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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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篇 基甸作神大能勇士的内在意义 

且被膏抺，好听见那灵说话。而对基甸

来说，他不仅听见了神的说话，他还顺

从神的话，且照着神的话行动。他拆毁

了巴力的坛并砍下木像，这摸着神的

心，因为神恨恶偶像，认为偶像都是与

祂妻子以色列行淫的男人。就内在一面

说，偶像就是我们里面所爱的任何事

物，超过了主，并在我们的生活中顶替

了主。基甸做了这事就牺牲他与父亲的

关系，以及他在社会的享受，为要跟从

耶和华。他的牺牲是他成功的有力因

素。由于这种种的因素，基甸得了赏赐，

经纶的灵降在他身上，因此，他成为一

个大能的人，只帶着三百人，就击败兩

个首领和兩个王。在基甸身上有一幅图

画，给我们看见一个与神联结的人，就

是神人，如何实行神的话并完成神的经

纶。 

 
基甸以及其三百勇士如何蒙拣选而

成为得胜者的故事可以成为我们今天

的借镜。我们若要蒙神拣选，我们必须

认识己，看见我们是至微小的，同时我

们必须看见属天的异象，此外我们必须

照着神的旨意，将自己献上给神，当作

活祭，有基督身体的实际和生活，但愿 

旧约圣经中基甸与三百勇士的故事我

们耳熟能详，然而我们必须从中看见基

甸成功的内在意义。显然，基甸的成功并

非没有原因，他能被神兴起作神大能的

勇士，为神所差，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

米甸人的欺压，与他仔细听神的话不无

关系。历代以来，凡能被神使用的人几乎

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听神

的话的人。主总是愿意开通我们的耳朵，

好听见祂的声音，使我们能照着祂的经

纶看事物。旧约中的老以利则是一个反

面的例子，当时耶和华的言语稀少这句

话就反映出了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然

后，在这种黑暗惨淡的光景中，神拣选了

撒母耳，而神对撒母耳的训练也始于半

夜对他的说话。撒母耳后来也说过“听命

胜于羔羊的脂油”。 

 

在新约启示录中，使徒约翰说:“当主日

我在灵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

号说...,当约翰转过身来，就看见七个

金灯台。可见我们的听见影响我们的看

见，而我们的看见在于我们有没有在一

个听话的正确地位上。哦，听主的话是何

等的重要!当那灵向众召会说话时，我们

的耳朵都必须被开通，受割礼，得洁净，



我们都是听见并回应启示录二，三章里

主对得胜者之呼召的人。我们必须为着

主的见证，拆毀我们心中，生活中，工

作中的偶像，领悟一面神引导我们进入

对基督作生命、亮光、能力的享受，另

一面神是信实的，容许我们有经济上的

困难，情感上的痛苦，失去天然的长处，

好使我们接受基督作我们的满足，被基

督充满，并让祂在凡事上居首位。在那

三百人如何被选上的事上，我们看见得

胜者如何蒙拣选。神告诉基甸，跟随他

的人太多，指明神要为以色列人争战。

笫一次挑选的结果，有二万二千人离

开，当时，凡想要荣耀自己的，惧怕胆

怯的都离开了。 
 

第二次的挑选，由百姓怎样喝水而决

定，凡直接用嘴喝水的人直接被神剔

除，凡用手捧到嘴边喝水的人则被神选

上。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因为这些用手

捧到嘴边喝水的人是否认己的人，借着

这样喝水，他们能殷勤留意仇敌的任何

攻击。这说明这些得胜者虽有机会放纵

自己，却不这样做的人，他们乃是借着

十字架受过对付而否认自己的人，他们

为着神定旨的缘故，在主争战的日子，

牺牲个人的安适。这些得胜者是一班绝

对为着神的荣耀，是除了怕得罪主和失

去祂的同在之外，什么都不畏惧而让十

字架对付己的人，他们是何等的榜样！ 

 

因着基甸和他的三百人是如此的同心

合意和举动一致，作法一样以至于如同

一人，这使他们成为一个势如破竹的“大

麦圆饼”，使米甸人被击败，并使神得胜。

新约中保罗认为召会就是一个饼，这种

想法是取自旧约里的素祭。我们是许多

子粒，使我们可以被磨成细面，用油调

和，好作成饼，就是召会。这说明在召

会生活中我们必须彼此牧养，彼此相

爱，被调节，被调和，被除去，好为着

实际的身体生活，凭着那灵作一切事，

将基督分赐到彼此的里面。在身体生活

中我们能照着神在我们里面大能的运

行劳苦，使我们能劳而不苦，累得畅快，

而里面仍然满了供应。 

 

然而，我们除了必须看见基甸成功一

面的内在意义。我们也必须看见其失败

的导因与内在意义。首先，基甸不仁慈，

他杀了那些不支持他的同胞。弟兄姊妹

们，我们必须谨记，基督是神的恩慈，

领我们悔改。其次，他放纵肉体的情欲，

这可由基甸有七十个儿子这件事上可

以看出。此外，他在示剑的妾，也给他

生了一个儿子。其三，基甸贪恋百姓所

夺的掠物(他们所夺的耳环)，并且用这

些金子制造了一个以弗得，这以弗得成

了以色列人的偶像，结果使基甸的家和

整个以色列社会都败坏了。因此，无论

是基甸的成功或失败都并非无迹可寻，

这可以使我们从这些内在意义中学习

宝贵的功课并受到反面教材的警惕。我

们必须时时谨记，我们没有权利与主离

婚，没有理由离弃祂。我们必须接受祂、

爱祂、尊重祂、尊敬祂、看重祂、高举

祂、紧联于祂，并弃绝撒但到极点，这

样我们就必蒙福。我们当切记，以耶和

华为主、为头、为主、为丈夫的每一个

国家，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团体和每一

个人，是有褔的。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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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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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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9:11 9:12-21 10:1-4 10:5-11 11:1-4 11:5-14 11: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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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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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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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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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周。 

 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圣经之旅”第六册：第 8 课， 

 书报追求进度：“吃主”：第一篇 

 
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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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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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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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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财务报告(2021 年)   

报

告

事

项 

 
 
 
 
 
 
 
 
 
 
 
 
 
 
 
 
 
 

月份  承上月结存：  收入：  支出：  结余：  

十 RM198,299.81 RM85,739.35 RM57,934.53 RM226,104.63 



报

告

事

项 

 
 
 
 
 
 
 
 
 
 
 
 
 
 
 
 
 
 
 
 
 

3. 2021 年马来语两周成全训练报名通启 

 训练日期： 13/12（周一）～ 26/12/2021（主日） 

 训练地点：古晋市召会会所 训练对象： 13 岁及以上的青少年。 

 报名截止： 22/11/2021（周一） 

 备注：欲知详情请查阅报名表，报名表可来会所办公室领取或联络 

  Wilson 弟兄（019-848883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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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小六生和青少年成全训练饭食服事预告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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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3/12 

（周一） 
14/12 

（周二） 
15/12 

（周三） 
16/12 

（周四） 
17/12 

（周五） 
18/12 

（周六） 

服事会所 一、九 二、十二 三、十一 四、八 五、七 六、十 

日期 
20/12 

（周一） 
21/12 

（周二） 
22/12 

（周三） 
23/12 

（周四） 
24/12 

（周五） 
25/12 

（周六） 

服事会所 一、九 二、十二 三、十一 四、八 五、七 六、十 

备注：为着年底的小六生和青少年的成全训练，需要各会所配搭服事饭食（只预 

   备午餐）。为此先有预告，请各会所交通服事的人位，人数和细节将稍后 

   报告。若有任何疑问请联络陈铭锋弟兄（012-8908975）。 



 得胜者的选择 交 通 

读经： 

士师记六章一至六节，十一至三十五

节，七章一至八节，十九至二十五节，

八章一至四节。 

 

 我们现在看，如何选择得胜者，如何

把 得 胜 者 和 不 得 胜 者 分 开 。 

 

 民数记里定规，所有以色列的男丁，

满了二十岁的，都是战士，能为耶和

华争战。到士师时，以色列人失败，

神要拯救他们全体，只拣选三百人，

叫他们去打全体当打而不能打的

仗；因他们都失败了，不会为耶和华

争战了。许多人，知道如何守住道，

跑尽路，却不知道如何打那美好的

仗。 

 

如何成为得胜者 

──基甸── 

 

（一）认识自己的微小——认识自己 

在神的面前谦卑顶容易，在人面前，

和人比较的谦卑，却是顶难。说我是

至微小的容易，说我在我父家是至微

小的，不容易。说我的父家是贫穷的

容易，说我的父家在玛拿西支派中，

是至贫穷的，不容易。别人看见他面

上的光，自己还不知道有光的，就是

得胜者。凡用镜子看自己面上的光

的，都不是得胜者。大卫虽然受膏了，

仍看自己是条狗。有得胜者的实际，

而不负得胜者的名称的，都是得胜

者。 

（二）看见天上的异象——看见主 

没有看见异象的，就不能出来作工。

有了异象，虽遇难处，也必能达到目

的。有了主的话，就必能渡到那边去。

有了异象，作工的脚步，就能稳当。 

 

（三）看见异象而不违背——借着献

祭，答应主的呼召 当把微小的自己

献上，交在神的手里。看自己大和看

自己小，而不把自己交在神手里的，

都是同样的没有用处。所有合乎神旨

意的活祭，神都悦纳。得胜者，是神

呼召的。启示录二、三章里得胜者的

呼召，你听见了没有？答应了没有？ 

 

（四）拆掉偶像——在外面作见证 

心里已经奉献，外面还得拆偶像作见

证。个人当注意，家庭也当注意，和

我来往的人也当注意。一切能与神同

等的，都当拆掉。看见神的人，才知

道什么是偶像。看见神的使者——

主——的人，才知道在主以外的东

西，都是偶像。看见了神的使者，才

知道木头并不是神。磐石上的祭是为

个人，祭坛上的祭是为众人。 

 

 这四步走过了，圣灵就临到他身上。

圣灵的充满，不是祷告求能力的结

局，乃是人站在合宜的情形中，圣灵

就降到他身上。 

 

 吹角，就是招呼人来，同作得胜者。

单独的行动，不是得胜者当有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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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对付的人，神才能用他。 

 

神选择得胜者的三个条件是：一，

完全为神的荣耀；二，不怕什么；

三，让十字架对付自己。是否得胜

者，自己可以断定，也能断定。神试

炼我们，我们自己也显出我们是不

是得胜者。知道十字架得胜的人，才

能继续维持十字架的得胜。 

 

得胜者的合一 

 

神给基甸三百人，叫他们成为一

体。单独的得胜，是不当的。基甸和

那三百人，举动一致，作法一样。肉

体都割去了，所以能一样。这是在圣

灵里的合一，在身体上的生活。新约

的记载，是聚会，不是作工。 

 

结局 

 

三百人打仗，全体都来赶仇敌。三

百人作工，全体的人收成。我们得

胜，全体复兴。站在河底，不为自己，

乃为全体。‘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

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

的缺欠。’（西一 24）。作得胜者，

还要受人埋怨，如基甸受以法莲人

埋怨一样。基甸不只打败外面的米

甸，也打败了他里面的米甸。这样的

人，才能继续得胜。他们‘虽然疲

乏，还是追赶。’（士八 4）（一月

二十九日下午）【倪柝声文集第一辑

第十一册，第三次得胜聚会第三篇

信息】 

们当与失败者分开，却不当与其他的 

得胜者分开。 

 

如何选择得胜者 

──三百人── 

 

（一）第一次的选择第一次选择的结

果，有二万二千人走去。因为他们：

一，要荣耀自己。我们舍得生命，却舍

不得荣耀。不只当胜过撒但，也当胜过

自己。神只要为祂作工，而不夸功的

人。为神作工以后，只当说，‘我们是

无用的仆人。’（路十七 10）。当忘

记耕了多少田，放了多少羊。神不能与

我们同分荣耀。如果我们为自己有所

盼望，我们就是被淘汰的。二，惧怕胆

怯。惧怕胆怯的，都请回家。必须不爱

惜自己，必须忍受痛苦。最大的痛苦，

不是物质的，乃是属灵的。凡要荣耀自

己和惧怕胆怯的人，都要被淘汰。得胜

不在乎人多，乃在乎认识神。 

 

（二）第二次的选择 这次的选择，是

借着喝水的小事。小事常显出我们自

己是如何。当日犹太人和亚拉伯人行

路，是将行李背在背上。在路上喝水有

两个法子：一，将行李放下，用口对水

而喝。二，为赶路，并防备劫路的，就

不放下行李，用手捧水而喝。这一万

人，用口对水而喝的，有九千七百；用

手捧水而喝的，有三百。用口对水而喝

的人，是神所淘汰的。用手捧水而喝的

人，是神所要用的。有机会放纵而不放

纵的人，是经过十字架对付的人。这样

的人，神能用他。无论如何都肯让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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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篇 赔罪和赔偿（二） 造 就 

叁 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教训 

 

现在，我们要看第二处圣经，就是马

太五章。马太五章所说的和利未记六

章所说的不同。利未记六章说的乃是

完全在物质上的亏欠，马太五章所说

的不完全是物质上的亏欠。 

 

马太五章二十三至二十六节：‘所

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

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

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

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

和息；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

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

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

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里所说的一

文钱，不是专指在物质上的一文钱，

这里的意思乃是指那一个亏欠说的。 

 

主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

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这

是特别说到神的儿女之间的事，弟兄

和弟兄之间的事。你到祭坛上去献礼

物给神，你在那里向神有所献的时

候，你忽然想起弟兄向你怀怨，这一

个‘想起’就是神给你的引导。许多

时候，关于这一类的事，圣灵会将合

式的思想摆在你里面，会将合式的记

忆摆在你里面。当你在那里记得的时

候，当你在那里想起的时候，你不要

把那一个思想摆在旁边，以为这不过

是思想而已，你应当一想起那一件

事，就去对付清楚。 

 

你如果想起弟兄向你怀怨，那必定

是因你有了亏欠。你对弟兄有亏欠，

可能是物质方面，可能不是物质方

面。也许是你得罪他，作了一件不义

的事在他身上。这里所注意的点，不

是在物质，而是在你有使人怀怨的

事。初信弟兄姊妹该知道，你如果得

罪了一个人，不去认错，不去求赦免，

那只要他在神面前题起你的名字，叹

一口气，你就了了。你所有献上给神

的，都不蒙悦纳；你所有献上的祷

告，都不蒙垂听。你千万要注意，不

要让有的弟兄姊妹到神面前去为你

叹息。因为他一叹息，你在神面前就

没有路。如果你作一件事，是你错了，

是你不义，是你得罪了人，是你叫人

受了伤，那不必他到神面前去控告

你，只要他到神面前去说一声‘哎

哟，某人，’只要他‘哎哟’一声，

就使你所献上的都不蒙悦纳。只要他

为你在神面前叹一口气就够。千万不

要让有的弟兄，有的姊妹，有理由、

有地位，到神面去为你叹一口气。如

果你有原因给他去叹息，那你属灵的

路就断了，你所有献给神的礼物都没

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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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给神。这是相当严肃的。 

 

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得罪人。特别

是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你不要

轻易得罪他。你如果得罪他，你就自

然而然落在审判之下，很不容易恢

复。主在这里有一句话是很着重

的：‘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

就赶紧与他和息。’在这里有一个弟

兄，你对待他有不义的地方，他在神

面前有不平。主在这里用人的话对

我们说，他好比告状的一样，他是告

你的对头。这一句话很好：‘你同

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今天大家都

还在路上，他还没有去世，你也没有

去世；他在这里，你也在这里；他

是在走路，你也是在走路；你要赶

紧与他和好。因为很容易有一天你

不在这里，你不在路上了；或者他

不在这里，他不在路上了。谁也不知

道谁要先去。到那一个时候，你就太

迟了。当他和你都还在路上的时候，

大家都还在这里的时候，还有机会

可以讲得通的时候，还有机会可以

认罪的时候，你要赶紧与他和好。救

恩的门，不是永久开的；弟兄彼此

认罪的门，也不是永久开的。许多的

时候，有弟兄会懊悔，因为他连认罪

机会都没有了，有一个已经不在路

上了。所以，你如果对人有亏欠，总

得趁机会，趁大家都在路上的时候，

就赶紧与他和好。我们不知道他明

天在不在，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明天 

你到祭坛上去献礼物的时候，如果想

起有弟兄向你怀怨，对你有叹息，倒不

如不要献。你要献给神，是该的，但是，

要‘先去同弟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礼物是神所要的，但是总应当先去同

人和好。不能同人和好的，就不能到神

面前来献礼物。所以必须‘把礼物留

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

物。’你看见这条路么？你总得先去同

弟兄和好。什么叫作同弟兄和好？究

是你要除去弟兄对你的怒气。或者是

你去赔偿，或者是你去赔罪，你总得作

到他满意为止。不是加上五分之一、十

分之一的问题，乃是和好的问题。和好

的意思，就是满足他的要求。你总得作

到他满足为止。 

 

你得罪了他，你对他有亏欠，你使他

心里起不平，你使他感觉你不义，你使

他在神面前叹气，那你在神面前属灵

的交通就断了，属灵的路就断了。也许

你还一点不觉得你是活在黑暗里，你

还觉得你行，但是你所有献在祭坛上

的礼物都不行。不要说你向神要，就是

你给神都不行；不要说你不能求神听

你，就是你要献上去也不得上去。虽然

什么都摆在坛上，但是神什么都不喜

欢。所以，你到神的坛前来的时候，你

要先得着弟兄的满意。无论他有什么

要求，总要尽你力量所能作得到的去

满足他。你应该学习满足神公义的要

求，也满足弟兄公义的要求。你只有作

到这一个地步，你才能把你的礼物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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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错不在我们。若是我们有错误的

地方，我们就得承认。我们在行为

上，不能有可指摘的地方。不能总是

认为别人错，而自己是对的。你不管

人在那里怎么怀怨，而你说你是对

的，那总不行。 

 

肆 实行时应注意的几点 

 

第一，你得罪的范围有多大，你认

罪的范围也有多大。要照着神的话

去作，不要走极端的路，不要过度。

一过度，就要受撒但的攻击。如果得

罪众人，就要向众人认罪；如果得

罪个人，那就只须向个人认罪。得罪

众人而只向个人认罪，那是不及；

得罪个人却向众人认罪，那是太过。

所以得罪的范围有多大，认罪的范

围也有多大。至于作见证，那是另外

一件事。有时候，得罪的是个人，因

为愿意在弟兄姊妹中作见证，所以

讲给弟兄姊妹听，那是另外一件事。

关于赔罪或认罪，都只要按着得罪

的范围作，不要越过那一个范围。这

一点，要特别注意。 

 

第二，在认罪的时候，总要彻底，

不能为了你自己的情面或利益而有

所隐藏。但是，有的时候，为了对方

的益处，别人的益处，你应该好好的

寻求，怎样认罪才是最好。或者只向

他承认你有一件事得罪了他，而不

必向他说得太详细。这些比较复杂 

在不在，所以，与弟兄和好，要趁着都

还在路上的时候。一有一个人不在路

上，要对付这件事就不成功了。 

 

我们要注意，这是何等严重的事！不

能马虎，不能随便。要趁着还有今天，

赶紧同弟兄和好，不要迟延！如果知

道有弟兄在那里埋怨，就要注意。如果

你有错，你要尽力量去认错，免得以后

没有和好的机会。 

 

接下去，主仍用人的话说，‘恐怕他

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

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

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

来。’关于这一文钱的还，在解经方面

如何解释，我们不去注意它，我们只注

意在实行方面。我们要看见，这一件事

必须完全解决才能了结。若不完全解

决，就不能了结。主在这里，不是教训

我们将来怎样受审判，也不是教训我

们怎样关在监里，将来怎样出来；这

都不是主所注意的。主所注意的，乃是

今天就得和好，今天就得把每一文钱

都还清，不要等到将来才去还。在路上

的时候就得作，不要今又不作，盼望将

来作。主就是要给我们看见，留到将来

作是不上算的，是非常不上算的。 

 

神的儿女要认真学习这一件事：物

质的东西要赔偿，得罪人的地方要赔

罪。常常赔偿，常常赔罪。不要让弟兄

姊妹向我们埋怨。除非良心是那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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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当你自己难以决断的时候，最

好与有经历的弟兄姊妹交通一下，请

他们帮助你作得合式。 

 

第三，关于赔偿的事，有时候，也许

你的力量不及；但力量不及是一件

事，存心要赔偿又是一件事。有的人虽

然没有力量赔偿，可是，愿意赔偿的表

示总得有。在没有力量赔偿的时候，可

以先告诉他，‘我要赔偿，但是今天我

没有力量这样作，请你宽容我。我一有

力量的时候，我要立刻作。’ 

 

第四，按着旧约圣经的命令，如果应

该接受你赔偿的人已经去世了，如果

他也没有亲属可接受所赔偿的，那就

要把所赔偿的归与服事耶和华的祭

司。（民五 8。）今天照着这一个原则，

如果本人不在，就还给他的亲属；如

果一个亲属都没有，可以交给教会。如

果有人可以还，那就应该还给本人或

有关的人，不能因为便当而交给教会，

这是不可以的。还有，如果有人要赔

罪，而对方的人已经去世了，好像是没

有赔罪的机会了，那也可以照同样的

原则，对教会去承认这一件事。 

 

第五，认罪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要

受良心的控告。很可能一个人为着赔

罪的缘故，良心一直受控告。所以要一

直看见主的血洗净你的良心，主的死

叫你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主的死

叫你能亲近神。这总是事实。而另一方

面，你总得看见，你在人面前，为着

要作一个洁净的人，所以对于许多

的罪都要对付。在物质上得罪人的

也罢，在事情上得罪人的也罢，总是

对付清楚。不过千万不要让撒但给

你过度的控告。 

 

第六，认罪和疾病得医治也有关

系。雅各书五章十六节∶‘你们要彼

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

治。’认罪的结果是神医治疾病。许

多时候，在神的儿女中间有事情拦

阻的时候，自然而然会产生疾病。如

果彼此认罪，病就除去。 

 

盼望弟兄姊妹对于赔罪和赔偿能

彻底的作，一直保守自己的清洁。如

果有得罪人的地方，一面要在神面

前认罪，一面要认真在人面前对付，

这样，良心就能刚强起来。良心刚强

了，才能在属灵的路上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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