月后，我

们会有六个儿童聚会。我们需要有几位

的开发先锋，你们只要能喂养几个新手

妈妈。喂养出来之后，再帮他们配搭在

一起，产生一个儿童排。 对于在座的各 

 

 

 

扩展他们的儿童排，四个月结束，你们就

退出来了，因为这两个妈妈有拿起负担，

继续往前去。这个就是我们的战术。整个

战术的重点就是一对一的喂养妈 

妈，喂养的材料就是我等下给你们的材

料，或是你们有自己的材料或见证也可

以。无论如何请记得我们今天的重点，今

天来参加的姊妹们有十七位做过一年以

上的儿童排，今天我很喜乐你们都来了，

我的目标在你们十七位身上，请你们祷

告，我在这里恳求，你们既做过，做出一

点心得来，现在你们需要拿起李弟兄的

梦，我们除了做自己的儿童排之外，要试

着接受这个负担去发展出两个妈妈。如

果在座的十七位，每人都去喂养一个妈

妈，我们就有十七个妈妈，如果每人能够

喂养两个妈妈，我们能够得着三十四个

妈妈，就快到四十四个了，而且这次没有

全部人都来，是零散的，你们要传输负担

给他们，我绝对信台南市召会可以找到

四十四个妈妈是做出一点心得的，这四

十四个妈妈，若接受负担，每一个人去喂

养一个新手的妈妈，按着这个四个月的

战术和计划走，到末了，主就要得着四十

四个妈妈，我不在乎儿童得多少，因为祂

一定会得到一百九十六位儿童，现在问

题都不在得多少儿童，如果你直接对准

儿童做目标，它是达不到的，因为这个枢

纽是在妈妈身上。 

 

我们怎么启发?然后呢?你说两个妈妈 



一点喂养的材料、喂养的内容。那你不

一定要用我手上的这个材料，而且呢，

这份材料也不是书房的出版品，我们只

是作成电子档发给所有的人，那你要怎

么印都可以，这本印的太好了，我有点

怕，你们不要照相，人家说这是什么出

版品？这不是正是的出版品，这只是儿

童组的一个材料，让你去用，那我为了

弟兄姊妹能够去正常的喂养出一个有

负担的妈妈，我寻求出这一套，叫作儿

童是一个大的福音，那这一套它有四

段，那有时候我把它称作四把钥匙，但

是也有人说这不是人生的奥秘四把钥

匙，这个我们没有什么钥匙可言，所以

我就说那就四个重点吧。 

 

重点一：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这四个重点很简单◦第一就是，儿童

是个大的福音，这个材料的内容，首先

看见，召会的第一个使命，传福音◦接着

看见，福音当中最大的就是儿童◦再看

见，为什么儿童是个大的福音？因为主

耶稣亲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这

是第一部分。 

 

重点二：儿童工作的重要性 

 

那么第二段就说，那儿童这个大的福

音到底有多大呢？为什么大呢？有六

大，第一个，儿童是好土，好土， 

位，要同接受一个负担，就是你六个月 

后，在你手下照顾的有六个儿童聚会。因

为多年来我也非常沉重的就是我们只能

收成。我们缺少开创的，我们能够把自己

的排作好稳固都不散掉就很不错，但是

就是我们因此突不破的地方。那李弟兄

早就看见这个了。他说，怎么要有一些姊

妹拿起负担两个月照顾四个妈妈，就出

两个儿童排，六个月照顾十二个妈妈，就

出六个儿童排。当你照顾六个儿童排这

就表示你现在并没有在儿童排里面。一

再成全出妈妈们拿起负担两个就有一个

儿童排，有问题找你，有需要你陪他们祷

告，有需要陪他们事奉交通，但是有需要

甚至帮他们作一点。但是呢?你不是现

在，那这一面是很简单，但是我急切巴望

在全台湾能够看见，有几个人能这样作

的。那我们才能相信，主能在我们中间，

开出这儿童的聚会。这是我们的战术。 

 

喂养材料介绍 

儿童是一个大的福音 

 

战技呢?很简单，战技就是你要作你对

于人的家聚会。要喂养负担来陪伴这一

些新手的妈妈。你们最近暑假一定是作

了很多很有意义的、儿童的活动，那么这

么多活动一定有很多妈妈来参加，这些

妈妈就应当是我们可以牧养的对象，对

不对阿？那为了牧养他们，能够陪她们

走走走，走出这一个负担来，你是需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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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家，从亚当到亚伯，到赛特，到

以挪士，到以诺，到挪亚，到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一路下去到摩西的母亲，

得着摩西，就一路下去，主的路就是基

督传家，为这一个，所有的父母一定要

有受托的感觉，这就是第三部分◦儿童

工作的失败，失败在父母，儿童福音不

能往前，是因为父母没有拿起负担，我

们不能怪父母，我们需要兴起父母，责

任是在父母生上◦ 

 

重点四：现在你该作什么？ 

 

最后一大部分，我该做什么？那你该

做什么？很简单，第一，打开家◦第二，

怎么打开家，先从你自己的两个孩子开

始，先从家庭聚会开始，然后再邀人就

打开家了，无论人来不来，家庭聚会永

远在，今天雨很大，可能我们今天只有

我家的两个孩子在，就继续作，因为这

是我们的本分，从家庭聚会开始，但是

只要这个殿宇永远开着，总有一天这个

儿童排会开出来，然后全召会为你们祷

告。 

 

我已经把这个描绘给你们听了，如果

你们拿到了这个电子材料，请听阿？你

要去喂养人的时候，第一，你自己要祷

告，祷读过这本，这本全部都是职事信

息和圣经经文，但是你自己要消化，因

为这本不是很好用，为什么呢？因为它 

对不对阿？它可以结实百倍◦第二个，你

得着儿童，就在他的每一个年龄层，长大

的过程中，生生不息◦第三，儿童是有群

性的，不只是在长大的过程中，就是他现

在这个年龄里面，他就可以很容易就招

聚一班儿童，跟着一起跑◦那第四，你得

着一个儿童就得着他的一生，如果说我

们早期传福音都是对大型学校，因为菁

英都在里面，溺要到大型校园去，找平安

之子，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作儿童阿，

选都不用选，因为所有的儿童，无论他现

在是流鼻涕的、皮的，你得着他阿，到了

大学的时候全部都是材料，能不能领会

阿？根本不用选◦那第五呢，你得着一个

儿童一定得着他父母◦第六，儿童服事是

所有服事当中最能普及事奉的，也就是

说，服事大专不一定是人人都能服事，但

是服事儿童，所有的人都能服事，无论你

是谁，无论你是谁，甚至你是一个不识字

的老阿嬷，你还是可以服事儿童，你怎么

能把你的孙子带大，你当然可以把你的

孙子的带成得胜者，是不是阿？六大就

是第二部分。 

 

重点三： 

家—实行神命定之路的命脉 

 

然后第三部分呢，就说，好了，那现在

我们接下来就要看，这个异象里头的中

心、秘诀在哪里呢？儿童是个大的福音，

到底主是如何来作的呢？怎么作？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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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战技很简单，就是竭力去传

输，而把更多的人带进配搭。亲爱的弟

兄姊妹，你们不要怕，我知道，有的人

一说到要开排，就觉得很重阿，做不来

阿，这个事实上，我们是有一个责任，

如何帮这些愿意开排的，能够把这个配

搭找出来，帮他们找配搭，因为他们自

己不会找，我们需要帮他们找，这个配

搭很多，很多的妈妈都可以来配搭，阿

嬷可以来配搭，阿公可以来配搭，青职

的姊妹可以来配搭，对不对阿？甚至大

专的弟兄姊妹可以来配搭，青少年弟兄

姊妹可以来配搭，我从高中服事儿童，

对我是莫大的祝福，是不是阿？讲完了

战略、战术、战技，全部都摆给你们了，

你们愿不愿意做阿？愿意的请举手，

好，谢谢，愿意试着一个人开出两个排

以上的，在半年内开出两个排以上的请

举手，好，谢谢，那我承认我担子很重，

因为若是这一步走不出来，我也不知道

怎么办，所以我事奉主永不失望，我不

知道主哪一天才能走出这一步来，所以

我们需要求主兴起几位妈妈是有这个

眼光，一直开发妈妈们、一直喂养、一

直成全，但是你有一点经验，但是你并

不陷进去，好使你有够多的空间和时

间，来牧养其他的妈妈们，使他们不失

望，使他们能结合在一起，使他们能够

把儿童这个的大福音实行出来｡(陈洵

弟兄，本稿未经讲者校阅） 

是职事信息，这里一块那里一块，所以它

文章并不顺，听不听的懂阿？你们读了之

后就知道，它不是一个一气呵成的文章，

他是这里抓一段那里抓一段，然后拼凑起

来，我们也不愿意增加一些起承转合的

话，你们这样能不能领会？所以你一定要

自己先享受过，当你去陪他读的时候，你

要先做个见证，你服事儿童排多喜乐，然

后你说，欸，我有一个材料，可以帮助我

们对这个享受而认识｡你就陪她读，但每

读一段就有一点祷告，然后把一些深的地

方试着略过去，譬如说，因为有一段，特

别讲到基督传家的时候，我们用的内容是

比较深的，因为只有这一些内容可以看得

出来，就是亚当、亚伯、赛特、以挪士、

以诺、挪亚，他们是领受了，承继以往，

构上时代，而一路往下传的，能不能领会

阿？但是呢，从这里就发展出，你看，旧

约时代、列祖时代，每一个父母的责任都

是传家，这样你们能不能领会阿？现在这

一个时代，如果我是音乐家，我就每天搞

得我的孩子，非小提琴不可，非钢琴不可，

对不对阿？你就是踢琴我们也要帮他，把

它学起来，如果我是一个教育家或着我是

一个大学教授，我就非得把我的儿子搞得

有学问，是不是这样？这叫传家，那我们

不是教授传家，我们也不是音乐传家，我

们是什么？基督传家，那这一段，读起来

你会觉得深，但是没有关系，照读，但是

读了能解释一下，开启一下就可以了，你

每次看，你看，又传家了，父母讲给儿女

听，儿女跟上来了，这样能不能领会？好，

这叫做我们的战技，这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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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篇 聚会（二） 

聚会第二个原则，是要造就人。保罗在

林前十四章里告诉我们，聚会的基本原

则，就是为着造就人，不是为着造就自

己，所有在聚会中作的事，乃是以别人得

着造就为目的，不是以自己得着造就为目

的。说方言是叫自己得着造就，翻方言是

为着使别人得着造就。换句话说，凡光是

能叫自己得造就，不能叫别人得造就的，

这就是‘说方言’的原则。翻方言的原则

是我把自己所得着的造就分给别人，叫别

人也得着造就。所以，在聚会中，如果没

有翻方言的，就不应该说方言。意思就是

说，光造就自己，而不能叫大家得着造就

的，在聚会中就不应该说。 

 

所以，在聚会里总要为别人着想。不是

问话语多少，乃是问别人能不能得着造

就。姊妹的发问题，也是同样的原则。在

聚会里问一个问题，不是光为着你自己的

好处，而是要看：你会不会把这一个聚会

拉下来？你是不是要帮助这一个聚会往前

去？你的个人主义有没有受对付，最明显

的地方，就是看你在聚会中如何。有的人

是专门为着自己着想的；在他的心里，有

一篇道理要讲，到聚会里就非开口不可；

在他的心里，有一首诗是他所喜欢的，他

总得找一个机会唱一唱。至于那篇道理是

不是使那个聚会里的人得帮助，那首诗是

不是使那个聚会更活泼，他都不管。这样

的人，就使聚会受亏损。 

 

造 就 

有的弟兄也许作基督徒多少年了，但还

不知道怎样聚会。天也不管，地也不

管，主也不管，圣灵也不管，只管他自

己一个人。好像他一个人就能叫作聚

会，好像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不在那里，

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真是目中无人。

他到聚会中去讲话，是要讲得他自己痛

快；结果他自己是痛快了，但是许多弟

兄姊妹都觉得不痛快。他觉得不说话有

‘重担’，但是他一说话，就叫别的弟

兄姊妹把他的‘重担’背回家去。有的

人喜欢长的祷告，他一祷告就使许多人

都累了。一个人不守聚会的原则，就使

整个教会受难为。圣灵在聚会里，是不

可得罪的；一得罪圣灵，就没有祝福。

在聚会里，我们如果顾到别人的需要，

顾到别人的造就，那么圣灵就被尊敬，

祂就作造就的工作，我们自己也得着造

就。如果我们不是在那里造就别人，而

是在那里随便说话，得罪了圣灵，这一

个聚会就空了。我们聚会，不应该想自

己要得着什么；所有的举动，都应当是

为着别人的益处。你如果觉得开口于别

人有益，你就得开口；你如果觉得静默

于别人有益，你就得静默。聚会总是为

着别人，这是聚会基本的原则。 

 

这并不是说，在聚会里大家都不要开口。

许多时候，说话能叫别人受亏，就是安静

也能叫别人受亏。你如果不顾别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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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每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每一

次弟兄姊妹彼此有交通的时候，要记得

我们信徒在基督里是合一的。我们来读

以下几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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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于一位圣灵。’‘不拘’意思就

是没有区别，在基督的身体里，没有属

世的区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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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

是受浸归入基督的，我们都是穿上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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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罗西书三章十至十一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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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是

说‘并不分’，这里也是说‘并不分’。

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穿上了新人，我

们被组合在一个新人里面。这新人，是照

着神的形像造的。（弗四 24。）在这一个 

 

 

 

也罢，安静也罢，聚会总要受你的亏。必须

你的说话是要叫聚会得益处，你的安静也

是要叫聚会得益处，总是要叫别人受造就。

该开口的，就应当开口。要记得，有聚会中，

‘凡事都当造就人。’（林前十四 26。）每

一个人去聚会的时候，都要抱着一个目

的：我是为着别人，不是专为自己。凡能妨

碍别人的，就不作。如果不开口会妨碍别

人，就不能不开口；如果开口会妨碍别人，

就不能开口。要学习为着造就人而开口，也

要学习为着造就人而不开口。是为着造就

人，不是为着造就自己。你不为着自己的时

候，你自己就得着造就。你只想你自己的时

候，你就得不着造就。 

 

你如果不知道你的话会不会造就人，最

好去问有学习、有经验的弟兄：‘你看我

在聚会中，应该多说话，还是少说话？’

你起头就要作谦卑的人。不要觉得你自己

是非常的人，诗也唱得好，道也讲得好，

似乎你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请你自己不

要定规，最好去问问有学习、有经验的弟

兄，到底你的话会不会造就人。他们勉励

你多开口，就多开口；他们提醒你少开

口，就少开口。如果大家肯谦卑，有学

习，就能使聚会刚强。人一进到聚会里

来，就要觉得神在我们中间。这是圣灵作

工的结果。这一件事盼望我们注意，好使

我们的聚会能够荣耀神。 

 

伍 在基督里 
 

在这里，还有一件事我们要连带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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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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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是一个，是合

一的。 

 

我们读完这三段圣经之后，就能看见，

我们信徒在基督里是合一的。我们在主里

面，是不分已往的身分的。在新人里面是

没有区别的，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是没有区

别的。如果把人为的区别带到教会里面

来，弟兄姊妹中间的关系就没有办法放在

正当的地位上。 

 

在这里所题起的，一共有五个区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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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

的。 

 

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这一个区别，包括了

两个意思。第一，犹太人和希利尼人是两

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但是，在基督的身

体里，在基督里，在新人里，是不分犹太

人和希利尼人的。犹太人不应当自以为是

亚伯拉罕的子孙，又是神的选民，而就在

人中间骄傲，就轻看所有的外国人。要知

道，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在基督里面，是合

而为一了。那一个界限，在基督里，已经

不存在了。在主里面都是弟兄，不能在这

里分开神的儿女。在基督的身体里，在新

人里，是完全合一的。如果你把乡土观

念、地域观念一带到教会里来，你就根本

不知道什么叫作基督的教会。你已经进

入教会了，你要看见，希利尼人和犹太

人的区别，在教会里是没有的。这一件

事在犹太人是很难，但是圣经说，在基

督里不能分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基督是

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在教会

里，只有基督。 

 

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这一个区别，还有第

二个意思。犹太人代表热心于宗教的性

格，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代表喜好学

术的性格。在历史上，要说到宗教，常

题起犹太。要说到科学和哲学，常题起

希腊。所以这个区别是表明人的性格的

不同。可是，不管性格如何不同，犹太

人能作基督徒，希利尼人也能作基督

徒。满了宗教热心的人能作基督徒，满

有学问的人也能作基督徒。在基督里，

不分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一个人是讲良

心的感觉的，还有一个人是讲理性的，

什么事情都得考究根源，是不是这两个

人就有区别了呢？凭着肉体来说，这两

个人的确性格不同，一个人是凭着感觉

而行，一个人是凭着思想而行；但是，

在基督里不分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一个

人是热热的，能作基督徒；一个人是冷

冷的，也能作基督徒。凭着直觉的人，

能作基督徒；凭着理性的人，也能作基

督徒。各种各样的人，都能作基督徒。 

 

你作了基督徒，就请你把已往的性格留

在门外。在教会里没有这个东西。许多时

候教会发生难处，就是因为许多人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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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的气味带进来，把他们那种特有的性

情带到教会里来。不喜欢说话的人聚在一

起，就变作不喜欢说话的集团；语多的人

聚集在一起，就变作话多的集团。冷的人聚

集在一起，就变作冷的集团；热的人聚集

在一起，就变作热的集团。这样，在神的儿

女之中，就有了许许多多的区别。 

 

可是，天性是教会里所没有的，天性是

基督里所没有的，天性是新人里所没有

的。你不要以为别人的性情和你不一样，

你就说他是不对的。你要知道，你自己的

性情，别人也看不上眼。所以，你是性急

的也罢，你是安静的也罢，你是冷的也

罢，你是热的也罢，你是讲理性的也罢，

你是讲感觉的也罢，你一进来作弟兄，作

姊妹，这些东西就要留在门外。不然的

话，你把这些天性的东西带到教会里来，

就变作混乱、分裂的根据。你把你的性

情、脾气带到教会里来，以为你就是标

准，你就是格；凡及你格的，就是好基督

徒，凡不及你格的，就不是好基督徒；和

你性格合的就对，和你性格不合的就不

对。这样，教会就因你的性情、脾气而受

到亏损。所以，这种区别在教会里不能存

在。 

 

第二个区别是自主的和为奴的。这一个

区别在基督里也除掉了。在基督里，不存

在自主和为奴的关系。 

 

保罗写这三封书信，是在奴隶占有制的罗

马时代。那时，奴隶像牲畜或劳动工具一

样，同为主人的财产。如果父母是奴

隶，生的儿女也是奴隶，就一生没有自

由。自由人和奴隶的区别，十分厉害。

可是，神不许可在教会里存在这一个区

别。在哥林多前书、加拉太书和歌罗西

书三处的圣经中都是说，并不分自主

的、为奴的。这一个区别，在基督里已

经除掉了。 

 

第三个区别是或男或女。在基督里，在

新人里，男和女的地位是一样的，没有

区别。并不是男人站在特别的地位上，

或者女人站在特别的地位上。因为基督

是住在一切之内，基督也包括了一切，

所以男也没有区别，女也没有区别。在

属灵的事情上，不能区别男人和女人。

一个弟兄靠着得救的是基督的生命，是

神儿子的生命；一个姊妹靠着得救的也

是基督的生命，也是神儿子的生命。弟

兄是作神的儿子，姊妹也是作神的儿

子。在基督里，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在

基督里没有男女的区别。 

 

第四个区别是化外人和西古提人。这是

一个文化程度的区别。各人的文化程

度，是有高低不同的分别的；可是保罗

告诉我们，不管是化外人也好，是西古

提人也好，这一个区别在基督里也没有

了。 

 

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学习：在犹太人之

中，就作犹太人；在律法以下的人之中，

就作律法以下的人。（林前九 2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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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么种文化之下的人中，就作什么种文

化之下的人。我们到什么地方的人中间去，

就学作什么地方的人。我们如果和那些与

我们文化不同的人接触的时候，我们总得

要学，要在基督里合在一起。 

 

末了一个区别就是受割礼与未受割礼。

这一个区别，是在于有没有肉身上敬虔的

记号。犹太人在肉身上受了割礼，在他们

的肉身上有一个记号，表明他们是属乎神

的人，是敬畏神的人，是拒绝肉体的人。

他们十分注重割礼的事。行传十五章曾题

起有几个犹太人要勉强外邦人也受割礼。 

 

我们基督徒也有一些肉身上敬虔的记

号。例如受浸、蒙头、擘饼、灵的意按手

等等。受浸这件事，有属灵的意义，也有

肉身上的标记；姊妹蒙头这件事，有属

义，也有肉身上的标记；擘饼，有属灵的

意义，也有肉身上的标记；按手，有属灵

的意义，也有肉身上的标记。这些事，实

实在在有属灵的意义，都是属灵的事。但

是，另一方面，如果把这些拿来区别神的

儿女，以为我们有这些记号，别人没有，

因而彼此不合，那么，我们就把这些东西

从属灵的意义里落到肉身的标记里去，马

上和犹太人夸口割礼成了同样的原则；我

们的受浸、蒙头、擘饼、按手等等，也变

作我们的‘割礼’了。我们如果借着这些

来区别神的儿女，就变作借肉身来区别。

可是，在基督里，没有受割礼的和未受割

礼的区别。肉身上的记号，不能拿来区别

神的儿女。在基督里，是合而为一的。在

基督里面的那一个生命，是合一的。这

些东西都是在外面的。如果有了属灵的

实际，再有肉身的表示，那当然最好。

但是，如果有人有了属灵的实际，而没

有肉身的表示，我们就不能因着这一个

和他有区别。神的儿女，不能因肉身上

的标记的分别，而影响到在主里面的合

一，而影响到新人里面的合一。 

 

我们都是弟姊妹，我们都是在基督里作

新人，我们都是在身体上作肢体，我们

都是身体上的一部分。我们如果是在教

会里，就不再有基督以外的区别。所有

的人，都是站在新的地位上，都在主所

造成的新人里面，都在主所建立的身体

里面。我们必须看见，所有神的儿女，

都是合一的，不要有优越感，不要有自

卑感。必须从心里把宗派的意念除掉，

把分门别类的意念除掉。这样，在神的

教会中，在聚会的时候，在弟兄姊妹彼

此交通的时候，也就不至分门别类了。

我们不但在聚会中要注意这些事，也要

在日常生活中活出这种生活来。愿神祝

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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