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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2021 年七月份半年度训练 ⸺⸺『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得记结晶读经』 

第四篇 神的子民需要寻求主的指引，有主的同在，以展示 

祂的得胜，好建造祂的身体并扩展祂的国度 

连于基督与召会。感谢主的怜悯，这给

我们看见不论我们的背景如何，只要我

们归向神和神的百姓，并与神百姓中适

当的人结合，就会生出正确的果实，并

享受基督长子的名分。愿主赐给我们像

喇合一样有主动的心，有行动的信，与

对的人有关联，好生出基督。这是第一

大点所给我们看见的宝贝。 

 

从第二大点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虽

然在耶利哥城之战有大得胜，却在艾城

战败，这是给我们一个警告和提醒。以

色列人在艾城失败的关键，乃是他们失

去神的同在，不再与神是一。为什么神

会离开他们，没有与他们同在？第一是

以色列人有了耶利哥城得胜争战的经

历，就开始骄傲，就忘记那场争战，完

全是靠着神的同在，神的说话，神的指

引。他们要攻打艾城但没有求问神该如

何攻打艾城，他们忘记神，只顾到自己。

从这记载我们该有属灵功课的学习，我

们这些神的子民该一直与我们的神是

一；主不仅在我们中间，也在我们里

面，使我们成为有神的人 - 神人。我们 

 

在第四篇的信息里就是神的子民需要

寻求主的指引，有主的同在，以展示祂的

得胜，好建造祂的身体并扩展他的国度。 

 

这篇信息主要的经节是在约书亚记六

章，七章和九章。在六章里主要是说到耶

利哥的毁灭，也说到给与喇合和她全家

的救恩，这样做是要信守向她的应许。在

本篇第一大点上不只是给我们看见关于

探子与喇合的故事，我们需要学习看见

那内在的意义。从喇合接触神的探子，愿

意接待，隐藏并释放他们，我们看见她信

心的行动，喇合有一颗主动的信心。在第

一中点里说到因着她相信神，她“就不

与那些不信从的人一同灭亡”（来十一

31）。她转向以色列人和他们的神，并且

信靠神和神的百姓。喇合也因公开承认

基督救赎的血（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的

预表）相信借这记号，她和她全家都必得

救。喇合虽是被定罪的迦南人，我们也像

她一样是个罪人，却在归向神和神的百

姓后，就是连于成为肉体的基督和召会，

生了敬虔的波阿斯，基督乃是从他而出。

如今为着完成神永远的经纶，我们也当



既是神人，就该实行与主是一，与祂同

行，与祂同活，并与祂一同行事为人，

这是基督徒行事为人的路，是我们神儿

女争战的路，也是建造基督身体的路。

我们若有主的同在，就有智慧，眼光，

先见，以及对事物内里的认识。哦这是

何等的宝贵！主的同在对我们乃是一

切！愿我们实在看见神的同在乃是一

切问题的准则。我们宝爱主的同在，主

的微笑，我们必须学习受主同在的保

守，掌管，管理并指引，不是主间接的

同在，那是主直接的，头手的同在。主

耶稣，我宝贝你甘甜的同在！ 

 

以色列人失败的第二是在神的百姓当

中，有人放严重的罪。没有听神的话，

违背了神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

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

物放在他们的物件中。因为他贪爱一件

美好的巴比伦衣服（示拿地后来称为巴

比伦）为着好看，装饰自己，使自己体

面。在新约使徒行传五章也记载了欺骗

圣灵的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犯了相同原

则的罪 - 就是装假。他们没有那么爱主，

却要显出是那么爱主的，神的儿女需要

蒙拯救脱离在人面前装假。他们没有甘

心乐意把一切都奉献给神，但他们在人

的面前却假冒是完全奉献的，因着要得

人的荣耀做假冒的事。假冒的奉献和假

冒的属灵都是罪，但真实的敬拜是在灵

和真实里（约四 23一 24）要紧的不是人

怎么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撒上十六 7）我们若将神的话藏在心

里（诗 119:11）并让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

（弗 3:16-17）主就要成为我们心中所存

的善。愿神使我们作诚实的人！从第二

大点中我们看见我们当是一个爱慕有

神同在的人，在一切事上真实，不装假，

不假冒，除去恶，心里充满善（基督）

分赐到人里面。 

 

在第三大点也给我们看见我们身边满

了仇敌。仇敌用许多的假冒，装假，欺

骗蒙蔽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因没有求耶

和华指示，就受了基遍人（属魔鬼的，

并且与鬼调和）设计诡诈欺骗。以色列

人受了欺骗，他们没有求耶和华的指

示，就如他们好像一个忘记丈夫的妻

子。在神的经纶里，神一直渴望做我们

的丈夫，爱我们，保护我们。我们这位

丈夫是那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

神，在此与蒙救赎，重生，圣别，更新，

变化，并荣化的三部分人结为婚配；至

终结束于新耶路撒冷，就是神选民在新

天新地里的终极完成，做宇宙的妻子，

直到永远！我们这班做妻子的，绝不该

离开我们的丈夫，应该一直依赖主，并

与主是一。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当学习，

要软弱到一个地步，每逢碰到一件事的

时候，没法主张，不敢定规，不能去做，

必须和主先接触过，先商量过，让主来

定规；这才是我们最甜美的生活。我们

无别办法，一切都和主交通，一切都和

他商量，一切都让他来处理，一切都让

他来说话，一切都由他来主张。愿在我

们身上，每一时刻，每一件事，都依赖

我们的主。这乃是荣耀的！从这第三点

我们看见仇敌的诡诈，我们以当以神为

我们的依靠，我们也是他的妻子，以当

爱他，与他同活，一直依赖主，并时时

与主是一，寻求祂的指示和指引，过我

们的基督徒和召会生活，来完成神的经

纶。赞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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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会所恢复实体集中擘饼聚会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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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会所 时间 场地 

17/10  
一 早上 10:00  A 二楼会厅 

二 早上 10:30  B 二楼会厅 

24/10  
三 早上 10:00  A 二楼会厅 

四 早上 10:30  B 二楼会厅 

31/10   
五 早上 10:00  A 二楼会厅 

六、十 早上 10:30  B 二楼会厅 

07/11    
七 早上 10:00  A 二楼会厅 

八 早上 10:30  B 二楼会厅 

14/11   
九 早上 10:00  A 二楼会厅 

十一 早上 10:30  B 二楼会厅 

21/11 十二 早上 10:00  A 二楼会厅 

A 二楼会厅  - 会议账号： 892 9888 4227，会议密码： 1234  

B 二楼会厅 - 会议账号： 881 9325 4094，会议密码： 7890  

关于聚会： 
 1. 各会所弟兄们自行决定集中聚会使用材料/内容。 
 2. 需要安排擘饼服事，招待服事，司琴服事，整洁服事（会厅，走廊和厕所）。 

 3. 聚会将是双轨-实体及现场转播。 
 4. 请事先来到会所了解场地布置，A 二楼不会使用大舞台。 
 5. 各会所的擘饼聚会使用饼请自行制作，召会则将供应葡萄汁。 
 

关于标准作业程序： 

 1. 请严格遵守政府规定的标准（防疫）作业程序如：需要有两剂的疫苗注射， 

 戴口罩，测量体温，彼此 1 米距离，避免肢体接触和使用免洗手液等。 

2. 若圣徒/家人/朋友/同事/同学有接触 covid 19 病人或有 covid 19 症状，请居家 

 隔离不要前来聚会。 

 3. 会所将分别在 A 二楼和 B 二楼的会厅入口处设了登记处。请分别在两处聚会的

 圣徒们务必到指定的登记处登入。圣徒们也可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MySejahtera

 来登入。 

 4. 召会也提供电梯服务，在电梯处也设有登记处。 

 5. 圣徒们尽量把车子停放在 basement 及会所后方并随着标示进入会场。 

 6. 12 岁以下儿童还是不允许来到会所参加集中聚会。 
 

关于恢复区聚会： 
各会所集中擘饼聚会进行后就可预备开始区聚会运作。最近两周负责弟兄们需 
关心各区的预备，掌握各区恢复主日聚会的日期和地点。 

 

 

  关于恢复实体集中擘饼聚会报告 



报

告

事

项 

 
 
 
 
 
 
 
 
 
 
 
 
 
 
 
 
 

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启 1:12-13 1:14-16 1:17-20 2:1-6 2:7 2:8-9 2: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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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周。 

2. 本周“新约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约翰壹书生命读经，第 23~24 篇。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初信造就”：第二十篇（请参阅周讯 

 第 11~13 页。） 
 

4. 本周继续追求“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得记结晶读经”，晨兴圣言：第四周。 

 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圣经之旅”第六册：第 4 课， 

 书报追求进度：“一个在神计划中的青年人”，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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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全召会圣徒资料更新作业 

 对象：凡 13 岁及以上的圣徒（包括正常聚会、久不聚会、偶尔聚会 

  的圣徒们）。圣徒们可借此机会接触在边缘的圣徒们。 

 截止日期： 11/10/2021（周一） 

 表格链接： https://forms.gle/8fYZJBQweKWB764w8 

 备注：任何疑问，请联络各区、排负责。或联络召会办事处。 

 

2. 2022年中文福音月历与圣徒日志订购通启 

 a)   福音月历： RM20.00/-     

 b)   信徒日志： RM10.00/- 

 订购单链接： https://forms.gle/P4fpHKo7CoRD7gmE8 

 备注：请以区为单位填写订购单,费用可汇款进召会的银行户口。 

 截止日期： 11/10/2021（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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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10/10（主日）⸺⸺ 二，十二会所 

  范围： C 底楼走廊，四楼天台，会厅，园艺 

  职责：扫，抹地板和长板凳，修剪花圃，割草等。 

10/10（主日）⸺⸺ 一，九会所 

  范围： A 一楼会厅，走道，前门楼梯，旁边楼梯 

  职责：扫，抹会厅和走廊，排椅子，清理厕所。 

16/10（周六）⸺⸺ 五，七会所 

  范围： A 二楼大厅，四围厕所（包括半层），两边外围走廊 

  职责：扫，抹会厅和走廊，排椅子，清理厕所。 

3.   为着恢复实体聚会,需要各会所交通并安排圣徒们前来会所进行整洁服事。

  以下列出整洁时段并整洁范围： 

16/10（周六）⸺⸺ 四，八会所 

  范围： A 楼五个楼梯，电梯走廊，地下室停车场。 

  职责：扫，抹地，地下层扫后用水清洗。 

16/10（周六）⸺⸺ 三，十一会所 

  范围： B 一、二楼（包括大厅，内饭厅，厕所，四围走廊） 

  职责：扫，抹地板和走道，桌椅（长板凳），蜘蛛网 

  备注： 1.    请各会所照着时段，划分范围安排圣徒前来，若有调整，务必 

      通知许信源弟兄。 

                   2.  请圣徒们务必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戴口罩，量体温，扫描 

     Mysejahtera。 

 
4. 国际感恩节特会──日期： 25-28/11/2021  费用：免费  

 报名截止： 01/11/2021（周一） 

 备注： 1. 请以区为单位收集名单（姓名，语言），并将收集好的名单转 

               发给古晋市召会的 WhatsApp（+6082-48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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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时段的信息后将有分享时段，圣徒们听完信息后就可进入 

       会议室分享（会议账号和密码将稍后提供）。 

 

 
日期 时间 

25/11（周四） 第一堂 7:00PM  

26/11（周五） 第二堂 7:00PM  

27/11（周六）  第三堂 10:00AM 第四堂 7:00PM 

28/11（主日） 第五堂 10:00AM 第六堂 7:00PM 

https://www.conf.lsmwebca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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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来西亚线上大专相调特会 

 日期： 04-07/11/2021  特会平台： ZOOM 

 对象：在籍 A-Level/中六/独中统考文凭/大学预科班学生或以上者，以及 

   在籍大专生（学院或大学）和大专服事者（包括全时间和在职圣徒）。 

 费用：每人 RM10   报名截止： 11/10/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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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学年）和费用。费用可汇款进召会的银行户口，汇 

    款收据注“OMCBC”并区属（例： H1D1）。请将收集好的名单和 

    汇款收据转发给古晋市召会的 WhatsApp（+6082-482258）。 

 

6. 2021年小六生一周成全训练预告 

 训练日期： 13/12（周一）～ 19/12/2021（主日） 

 训练对象：今年就读小六的儿童，以及未参加过的中一生。 

 备注：训练相关细节将稍后公布，请家长们或儿童服事者开始预备小六生们。 

 

7. 第十四期儿童品格园（纯，正，静）报名通启 

 A.  儿童报名 

  日期： 23-25/12/2021（1-2年级），27-29/12/2021（3-5年级） 

  人数： 1-2年级（50位），3-5年级（100位），只限中，英两种语言 

  费用：每人 RM45。 

  截止日期： 25/10/2021（周一），逾期将不受理。 
 

 B.  队辅，小牧人及教师报名 

  截止日期： 25/10/2021（周一） 

 一、队辅资格：只录取 13岁以上的青少年，包括大专生。服事团有 

    最后的决定权。 

 二、小牧人：家长，儿童服事者，青职都可报名，鼓励全程陪伴（大班 

         或小班）。 

 三、教师：任教的老师，有负担的儿童小牧人。 

     备注：所有参与服事的，需能上线，并熟悉电脑操作。报名细节请           

   参阅线上报名表。 
 

  备注：报名将通过线上填表方式进行。因名额有限，报名以先报先得。       

   费用则通过线上转账方式汇入召会户口，请注明： 2021CCG，  

   并将收据转发给许信源弟兄 016-8884120。以下是报名表链接： 

 【儿童报名】 
    https://thechurchinkuching.org/ccc_registration 

    【队辅，小牧人及教师报名】 
           https://thechurchinkuching.org/cccta_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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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奉献心愿款项总数 RM2,570,719.75，上周收到银行直通 RM4,010.00 

  截至 05/10/2021 累积奉献共收来 RM2,567,866.05，尚缺 RM2,8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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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就是因为他家里没有聚会；如

果他家里有聚会，他自然就聚会了。

几乎所有的圣徒，只要你能在他家

设立一个聚会，要他聚会就不成问

题。因此，恢复久不聚会的圣徒最佳

的路，就是把聚会送到他家，而不是

叫他来聚会。只要到他家聚一次会，

他就会聚会了。所以，我们看见，圣

徒久不聚会的问题，乃在于我们没

有送聚会到他家；因此，责任是在

我们身上。盼望我们都能转观念，不

是拉人来聚会，强人所难，乃是要把

聚会送到人家。好比请客，人无法来

吃，你把菜饭送去，最低限度他也会

尝一口。如果弟兄姊妹肯配搭，送聚

会到久不聚会的圣徒家里，我不敢

担保他马上得复兴，但至少他起来

聚会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我们必须

作这事。 

 

 送聚会到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解决家庭争端。一个圣徒久不聚会，

可能不为别的，就为家庭不和，因为

越不聚会，夫妻彼此吵嘴得越厉害， 

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交通家中聚

会。首先，行传二章说，五旬节那天得

救的有三千人，他们随即挨家挨户聚

会。他们不是聚小排，乃是挨家挨户

（from house to house）聚会。第二，

一说到小排，似乎能大能小，各随人意

决定；但一说到家，没有人能把家改

大或改小。第三，家乃是最小的团体单

位；一件事如果能推动到家，就是作

彻底了。所以我们不仅是分排，更是分

到以家为单位。一年半前我就说，我们

要作到一个地步，每位圣徒家中都有

聚会。不是刚强的家有聚会，软弱的家

就没有；不是积极往前的家有聚会，

退后或不太聚会的家就没有聚会。我

们乃是愿意家家都有聚会，包括软弱

的、久不聚会的在内。 

 

送聚会到家 

 

 也许有人会问：有的圣徒既久不聚

会，怎么还能在他家中有聚会？只因

他久不聚会，所以需要我们在他家中

设立聚会，送聚会到他家。他久不聚

 家中聚会实行的步骤 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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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我也知道你们的心情，因为我也

是个人。某个会所有一个很好的排，

陆陆续续带了一百多人。我曾去参

加，真是‘门庭若市’。他们告诉我，

他们不愿意分，因为都喜欢那个小

排。我也不敢去摸，恐怕一摸就有人

不聚会了。好比温室里的花朵，一动

就死了。再者，人是习惯群居的；常

常来在一起，就会有感情，都愿意亲

热、密切。然而我们要看见，不分排，

不分家，繁增可能就到此为止，弟兄

姊妹要受造就，就大受限制了。所以

这个会所的那个排，现在扩增不了，

停滞不前了。到处都是类似的光景。 

 

 生物的定律乃是老了就难结果子，

属灵的原则也是如此。比方一个家

移民到新的地方，要扩展主的福音，

传讲神的真理。一年内可能带进十

五人，然后繁增至三十或五十人。一

旦到了五十人，繁增的速度就减缓

了，如同人老了生不出孩子，树老了

不结果子。要结果子，必须要有新

枝。若要这五十人结果子，就得分家

分排；但人情很难免除。不仅如此，

人都喜爱排场。这么多人一聚起会，

唱诗，祷告，真有味道，内容、话语

真是好，若是分家就了了。但是不

分，要繁增就很难。比如种树、植草，

如果不分散种，就会挤在一起；散

开来种，开始时很难看，过半年、一

年就繁生遍野，非常美丽。盼望长老

们都能改观念，看清这是一件不得 

越不敢聚会。一个作妻子的圣徒，可能

十八年不聚会，也已经喊冤喊了十八

年，无处申诉。忽然有一天，圣徒送聚

会到家，与她一同唱诗祷告，她里面得

了滋养，欢喜快乐。之后，妻子就会祷

告：‘主，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的丈

夫，使他和我一样，也能起来享受你。’

再者，十八年不聚会，孩子也必定跟着

不聚会；现在因着送会到家，孩子们

也必然皆大欢喜，得着救恩。这岂不是

一举数得。 

 

 二十五年前，台湾医界曾实行‘到府

打针’，现在我们要实行‘送会到家’。

这一送会到家，不仅人起来聚会，更给

他的家人和亲友一个莫大的机会，得

着主救恩的福音。我相信，我们若肯这

样实行，每周送聚会到十个家，最少会

有五个家起来。现在台北至少有六千

人久不聚会，约近一千五百至二千个

家，有的家里只有一、二人得救。如果

三个月内，我们能把这二千家看过三

至五次，至少会有一千家兴起来。这实

在是绝佳的路；值得我们努力去作。

所以对改制的实行，我们不只鼓励，还

得找出具体的路，以产生繁增的果效。 

 

分排产生繁增 

 

 已过一个月，小排聚会，也就是家中

聚会人数，整整加了一千人。我曾说，

小排人数一超过十二人，就该分两排。

但现在有的排超过二十四人，还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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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就分两排，以激发圣徒们福音

的灵，积极在他们的亲友邻舍、同

学、同事中开展。 

 

认真且绝对实行新路 

 

忠信殷勤的事奉 

 

 我们都是属主的人，除非我们所信

的主是假的，不值得我们去信，否则

我们就得向祂认真、绝对、忠心。我

们一周有七天，除了主日分别归主，

至少还该拿出一个晚上奉献给主。

新路的实行，不是要求弟兄姊妹奉

献一天，只是一晚，从七点到十一

点。再者，这也是我们事奉主的一个

明证，让亲友、邻舍、同学、同事都

知道，我们每周总有一个确定的晚

上，从七点到十一点是聚小排、传福

音、读圣经；并且那段时间很自由，

可以来吃饭、喝茶、用水果，早到晚

到、先走后走都可以。这样作必然大

开恩典的门，使福音广传，使圣徒们

得着真实的造就与操练。 

 

实行的益处 

 

 实在说，这样的实行不仅是我们该

作的事，其所带给我们的益处，更是

不可胜数。首先，‘送会到家’就是

雪中送炭。原本有一家人对主很冷

淡，怎么烧都烧不热；现在你送聚

会，就是送炭火去他家，将这家的炉 

了的事，而能好好的去作。 

 

 若是现在每个家中聚会都是六个人，

台北市召会就会有一千个排。也许这

样的小排很弱；但只要长老们肯好好

带领，积极照顾圣徒们往前，过一段时

间，必然会看见小排强壮，人数繁增。

问题不是小排刚强或软弱，而是长老

们肯不肯去带。如果长老们愿意这样

往前去带，必定会有果效。已过一个

月，全台北市小排增加了一千人，这就

是长老们努力经营的成果；这也证明

只要长老们肯带，圣徒们就会跟上。 

 

 弟兄姊妹的亲友邻舍、同学同事都很

多，如果长老们积极带领，每个家聚会

一个月繁增一位，并不是太难的事。如

果每个家一月繁增一位，台北市召会

一月就有一千人的繁增，一年就能扩

增一万二千人，也就是繁增二倍。这样

繁增产生的新人，必定是常存的果子，

因为他们不是从马路上勉强来的，也

不是发福音单张、打电话请来听福音

受浸的，而是与圣徒有肉身关系的亲

人，或亲密的朋友，容易被托住、受带

领。所以这样的繁增，是最有果效、也

最具体的。 

 

 这就是改制具体实行的二个步骤，或

说两条路：第一是恢复久不聚会的圣

徒，方法乃是‘送会到家’，即使不能

一周送一次，至少二周送一次，并且要

坚定持续；第二是分排，一超过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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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是不会说话的，不知道怎么传

讲主耶稣。有些老弟兄、老姊妹移民

到美国，本来连英文字母也不懂；

但是听来听去，久而久之，他们也会

说几句简易的英文。同样的，我们不

是不会说，乃是不说。家中聚会是把

聚会送到圣徒们家里；即使他们不

会说，聚会逼他们说，也托着他们

说，自然他们就学会说了。另一面，

家中聚会是最自然的，有如闲话家

常，不必像大聚会需要有口才、恩

赐，讲得有条有理，只要说就是了。 

  

所以，家中聚会不需要整齐，不需

要好看，不需要口才，那些都是军队

里的要求。一个家所需要的，乃是温

暖、人情、爱心，才能真正托住人。

【摘自：划时代的带领—新路实行

的异象与具体步骤】  

 

 

 

 

 

 

 

 

 

子点起来，不仅烧旺人的灵，也烧去他

们的家庭纠纷。原本夫妻就喜欢吵嘴，

一吵就互不理睬；现在最多不睬六

天，到了家中聚会这一天，还得一同读

经、祷告、唱诗，不睬也不行。所以，

这乃是一大拯救。 

 

 同时，这对家中的儿女也有莫大的影

响。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儿女最难办，

谁都无法在自己儿女身上夸耀。但是

每周在家里有家聚会，就会给儿女一

个绝佳的机会，接受属灵的喂养和薰

陶，留给他们美好的榜样，无形的益处

很大。 

 

 台北到处是公寓，一栋公寓有几十户

人家。你有了家中聚会，久而久之，人

都知道在这栋公寓的这一户人家，每

周有一个晚上专门传讲主耶稣。这样，

若有人遭遇苦痛、堕入深渊、灰心失

丧，想寻求安慰、同情、或帮助时，自

然会想找信耶稣的人。从前人会想到

礼拜堂，现在他们会想到找这一家，因

为这一家每周都有一个晚上传讲主耶

稣。不仅邻舍，就是同事、亲友、同学

也是如此；因为我们不仅在家里传讲

耶稣，也在上班的地方作见证。如果我

们坚定持续，恒切祷告，亲友、同事一

年不来，三年也会来。这样长远实行，

繁增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家中聚会也能启发圣徒们生机的功

能。在主的恢复里，今天仍有许多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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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篇 全家得救（二） 
造 就 

要求和盼望，是要得着这样厉害的

果子。 

 

3 哥尼流全家 

 

行传十章二节：‘他是个虔诚人，

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

常常祷告神。’十一章十四节：‘他

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

得救。’ 

 

哥尼流是一家得救，不是一个人得

救。哥尼流请他亲属密友来，要听彼

得所说的话；彼得对他们讲了，哥

尼流家里所有的人都得着了，圣灵

降在他们所有的人身上。 

 

4 吕底亚一家 

 

行传十六章十五节：‘她和她一

家既受了浸。’（另译。）使徒对吕

底亚的一家传福音，他们全家都相

信，全家都受了浸。 

 

5 禁卒一家 

 

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他们说，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

救。’这一节圣经，是基督教里最有

名的圣经节之一。当信主耶稣，你和

你一家都必得救。神的话不是说，当

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得永生。神

乃是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

必得救。 

贰 从新约来看 

 

新约怎样呢？旧约是一家一家来得

着的，新约对于这一件事也是一样一

式的。 

1 撒该一家 

 

路加十九章九节：‘耶稣说，今天救

恩到了这家。’这是希奇的事，新约也

宣告同样的原则。恐怕许多人传道已

经传了二十多年，都是传救恩是临到

个人的。但是主在这里传道说，救恩临

到这一家。 

 

你们出去传福音，要注意一家一家的

得救，不要仅仅盼望一个一个的得救。

你们如果真是相信，真是盼望，这一个

工作要有大的改变。这完全是看你的

信心和盼望如何。你如果盼望一个一

个的来，就是一个一个的来。你如果相

信一家一家的来，就是一家一家的来。

神的救恩是以家为范围的，你不要把

这一个范围缩小了。 

 

2 一个大臣的全家 

 

约翰四章五十三节：‘他便知道这

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

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在这里，得

着医治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他的儿子。

但是圣经记载说，他和他的全家就都

信了。所以，你们可以在神面前抓住这

一个。虽然直接蒙恩的是一个儿子，可

是全家都转过来，全家都相信。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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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一家也是救。千万不要失去了这

一个权利。你把全家带来，全家就都

得救。 

 

我盼望再过五年、十年，教会传福

音的时候，都是把人一家一家的转

过来。今后作工的人。传福音的目标

都该是一家一家的。你要一个家，就

得着一个家。你如果只要一个人，就

只得着一个人，神是按着人的信心

来成就事情的。 

 

所以我说，你若知道神对待人的原

则，你就不吃亏。神是以一个家为单

位。如果神得着了一个人，就应该是

得着了一个家，不管家里的人有多

少。盼望你们在神面前，站在这一个

地位上对弟兄们说，你们可以一家

一家的来。那作家长的人，更有权柄

把全家的人带来，叫他们得救。 

 

我告诉你们，全家的得救，也就是

全家的喜乐。哦，这是一件大事！你

如果能够看见，家是神对待人的单

位，你就能够得着许多的祝福。你们

要学习抓牢神这一个应许。 

 

6 基利司布全家 

 

行传十八章八节：‘管会堂的基

利司布和全家都信了主；…就…受

浸。’ 

 

在圣经里，有个人的相信主，也有

全家的相信主。你们看见，神的恩典

很容易临到一个家。基利司布全家 

在全部旧约里，神对待人是以家为单

位。照样，在新约里，神对待人也是以

家为单位。单位是最小的，你们不能把

单位再缩小。人如果能相信主耶稣，一

家完全得救，这实在是希奇的事。什么

理由我不知道，但这是主说的话。所以

旧约和新约是一律的，是同样的单位。 

 

腓立比的教会，就是从这一个禁卒起

头的。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

家都必得救。三十四节：‘于是禁卒

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

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

在这里，你们看见真是非常的好。起头

的时候，这一个应许，只是给禁卒一个

人，别人没有听见。你相信主耶稣，你

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后来禁卒把他一

家都带来，让保罗对他们说，他们听完

就都受浸。然后禁卒保罗领他们上自

己的家里去吃饭，他和他全家因着相

信了神，都很喜乐。所以，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一件事一点

不难。使徒对禁卒一应许，结果就全家

都得救。他们个个都听，个个都受浸，

个个都喜乐。 

 

如果使徒是对禁卒说，当相信主耶 

稣，你就必得救。过两天，你得救之后，

我们要讲道给你听，叫你明白一些道

理，然后你慢慢的向家里的人作见证，

叫他们慢慢的相信，慢慢的得救。如果

是这样的话，禁卒一家到何时候才能

得救？但是使徒传福音不是这样，他

不是一个一个的来，他是以家为单位

的。他说，‘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你们要在神面前看见，救一个也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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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了主，并且都受了浸。 

 

7 五旬节的应许是给你们 

和你们的儿女 

 

再看五旬节的时候，是什么种的情

形。 

 

行传二章三十九节：‘因为这应许

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

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 

 

五旬节的这一个应许，说到人的罪能

得着赦免，说到人能够接受圣灵。这是

赐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不是

光赐给‘你们。’所以特别是作家长的

人，要在神面前抓住这一个应许说，

‘主，你的应许是给我们，也是给我们

的儿女。所以不可以光是我个人得着，

而我家里的儿女得不着。我个人要得

着，我的儿女同时也要得着。’ 

 

8 平安就必临到那家 

 

路加十章五至六节：‘无论进那一

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

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

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 

 

主说，当人出来传福音，走进一个家

的时候，就要说，愿平安临到这一家。

这也给我们看见，神的平安临到人，是

以家为单位的。不只给一个人，乃是给

一个家。如果在这一家里面，有一个配

得着平安的人，平安就必临到这一家。 

 

这一节圣经，是够清楚的。神对待

人的单位，是一个家。感谢神，平安

也是一家一家临到的。 

 

9 司提反家 

 

林前一章十六节：‘我也给司提

反家施过浸。’保罗在这里说，他曾

为着司提反全家每一个人施浸。他

们也是全家相信，全家受浸，像禁卒

一样，也像吕底亚一样。 

 

10 阿尼色弗一家 

 

提后四章十九节：‘问百基拉、亚

居拉，和阿尼色弗一家的人安。’一

章十六节：‘愿主怜悯阿尼色弗一

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

我的锁链为耻。’这是一家的人在那

里看顾保罗，全家的人不以保罗的

锁链为耻。你们看见，不是一个人的

问题，乃是一家的问题。 

 

从以上的许多例子可以看到，在新

约和旧约里面有够多的凭据，神对

待人是以一个家为单位。特别关于

救恩的事，神是以一个家一个家作

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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