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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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篇 神兴起底波拉作以色列的士师并作以色列的母， 

她实行女人对男人的服从，以守住神的定命，并将全以色列 

带进正确的等次，服在神的作王和作头之下 

我们对圣徒成为祝福的管道。 

 

士师记第四章记载以色列人第三次

堕落的循环。四章一至五节说到以笏死

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

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夏琐作王的耶

宾王手中；耶宾王的大大的欺压以色

列人二十年之久，以色列人就哀求耶和

华；耶和华神兴起了一个女子底波拉

作以色列的士师，来改变整个以色列的

光景。底波拉常坐在底波拉棕树下，以

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以色列人在

神命定的领头功用上失败了；这迫使

神作不寻常、不平常的事。 

 

在圣经里，正确的女人指明服从神，

守住神命定的人；这是以色列在作他

们王、主、头、和丈夫之神面前该采取

的地位，但以色列违反神的定命，离开

了他们作神妻子的地位，离弃神，转向

众多的偶像；者将他们带到悲惨的情

况和光景里。士师记五章里底波拉所作

的歌，表明了她是满了能力、才干、眼

光和眼见的人。但这样卓越、有才干的 

今天基督是神所赐给我们非常丰富的

美地，当我们得着基督，祂就成为我们的

经历，然后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成为祂所

该是的。这就是说，我们得着基督，不但

是为着我们的享受，也是为着使基督成

为祂所该是的，我们若这样作，就会帮助

基督，响应神对得胜者的呼召─为基督

得着基督。本篇信息给我们看见，基督在

我们里面所该成为的四件事─基督必须

作我们的王、主、头与丈夫。  

 

士师记记载里以色列人七次堕落的循

环，表明他们在神眼中所行的是大恶，是

极大的恶事。他们厌弃神作他们的王，而

得罪了神。今天我们该有的操练该是不

断的接受、经历并享受基督作我们的王、

我们的主、我们的头、和我们的丈夫，使

祂成为我们的祝福，也使我们成为对众

圣徒和众召会的祝福管道。因着我们是

背叛的，我们需要常悔改，接受基督作我

们的君王，就是作我们的权柄和主宰者，

好使祂能在神的国里，在我们里面并在

我们身上掌权。我们越在祂的掌权之下，

我们就越享受祂作我们的祝福；这会使 

 

 



人却是非常服从。神使她作首领，但她

守住等次、以巴拉为她的遮盖。她领悟

她需要一个男人作她的遮盖；正如保

罗在林前十一章三节说到：“基督是

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

的头。”因着底波拉的服从和守住等次，

以色列全国就进入绝佳、正确的等次；

众首领统率，众百姓跟随，军队就形成

了；每个人都回到他们在耶和华前正

确的地位上。基督徒的能力来自服从基

督作头。 

 

所以我们（尤其是已婚的姊妹）该有服

从的灵、地位、气氛和意愿；我们若是

这样的人，这对我们和我们的将来都有

很大的祝福。召会中的姊妹们第一且最

大的功用，乃是服从；如果姊妹们能够

学习这个功课，召会就必刚强、丰富且

得更新。因此，姊妹们需要学习有生命

的供应、恩典的享受、十字架的工作、

以及否认己。满有基督的人就满有服

从。主给了我们服从和顺服的生命。 

 

底波拉不仅兴起作以色列的士师，也

作以色列的母。当召会生活在实行上达

到顶峰时，每个召会都该有一些真实的

母亲；我们都需要属灵的母亲来照顾，

她们的照顾乃是我们真实的滋养和我

们真实的保护。没有一位姊妹作母亲来

照顾那些背负事奉主担子的人，他们就

很可悲了。姊妹们若真爱主，并且对召

会生活认真，就必须看自己是服事的护

士，召会的护士，在召会这真正的医院

中护理看顾；姊妹们都必须凭着祷告

作服事的姊妹，并凭着爱这极超越的路

作慈爱的母亲，好在属灵生活和召会生

活上帮助有需要者和年幼者；这是得

着祝福、长大、属灵、并对主真正的享

受最好的路。所以，姊妹们需要操练祷

告和信心的灵，作真实的母亲，借着照

顾一些属灵的儿女而在生命里长大成

熟。如果召会要长大，并且要建造起来，

首先姊妹们必须学习不闲谈；这是一

门重要的功课。你的谈话是不是闲谈，

不是判定于谈论的主题，而是判定于你

所谈论的是不是对方所需要的。如果不

是对方所需要的，无论你说什么，都是

闲话。姊妹们必须把属灵的生命服事给

较年幼的人，我们都必须学习和非比一

样，来服事召会，并服事众圣徒。这该

是姐妹们的负担，她们的确有地位这样

来服事。如果姐妹们接受这个负担，并

在这件事上向主忠诚的话，姊妹们就能

作弟兄们所不能作的事。我们实在需要

姊妹们。 

 

底波拉的歌里，也鼓励我们要心中定

大志，心中设大谋。这歌也荣耀的结束

于“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

烈。”当李弟兄于一九四三年受日本宪

兵迫害时，主给了他一个梦，梦里他看

见天开亮了，象清晨黎明一样，前面就

是一条康庄大道，非常明亮平直，并且

宽广无限；这就是主恢复的康庄大道，

旭日东升，并无限无量的前途。今天，

我们是这梦的应验人。我们需要为着得

人作主的扩增，在主面前定大志。神要

人与祂配合，祂才能行动。我们若不出

去得着罪人，神就不去；但我们若去，

神也去。这样的出去需要我们心中设大

谋，定大志。这是争战的路；这是传福

音的路；这也是得着罪人成为基督肢

体的路。为着主现今的恢复，身体的建

造，新妇的预备，并国度的实现，愿我

们都心中定大志，心中设大谋，如日头

出现并照耀，向主活并活出主，享受主

作我们的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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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会所恢复实体集中擘饼聚会时间表： 

日期 会所 时间 场地 

一律早上 10:00   

07/11    
七 九哩会所 

十二 B 二楼会厅 

14/11   
九 A 二楼会厅 

十一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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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楼和 B 一楼的前方走廊设了登记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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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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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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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启 5:7-14 6:1-8 6:9-17 7:1-8 7:9-17 8:1-6 8: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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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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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0 篇。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初信造就”：第二十二篇（请参阅周讯 

 第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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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周。 

 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圣经之旅”第六册：第 7 课， 

 书报追求进度：“眼泪”（下）：第贰大点的第二中点至第叁大点 

 
进 度 

1. 全召会集中事奉聚会 

 日期/时间： 01/11/2021（周一）晚上 7:30pm 

 会议账号: 833 6103 2392  

 会议密码： 1111 

 备注：请鼓励更多圣徒一起上线，好进入同一的水流，为着逐步恢复 

       实体召会生活预备自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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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告

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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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1 年小六生一周成全训练报名通启  

 一 、 小六生报名 

   训练日期： 13/12（周一）～ 19/12/2021（主日） 

   训练地点：古晋市召会会所 

   训练费用：每人 RM50（费用将包括午餐和点心） 

   训练对象：今年就读小六的儿童，以及未参加过的中一生。 

   报名表链接： 
   https://thechurchinkuching.org/p6training-registration/ 

   备注：欲知详情请查阅报名表，报名表可自行下载或来会所办公室

    领取。请將填妥的报名表及费用一同缴交到会所办公室。联 

    络人：黃夏俊弟兄（016-8744786）。 

 二、 队辅服事报名 

   服事日期： 11/12（周六）～ 19/12/2021（主日） 

   报名對象：所有就读 Form 2, Form 4, Form 6 的学生以及大专生。 

   线上报名链接： 
   https://thechurchinkuching.org/p6ta-registration/ 

 三、 小牧人服事报名 

   服事日期： 13/12（周一）～ 19/12/2021（主日） 

   线上报名链接： 
   https://thechurchinkuching.org/p6lsso-registration/ 

   *以上三个報名的截止日期都是 08/11/2021（周一）。 

 
4. 2021 年线上两周青少年成全训练报名通启 

 训练日期： 17 ～ 30/12/2021（日期有更改，请根据最新的日期） 

 训练平台： ZOOM（古晋召会将召集学员们白天时段来会所实体训练） 

 训练对象：今年就读初中三（Form 3）及高一（Form 4）的青少年弟兄姊妹。 

 训练费用：每人 RM160（其中包括 RM60 的午餐费用） 

 报名截止： 08/11/2021（周一） 

 报名表链接： https://thechurchinkuching.org/2021-yp-twt/ 

 备注：欲知详情请查阅报名表，报名表可自行下载或来会所办公室领取。 

   请將填妥的报名表及费用一同缴交到会所办公室。 

   联络人：黃夏俊弟兄（016-8744786）。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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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过离弃起初的爱 交 通 

主吩咐我们要胜过各种的宗教，并

且祂在这七封书信里也吩咐我们，要

胜过一些其他的事。祂吩咐我们要胜

过的第一件事，乃是要胜过离弃、偏

离、失去了起初的爱。（启二 4 ～ 5

上。）许多在天主教里的人为着天主

教很绝对，却不爱主或主的圣言。他

们不说，‘圣经说…，’他们乃是说，

‘教皇说…，’或‘教会说…。’他

们所说的教会，意思是指天主教。这

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启示录二章说，

耶洗别自称是女申言者，教导并引诱

祂的奴仆走岔。（20。）这指明罗马

天主教乃是自立自封的女申言者，擅

装由神授权为神说话。那些忠实的天

主教徒只尊重教皇所说的，天主教所

说的，他们不关心圣经所说的；这指

明他们没有什么爱可以给主。 

 

我们若爱一个人，我们必定愿意听

他的声音，他的话语。另一面说，我

们若不爱一个人，我们就不愿意听他

的声音，他的话语。许多天主教徒向

着主就像这样。他们按名有基督，但

在他们里面，他们向着基督没有任何

个人的情感或爱的成分。在更正教里

没有得救的稗子也是这样。他们对主

没有个人爱的成分。 

 

我必须见证我爱主。我在一九二五

年，就是六十七年前得着主。在这许

多年之后，我觉得祂对我仍然是那么

亲密，我向着祂仍然那么亲近。我不

在意任何宗教。我在意这亲爱的、活

的一位。每当我题到祂的名，我就快

乐。当我们早晨醒来时，我们第一件

必须作的事乃是说，‘哦，主耶稣。

哦，主耶稣。’最好加上说，‘我爱

你。’我们该说，‘哦，主耶稣，我

爱你。哦，主耶稣，我爱你。’这是

何等亲密、甜美、富有感情！ 

 

我们的神，我们的基督，我们的主，

不仅是可爱的，也是非常富有感情

的。祂满了感情。神爱上了我们这些

蒙祂拣选并救赎的人。你若说，‘哦，

主耶稣，我爱你，’你立即就爱上祂。

有些事我不肯作，通常不只是因为这

些事不对，或因为我怕神，乃是因为

我爱祂。我会说，‘主耶稣，我爱你，

所以我不能作这事。’因着我爱祂，

有些事我就不能作。 

 

我们必须胜过失去起初的爱。在以

弗所的召会是很好的召会。那是一个

有次序而正式的召会。（启二 2 ～ 3。）

我们当然喜欢这样的召会，但这样一

个有次序的召会却离弃了起初的爱。

（4。）‘起初’这辞和路加十五章二

十二节里译为‘上好’的辞，在原文

里是同一个字。我们向着主起初的

爱，必须是对祂上好的爱。路加十五

章里的浪子回家时，父亲告诉仆人把

上好的袍子拿来。这里的‘上好的’，

就是起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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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该给基督首位。如果我结一种属

世花样的领带，我就不能尽职为主

说话。甚至为了我良心的缘故，我不

能结某种式样的领带。姊妹们在她

们的发型上应当给主首位。如果姊

妹们在发型上让主居首位，这就是

说她们以祂为起初的爱。有属世发

型的姊妹们，没有以基督作她们起

初的爱。她们没有让主居首位。我们

应当在穿衣和发型的事上让主居首

位。当我们在凡事上让基督居首位，

这就是恢复失去的起初的爱。 

 

有些人以为起初的爱，乃是在我们

刚得救开始过基督徒生活时对主的

爱。但是当我得救时，虽然我很感激

主，我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的爱主

的心。六十七年前我得救了，我也爱

主耶稣，但不像我今日爱祂这么多。

因此，起初的爱必须是在凡事上让

神、基督、主、我们的主人，作第一

位。 

 

有时当我穿衣时，我会对主说，

‘主阿，你喜欢这件衬衫么？你喜

欢这双鞋么？’这样的谈话是非常

亲密的，是以主为起初的爱。恢复起

初的爱，乃是在大事小事上让主居

首位。作丈夫的应当在对妻子谈话

的方式上，让基督居首位。我们必须

求主赦免我们在许多事上没有让祂

居首位。 

 

我们若这样爱主耶稣，并爱到这样

的地步，我们就绝不会留在三种的 

现在我愿意大家来看什么是起初的

爱。许多基督徒认为起初的爱就是当

我们初得救时爱主耶稣的爱。我不说

那是错的，但那还是不够的。起初的爱

乃是上好的爱，是比这更多的。 

 

起初的爱就是神自己。圣经告诉我

们，神是爱。（约壹四 8，16。）在整

个宇宙中，只有神是爱。主吩咐作丈夫

的要爱自己的妻子。但作丈夫的凭自

己不可能爱妻子，因为我们不是爱。只

有一个人位，就是神，才是爱。 

 

神不仅是上好的，也是起初的。在整

个宇宙里，神是起初。创世记一章一节

说，‘起初神…。’这是圣经的开头。

神是起初，神是第一。歌罗西书告诉我

们，我们的基督必须是第一位。祂必须

居首位。（一 18 下。）基督必须是第

一。什么是恢复起初的爱？恢复起初

的爱，就是在凡事上以主为第一。如果

我们在生活上凡事以主为第一，那意

思就是我们胜过了失去起初的爱。 

 

我们必须来看我们的光景。在我们身

上基督是否凡事居首位？我们必须胜

过的第一项，乃是胜过失去基督作起

初、上好、真实的爱。以色列的失败是

他们弃绝了神，就是活水的泉源，而召

会的堕落是离弃了起初的爱。事实上，

离弃起初的爱就是离弃基督，没有在

凡事上以祂为第一。 

 

基督不仅该在大事上是第一，也该在

小事上是第一。当弟兄们买领带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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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必须在结什么种的领带，梳

什么样的发型，并一切的小事上得

胜。在一切事上，我们都必须让基督

居首位。我们若这样作，我们基督徒

的生活就会不同，我们的感觉也会

不同。我们终日会在主里快乐。当我

们在主里喜乐并同主喜乐时，凡事

令人愉快。另一面，当我们没有在主

里喜乐，没有同主喜乐时，凡事就都

令人不愉快。只有爱主的人才享受

主作恩典。（弗六 24。）因此，我们

第一件要胜过的事，乃是胜过离弃

起初的爱。离弃起初的爱，是历世代

以来召会失败的根源和主要的原

因。（摘自：“得胜者，第二篇”） 

‘教’里。我们绝不会留在任何宗教

里。我们爱所有的基督徒，但我们恨任

何的‘教’。我们该爱所有的基督徒，

但我们该恨他们所在的宗教。因为主

恨这些‘教’，我们也应当恨这些

‘教’。我们该恨主所恨的。（参启二

6。） 

 

主说让麦子和稗子一齐长，直到收割

的时候。然后在祂回来时，祂所作的头

一件事是要打发天使，把稗子捆成捆，

丢在火湖里。国度之子，麦子，构成国

度，而恶者之子，稗子，形成了国度外

在的外表，就是今天的基督教国。主恨

这外在的外表，所以我们必须胜过它。 

 第二十二篇 赔罪和赔偿（一） 造 就 

敏锐的良心。 

 

有一位为主作工的弟兄，常常喜欢

问人一句话，‘你最近一次的向人

赔罪，是在什么时候？’一个人最近

一次的向人赔罪如果是隔了很久的

间，甚至于隔了许多年，那么这个人

的良心必定有了问题。因为人得罪

人是常有的事，如果人得罪了人而

没有什么感觉，这就证明这一个人

的良心有毛病，不够正常。所以，只

要看你最近一次向人赔罪离开现在

时间的长短，就能知道你与神中间

有没有出事情。隔开的时间长，就证

明在灵里面缺了光；隔开的时间

短，在最近还向人赔过罪的，这就证 

读经：利六 1~7，太五 23~26 

 

壹 无亏的良心 

 

我们信主之后，必须有一个赔罪的习

惯，必须有一个赔偿的习惯。我们如果

得罪了什么人，或者亏欠了什么人，我

们应当学习赔罪或赔偿。我们一面要

在神面前认罪，一面要在人面前赔罪

和赔偿。人如果在神面前不认罪，在人

面前没有赔罪和赔偿，这一个人的良

心，就很容易在神面前变成刚硬。良心

一变成刚硬，就会有一个基本的困难

发生，那就是神的光很不容易在他身

上照亮。人必须有这一种赔罪和赔偿

的习惯，才能保守他在神面前有一个 

 8 



付，那是不行的。我们绝不能求神代

替被我们所得罪的人来赦免我们的

罪。 

 

在人这边，我们应当怎样对付呢？

我们要把利未记六章的赎愆祭来看

一下： 

 

一 几样亏欠人的罪 

 

利未记六章二至七节∶‘若有人犯

罪，干犯耶和华。’—所有的罪，都

是干犯耶和华的。—‘在邻舍交付

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

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

舍，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

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

什么罪；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

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

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

他所捡的物，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

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

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

本主。也要照你所估定的价，把赎愆

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

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为

赎愆祭。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

赎罪，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

罪，都必蒙赦免。’所以，人在物质

上得罪了谁，亏欠了谁，他要对人作

清楚了，才能蒙赦免。如果他对人没

有作清楚，就不能蒙赦免。 

 

 

明良心的感觉相当敏锐。我们要活在

神的光中，就需要有一个能感觉的良

心。要我们的良心有感觉，我们就得在

神面前继续的在那里定罪为罪。我们

要向神认罪，我们也要向人赔罪或赔

偿。 

 

如果只得罪神而与人无关的，那就不

需要向人去赔罪。我们不愿意有人作

过度的事。任何的弟兄姊妹，如果他所

犯的罪，只得罪神而与人无关的，那就

只需要向神认罪，绝不需要向人认罪。

这一个原则要请弟兄姊妹注意。 

 

什么种的罪是得罪人的罪呢？得罪

了人，亏欠了人，应当如何赔罪、如何

赔偿呢？我们要清楚知道这些事，就

要好好的来看这里所引的两处圣经。 

 

贰 利未记第六章的赎愆祭 

 

赎愆祭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利未记

五章所记的，另一方面是利未记六章

所记的。五章是告诉我们，对于那些零

零碎碎的罪，应该在神面前认罪，也应

该献上祭去求赦免。六章是告诉我们，

如果在物质上得罪了人，光是在神面

前献祭还不够，还应该向着所得罪的

人去赔偿。我们从利未记六章的赎愆

祭里面可以看见，我们如果在物质上

得罪了人，就应该向着人去对付。当然

也需要到神面前去认罪，去求赦免，但

是光在神面前对付而不到人面前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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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对付不可的。 

 

第五，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

诈。这一点，初信的人特别要注意。

在别人遗失的物上，有许多人行了

诡诈。有，变作没有；多，变作少；

好，变作坏；这都是诡诈。有，给你

说到没有了；多，给你说到少了；

好，给你说到坏了；这都是诡诈。人

家遗失了东西，你在那里占人的便

宜，你从中取利，从中得着好处，这

是罪。基督徒不可以拾人的东西。就

是拾来了，还要替人保存，还要设法

把它送还给人。绝不可把你所拾的

东西，算作你自己的东西。拾东西是

不可以的，利用其他方法去占有别

人的东西，更是不可以。无论用那一

种不义的方法，把别人所有的变作

自己的，都是错的。一切自己上算而

叫别人吃亏的事，信徒总是不应当

作。 

 

第六，说谎起誓。因着任何物质的东

西说谎起誓的，都是罪。明明是知道

的，却说不知道；明明是看见的，却

说没有看见；明明是有的，却说没

有；凡是起假誓的，都是罪。 

 

‘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这

里都是指着在物质上亏欠人说的。有

一件基本的事，是神的儿女应当一直

学习的，就是不要把别人的东西变作

自己的东西。是别人的东西，就是别 

这里说到六样亏欠人的罪： 

 

第一，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行了诡

诈。别人把东西托他保管，他故意把好

的、有价值的、他所喜欢的留下，把不

好的换给人，这是有诡诈在里面，这在

神面前是犯了罪。我们对于人所交托

的东西，不只不应该行诡诈，并且应该

忠心保管。神的儿女要常常注意，别人

寄放的东西，要好好的保管。如果你没

有力量替他保管，宁可不给他寄放；

既然给他寄放了，就当尽力保管。如果

因为你的不忠心而出了事情，这也是

亏欠人的。 

 

第二，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者说在

买卖上行了诡诈。在交易上，在买卖

上，行了诡诈，撒了谎，用不正当的方

法去营利，把不该得的东西变成自己

所有的，这在神面前是犯了罪，应该严

格的对付。 

 

第三，抢夺人的财物。虽然这一个也

许在弟兄中间不会发生，但是这话非

说不可。没有一个人可以用抢夺的方

法去得着任何的东西。如果有人借着

地位权势去得着东西，叫任何别人的

东西变作他自己所有的，这是罪。 

 

第四，欺压邻舍。人用任何的地位，

用任何的势力，欺压别人，叫自己上算

的，这都是罪。从神的眼光来看，神的

儿女不可作这样的事。这一种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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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东西。不可把别人的东西变作自己

的东西。凡在以上所说的一切事上行诡

诈使别人吃亏的，都是犯罪。 

 

弟兄姊妹，你如果在任何的东西上，有

任何的不诚实在里面，有任何叫你自己

多得着，而叫别人吃亏的，有从这六样

不同的方法里得来的，你就是犯了罪，

你就得好好的去对付这些罪。 

 

二 怎样归还 

 

我们要学习在神面前保持公义的行

为，和一个无亏的良心。在这里，我们

看见神的话是说，‘他既犯了罪，有了

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这一个

‘还’字，是何等的紧要。赎愆祭是两

方面的：一面在神面前是‘挽，’另一

面在人面前要‘还。’你千万不要以为

在神面前‘挽’了，就够。总得在人面

前‘还’了，才够。不还，不够。利未

记五章的那一个赎愆祭，是为着解决在

物质上没有叫人受亏损的罪，那当然不

必还；但六章所说的犯罪是在物质上

叫人受了亏的，那就非归还不可。你光

是借着祭来‘挽，’不够；你必须要

‘还’才够。所以说，‘他既犯了罪，

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所

有犯罪得来的都必须归还。归还他所抢

夺的，归还他用欺压所得着的，归还人

所交付他的，归还人遗失被他所捡得

的，或者归还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而得

的。这些都要归还。 

 

应该怎样归还呢？‘就要如数归

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

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在这里，

有三件事情要注意： 

 

第一，要如数归还，不还不行，少还

也不行。没有一个人能够以为向人认

罪就行了。那一件东西老是摆在你家

里，就证明你不对，你非如数归还不

可。 

 

第二，神不只要我们如数归还，神要

我们还的时候，还要加上五分之一。

为什么要加上五分之一呢？原则是

这样：你总要还得充分。你拿了人家

的钱，你拿了人家的东西，神总是要

你按着完全的代价，再加上五分之一

去还人。神不愿意祂的儿女只作仅仅

够的事。要像印书一样，总得左右上

下有空白的边。向人赔罪、赔偿，不

要作得那么紧，总要宽一些，要充分

才好。 

 

有的人在那里认罪，不要说加上五

分之一，甚至比原来的五分一还差得

多。他在那里认罪说，‘我在这一件

事情上是得罪了你，但在那一件事情

上我是不错的；在那一件事情上，我

没有得罪你，是你得罪我。’这是算

账，不是认罪。你如果要赔罪，不要

这么紧。赔罪，多赔一点不要紧，宁

可多赔，不要少赔。谁叫你犯罪呢？

要赔人家东西，就要多赔一点。不可

以拿了人家的东西，又只还那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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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得在当天就归还。盼望弟兄姊妹从

开始作基督徒起，就走正直的路。千

万不要一直作占便宜的人，而不作公

义的人。基督徒活在地上基本的原

则，总是不作占便宜的人。一切的占

便宜，都是不对的。要从起头就不占

便宜，从起头就作公义的人。 

 

你这样还了，还不够。你不要以为你

得罪了人，向人赔罪了，向人赔偿了，

就完了。要知道事情还没有了。‘也

要照你所估定的价，把赎愆祭牲，就

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

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为赎愆祭。’

所以，你向人赔罪或赔偿以后，还得

到神面前去求赦免。五章里的那一个

赎愆祭，因为在物质上没有亏欠人，

所以只要到神面前去对付就够了；

但六章是说对于人有亏欠，所以要在

人面前对付好了，才能到神面前求赦

免，结果怎样呢？‘祭司要在耶和华

面前为他赎罪，他无论行了什么事，

使他有了罪，都必蒙赦免。’这一件

事是主所要的：凡在物质上亏欠人

的，都应该尽力量去归还，然后靠着

主的血，来到神面前求赦免。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很浅的事。我们

一不小心，就会占人的便宜，就亏欠

了人。我们要记得，这是神的儿女一

生一世都得注意的：在什么东西上

亏欠了人，就应当归还，并且要到神

面前去求赦免。 

 

 

点。总得要充分才好。 

 

神的儿女作事，总得有神儿女的体统，

连认罪也得有神儿女的体统。像算账那

样的认罪，绝不是神儿女的认罪。神的

儿女该痛痛快快的认自己的错，再加上

五分之一。没有一个人在认罪的时候可

以斤斤较量的。如果在那里算我多少、

你多少，那实在不像基督徒作的事。

‘我本来不生气，就是因为你那一句

话，我生气了。我承认我的错，你也得

承认你的错。’这完全是算账，这不是

赔罪。你既然是赔罪，就得多赔一点。

你在赔罪的事情上，要宽一点。不要很

节省的在那里赔罪，宁可很宽裕的在那

里作这一件事。 

 

我们赔罪或赔偿的时候，加上五分之

一，有一个好处，就是使你知道得罪人

是亏本的事，下次不能再作了。初信的

弟兄姊妹要学习知道，得罪人是一时占

便宜，后来要蚀本的。拿的时候是五分

之五，还的时候要五分之六。拿的时候

是很便宜的，还的时候你不只要如数归

还，还要再加上五之一。 

 

第三，这一种的赔罪和归还，应当越快

作越好。这里说，‘在查出他有罪的日

子，要交还本主。’如果你有力量，如

果那一件东西还在，那么在查出有罪的

日子，就得归还。这些事是很容易拖延

的，但是神的儿女对于赔罪或赔偿的事

越拖，他那一个感觉就越不行。什么时

候你得着光，什么时候你就得作。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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