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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2021 年国殇节特会⸺⸺『认识真理，对真理绝对，并在现今邪恶的世代宣扬真理 』 

第四篇 恢复约翰福音中的主观真理 

主观的真理是联于那灵和生命，并

且是用那灵和生命构成的。那灵和

生命就是主观真理的本质；因此，

我们若没有那灵和生命，就没有任

何的主观真理。当我们凭那灵和生

命活着，我们就有主观真理的经历，

这就产生召会生活。 

 

约 翰 福 音—一 卷 讲 主 观 真 理 的

书—启示我们应当对基督有主观的

经历 (约四 14，六 57，二十 22)。约

翰福音是论到对基督作生命之主观

经历的一卷书。父是生命的源头，子

是生命的具体化身，那灵是生命的

赐与者。基督身体的建造与扩增乃

是生命的长大与涌流。得胜者乃是

基督这生命之青嫩草场的接受者、

享受者与分赐者。父是源，作为生命

的源头，子是泉，作为生命的涌出，

那灵是河，作为生命的涌流；这涌

流的三一神乃是『涌入永远的生

命』，就是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作

为永远生命的总和（有神作生命的

荣耀，父作生命的光，子作生命树，

那灵作生命河）。 

主渴望恢复圣经中的主观真理（约一

14，十四 16 ～ 20，提前三 15 ～ 16 上，

提后四 22，三 15 ～ 16)。圣经中的真

理都是两面的—客观的一面和主观的

一面。神的救恩有两面：上好的袍子

所表徴外面客观的一面，以及肥牛犊

所表徴里面主观的一面；基督作我们

客观的义，是我们外面的救恩；基督

作我们主观的生命给我们享受，是我

们里面的救恩。一切客观的道理都是

为着主观的经历；客观的基督是『上

好的袍子』，就是那满足神的义，遮盖

悔改的罪人；（耶二三 6，林前一

30 ；）而主观的基督是『肥牛犊』，

就是丰富的基督，（弗三 8，）在十字

架上被杀，为在复活里作信徒的生命

供应与享受。（约十 10，六 63，十一

25，十二 24，四 10，14，二十 22。）。

基督作我们客观的义，使我们能满足

公义之神的要求，而基督作我们主观

的义，使我们能满足得胜之基督的要

求。称义乃是使人『得生命』，因为生

命是神救恩的目标；我们与主并在主

里主观生机的联结，乃是我们客观称

义的结果。 



的召会，乃是基督构成到祂的信徒

里面。死而复活的基督已经作到我

们里面，以产生召会，就是祂的身

体。基督在祂自己里面乃是元首，基

督构成到我们里面乃是身体。 

 

约翰福音里虽然没有特别用到『召

会』这字眼，对于召会的存在以及召

会的构成分子这事实却有清楚的说

明；有七种说法题及召会：召会是

由许多子粒组成，这许多子粒乃是

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所产生的许多

信徒。召会是由主的许多弟兄组成

的。召会是父的家。召会是子的葡萄

树连同许多枝子。召会是由终极完

成的那灵所生之那灵的新孩子，新

人。召会是新妇，有基督作新郎。召

会是一个羊群，有基督作牧人。 

 

实际的召会生活乃是出于我们对

于主观真理的经历；我们经历主观

的真理时，召会自然就产生出来。我

们主观的经历基督作生命，结果就

是召会生活作为筵宴之家。在召会

生活中，我们都必须作召会的三角

肢体—『马大—拉撒路—马利亚』。

在真实的召会生活中，有对主殷勤

的服事，能看见主活的见证，并且有

绝对的爱向主倾倒出来；这是主身

体真正的彰显，这身体乃是盛装主

并彰显主的器皿。【摘自：桃园市召

会第四会所】 

基督作为神永远的话，启示于约翰一

章。基督作为神的话，借着祂的创造为

神说话。基督作为神的话，借着成为肉

体作神的帐幕，为神说话。基督作为神

的话，在为着救赎成为神的羔羊的事

上，为神说话。基督作为神的话，借着

成为施膏的灵为神说话；祂成为施膏

的灵，是为着新约在生机上使蒙神救

赎的人变化成为石头，以建造神的家

（伯特利）。 

 

话成为肉体，使神成为可接触、可摸

着、可接受、可经历、可进入、并可享

受的，好使祂将自己作到我们里面。基

督成了那灵作为气息，使我们可以呼

吸祂；祂成了活水，使我们可以喝

祂；祂成了生命的粮，使我们可以吃

祂。基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祂的枝

子。葡萄树的生命、本质和性质，就是

枝子的生命、本质和性质。子是葡萄

树，是神经纶的中心，也是父一切丰富

的具体化身；父借着栽培子，将祂自

己连同祂一切的丰富，都作到这葡萄

树里面；至终，这葡萄树借着在基督

里的信徒作为其枝子，团体的彰显父。

对基督主观的经历，实际上就是基督

自己进到我们里面，作我们的生命和

我们这人的构成成分。 

 

约翰福音启示关于召会的主观真理。

我们把主接受到里面，结果使我们成

为召会的构成分子。主的恢复乃是恢

复对基督主观的经历，为着实行召会

生活。我们对基督主观的经历所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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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太 6:1-8 6:9-18 6:19-34 7:1-12 7:13-29 8:1-13 8: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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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周。 

2. 本周“新约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犹大书生命读经，第 3~4 篇。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初信造就”：第二十七篇（请参阅周讯 

 第 8~13 页。） 
 

4. 本周继续追求“认识真理，对真理绝对，并在现今邪恶的世代宣扬真理 ”， 

 晨兴圣言：第四周。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圣经之旅”第六册：第 16 课， 

 书报追求进度：“爱神”：第五篇 

 
进 度 

报

告

事

项 

 
 
 
 
 
 
 
 
 
 
 
 
 
 
 
 
 
 
 
 
 

2.   2021 十二月份半年度训练(线上) 

日期 时间  

05~06/01/2022 7:00PM~9:30PM  

08~09/01/2022 3:00PM~5:30PM  7:00PM~9:30PM 

12~13/01/2022 7:00PM~9:30PM  

15~16/01/2022 3:00PM~5:30PM  7:00PM~9:30PM 

  备注： 1.  信息流播网站： https://training.lsmwebcast.com 

                  2.  在训练开始前将会有一次的预训，时间是 02/01/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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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账号： 880 5852 3690，会议密码： 10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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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训者学习积极操练预备两分钟的分享(至

      少四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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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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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召会集中事奉聚会──日期/时间： 03/01/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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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一年里重新将自己奉献给主， 

         与主合作带进新的复兴。  

https://us02web.zoom.us/j/83361032392?pwd=d0RwV1BMVXJIa0V4QlVEdjZ1N1Nodz09


报

告

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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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会所感恩及展望聚会 
 

     

 

 

 

 

 

 

4. 第十一届中、壮年成全训练（第一学期-线上） 
 
 

 
 
 
 
 
 
 

   

  训练对象：年龄介于 36 岁至 78 岁的圣徒 

  报名截止： 31/01/2022（周一） 

  备注： 

   1.  旧生可通过以下的链接直接报名，并同时附上汇款收据。 
    https://bit.ly/mat_registration  

  2.  新生需填妥报名表并经长老签名推荐才可报名（报名表也可通过以 

    上的链接自行下载或到办公室领取）。 

 
5. 石隆门和伦乐的召会已经恢复实体的擘饼聚会，圣徒们可前去扶持与 

 当地的圣徒有更多的相调。石隆门召会的擘饼聚会时间是 2:30PM-     

 3:30PM，伦乐召会的擘饼聚会时间是 10:00AM-12:00PM。 

 
6. 主日早上会所巡逻服事 
 
 
 
 

日期 会所 会厅 时间 

02/01/2022 

（主日）      

六会所 A200  
10:00 AM     

十会所 会客厅 

09/01/2022 

（主日）      

二，十二会所 A200  

10:00 AM     
八会所 马当七哩 

16/01/2022 

（主日）       
三，十一会所 B200 

09/01/2022 三会所 16/01/2022 四会所 

时间   费用 

   全  程： 08/02-27/05/2022  RM400 

   短期一： 08/02-04/03/2022  RM100 

   短期二： 08/03-01/04/2022  RM100 

   短期三： 05-29/04/2022  RM100 

   短期四： 03-27/05/2022  RM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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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奉主者新起头的需要 交 通 

6 ─ 3   A 三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6 ─ 4   A 二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1 ─ 3，3 ─ 1， 

3 ─ 2 

  A 一楼：厕所，走道，大门楼梯及 A 至 B 楼 
 的阶梯。 

1 ─ 1，1 ─ 2 
  B 底楼： B 底楼厕所，走道，通往 A 楼底下 
 层的阶梯。 

和多次的结束。即使不堕落，仍是会有

一个终结，好能再有一个起头。 

 

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在我们追求、跟

随主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常会在达到满

足之后，又觉得虚空、不满足，觉得失

去主的同在。这个虚空、不满足的感觉，

就是一个信号，告诉我们应该再有个新

的起头。这如同十字路口的绿灯，是一

个信号，告诉你要再往前走。你已往走

过一段，因着红灯，你被挡住停下了，

现在红灯变绿灯，你就要继续再走前面

的路。请记得，里面的不满足就是属灵

路程上的绿灯。这个不满足，包括黑暗、

虚空、下沉、陈旧、软弱，也包括摸不

着主的同在，祷告没有味道，读经没有

亮光，讲台枯干，没有膏油等。我们有

这些感觉都不是偶然的，乃是一种信

号，告诉我们应该再有新的追求。 

 

这些日子，无论是和长老、同工，还

是和家负责交通，我们越交通，越接触，

越有一个感觉，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起 

我们需要有新的起头 

 

首先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盼望自己属

灵的经历，是一劳永逸的，这就错了。换

句话说，倘若我们盼望自己属灵的追求

只有一个起头，一个过程，到末了只有一

个终结，这盼望是完全达不到的。无论

谁，即使是使徒保罗在主面前属灵的经

历，都分作好多个段落，都是起一个头，

有一个过程，作一个结束；再起一个头，

再有一个过程，再作一个结束。召会历史

中，有许多属灵的人，他们在神面前都是

正常、标准的。然而，从他们的传记里，

我们发现他们的经历也都是分作好多个

过程。譬如，我们读盖恩夫人的自传《馨

香的没药》这本书，能读出她几乎没有堕

落过，即使有也是很轻微。然而，她的经

历也有好多次的起头。她常说，“我再更

新我和主之间的婚约。”每一次她更新和

主的婚约，就是一个新的起头，一个新的

开始。既是一个新的开始，在这之前自然

就有一个结束，告一个段落。所以，你我

的经历乃是有多次的起头，多次的过程，

7. 整洁的服事：召会全面恢复在会所的实体聚会。因此，请各区负责 
    各自使用的会厅的整洁。 



付的问题；但你若深入研读，就会看见

其中隐藏着对付的故事。这个追求主的

人，她在第一、二次达到了丰满之后，

因着留恋所达到的丰满，只顾到那个丰

满，而没有顾到主自己，结果当她再起

来追求主时，主就不那样快地给她得

着；这对于她乃是一个管教、教导和训

练，要叫她知道，在与主来往的事上，

是由不得她作主的，乃必须让主作主。

主要来就由主来，主要留就由主留，主

要去就由主去，不能由她作主。这在她

第二段的经历中，是非常清楚的。 

 

在我们的经历中，奉献和对付常是一

直持续，并且越过越深。开头时，奉献

是很粗浅的。也许你原来在世界里贪恋

宴乐，爱好罪恶，现在得救了，就愿意

把时间、金钱、体力都奉献给主，为主

使用。这样的奉献很不错，但还不够深

入。你必须再有奉献，也许主给你感觉，

在你深处还有一点保留，在某件事上你

和主还有争执，不肯放手。已往，主都

让你过去，但是这一次主不让你过去；

就在这里，你需要重新奉献。或许你目

前在时间、金钱这些外面的事上，反而

松一点，但主不在乎，因为主知道你是

奉献过的。主现在和你争的，是你深处

的问题。你头一天奉献时，里面就有一

个保留，那时主容让你，现在祂要你非

交出来不可。若是你不肯放手，主似乎

要收回祂的同在，你里头就无法活泼起

来。所以这时，你需要再有更深的奉献。 

 

所以，要有属灵的起头，原则总是要

有奉献和对付。然而，一次过一次在深 

头。可以说，整个召会已经到了一个大的

段落，需要有一个新的起头。否则，我们

无法避免落到形式的事奉里，落到宗教

的敬拜里。 

 

什么叫作形式的事奉，宗教的敬拜？就

是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等因奉此。在七、

八年前，这样事奉是活的、新鲜的；到了

今天，还这样事奉，就是死的、陈旧的。

以旧约的事奉为例，在摩西的时候是活

的，但到了一个时候，以色列的后裔虽然

仍旧照样事奉，却已失去活力，而变作死

的。今天，召会若要从这种情形里出来，

就必须有一个新的起头。这并不是说，要

换个新作法，换一条新的路。我们的立场

是对的，路是对的，事奉的作法可以说也

是对的，但里：头缺少新的活力，新的生

气。盼望所有事奉的人，对这个陈旧有感

觉，每个人都要先有一个新的起头，才能

影响众弟兄姊妹，叫全召会也有一个新

的起头。 

 

要有新起头，必须有 

新的奉献、新的对付 

 

我们要有新的起头，就必须有新的奉

献。每一次新的追求，都得有一次新的奉

献。或许有人会说，“我已经奉献过好多

次，好像再没有什么可以奉献了。”绝没

有这回事。每一次新的起头来了，我们都

得重新奉献。 

 

不仅如此，每一次新的追求，都得有新

的对付；有了新的奉献，还得有新的对

付。表面看，雅歌这卷书似乎没有讲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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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没有奉献的能奉献，没有对付的能

对付；奉献过的，现在沉下去了，能再

有更新的奉献；对付过的，现在不新鲜

丁，能再有重新的对付。有过属灵经历

的，到了一个段落，闷了、枯了，里头

暗了、沉了，我们能带他们重新起米追

求。我们若是一再地更新，旧的一再变

成新的，就不是维持、敷衍，而是真实

地在事奉了。 

 

我们都要将这些话带到主面前祷告。

不必看别人，乃要看我们自己目前的光

景，是否急需一个更新、一个复兴，急

需在主面前有新的奉献、新的对付。若

是主怜悯我们，给我们一个荣耀的显

露，吸引我们起来重新追求，或者使我

们感觉饥渴、沉闷、不满足，逼我们起

来再有追求；这在我们就是一个复兴。

只要我们这个人复兴了，更新了，在我

们身上的一切也都变作新的了。我们读

的圣经是新的，唱的诗歌是新鲜的，甚

至属灵书报也都新鲜了。愿主怜悯我

们，叫我们各人都有这种更新的复兴！

【摘自：召会的事奉与复兴的律，第二

篇】 

 

度上是有分别的。从前都是外面、粗浅

的，现在越过越深，越过越细。到一个地

步，甚至连你身上属灵的东西都要对付。

就如亚伯拉罕一样，最后连神的恩典为

他所成全的以撒，都得奉献（创二二 1～

19）。不仅他凭肉体所生的以实玛利要赶

出去（二一 9～ 14），连他凭神恩典的

应许所得着的以撒，都得献在坛上。这才

是深而且真的奉献。 

 

需要得更新，好有真实的事奉 

 

我们所有的工作和事奉，都应该在这种

经历的过程中。我们不该作一种仅仅维

持局面、敷衍了事的工作。什么叫敷衍了

事的工作？就是一般基督徒的光景：盖

一所礼拜堂，聘一位牧师，每主日作一次

礼拜，讲一篇道。这一次讲诗篇二十三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下一次讲马太五章

主登山训众，再一次讲加拉太五章圣灵

的九种果子（22～ 23）。讲的时候很不

错，讲过之后，众人都知道了，记住了；

但是这个知道和记住，对于听道的人，并

不产生什么影响，最多不过叫他们增加

一点圣经知识，并不能叫他们起来追求

主，经历主。这就叫作维持局面、敷衍了

事的工作。表面看，是一种宗教事工；实

际上一点光也没有，一点经历也没有。这

是不应该的。我们在各召会、各会所、各

分家里，都不该维持这样一个宗教的光

景。我们不该几年下来，一直叫人听道，

听的时候点头受感动，但回家后一点不

起作用。我们应该一直帮助人摸着属灵

的经历，或者在开头，或者在过程，或者

在终结。我们必须一直带人经历，带人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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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篇  寻求神的旨意（一） 造 就 

读经：约七 17，太十 29~31，罗八 14，

诗一一九 105，太十八 15~20，约壹二 27 

 

壹 必须遵行神的旨意 

 

在我们得救以前，我们所有的行为都

是凭着自己的心意去行的。那时，我们

是事奉我们自己，是讨我们自己的喜

悦；只要是自己高兴的，是自己喜欢

的，就去作。可是今天我们是信主的人

了。我们接受基督耶稣作我们的救主，

也承认祂是我们所事奉的主，承认我们

是被主买回来的人，我们是属于祂的

人，我们是归于祂的人，我们是事奉祂

的人。因此，我们得救以后，就得有一

个基本的改变，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

不能再凭着自己的喜好去行，乃是要遵

行神的旨意。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生活

的中心已经变更了。这一个中心，不再

是我们自己了，乃是我们的主了。我们

一得救，第一句话就要问：‘主阿，我

当作什么？’保罗曾这样问，（徒二二

10，）我们也应当这样问。我们遇见事

情的时候，应当对主说，‘主，不要照

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在定规

我们的前途的时候，在拣选我们的道路

的时候，总是应当对主说，‘主，不要

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我们所得着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一

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我们照着神的旨

意行。我们越遵行神的旨意，我们里面

就越喜乐。我们越不按着自己的意思

行，我们在神面前所走的路就越正直。

我们若再像从前那样按着自己的意思

行，不只不会使我们愉快，并且反而会

使我们痛苦。我们得救以后，越随从自

己的意思行事，就越痛苦，越没有喜

乐；越凭着新的生命行事，越遵照神的

旨意行事，就越平安，越喜乐。这是一

个奇妙的大改变。你千万不要以为凭着

自己的意思行能够喜乐。你信主之后，

若是不随着自己的意思行，而学习顺从

神的意思，学习遵行神的旨意，你就会

看见，这条路是平安的，是喜乐的。基

督徒的喜乐乃是在乎遵行神的旨意，不

是在乎随着自己的意思行。 

 

我们一作基督徒之后，就要学习接受

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支配一切。一个

人如果能柔软的服在神的旨意之下，就

能少走许多冤枉路。许多人的失败，许

多人生命没有长进，就是因为随着自己

的意思行。随着自己的意思行的结果是

痛苦的，也是贫穷的，并且最后还得照

着神的旨意行。因为神总是要借着事

情，借着另外的环境、另外的遭遇，叫

你服下来。除非你不是蒙神拣选的，神

就让你去；只要你是蒙神拣选的，祂就

要按着祂的办法，把你带到祂的面前来

走顺服的路。所以，一切的不顺服，不

过叫你多走许多冤枉路而已，结果你仍

然要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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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断定这是神的旨意。如果这三件事

中有一件与另外两件不和谐，那就还需

要等候。必须这三件事都合得起来，我

们才可以去作。 

 

一 环境的安排 

 

路加十二章六节说，‘五个麻雀，不

是卖二分银子么？’马太十章二十九节

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么？’

一分银子买两个麻雀，两分银子按理只

能买四个麻雀。但是主说，两分银子能

买五个麻雀。一分银子买两个，两分银

子买四个，再加上一个，可见麻雀是很

便宜的东西。但是，就是这么便宜的麻

雀，若是我们的神不许，一个也不能掉

在地上。这第五个麻雀，虽然是另外加

给人的，是不算钱的，但在神面前，一

个也不忘记；如果我们的神不许，这一

个麻雀就不能落到地上来。这明显的给

我们看见，所有事情的发生，都必须经

过神的许可。如果天上的父不许，就连

一个麻雀也不能落到地上来。 

 

一个人的头发有多少根，是难以计数

的。但是，主说，‘就是你们的头发，

也都被数过了。’（太十 30。）‘数过，’

按原文也可以译作‘号过。’没有一个

人知道自己的头发有多少根，谁也不能

数清自己的头发，但是，神把我们的头

发都数过了，都号过了。我们的神是仔

细到这个地步，认真到这个地步！ 

 

像一个麻雀那么便宜的东西，神都要

管，何况我们是祂的儿女！像一根头发 

贰 怎样知道神的旨意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知道神的旨意。

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地上的人，像

我们这样的人要来明白神的旨意，真是

谈何容易。但是，我们有一个安慰，就是

不只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并且神也要

我们遵行祂的旨意；不只我们要求明白

祂的旨意，并且神也要求我们明白祂的

旨意。神如果要求我们遵行祂的旨意，祂 

就必须使我们能明白祂的旨意。所以，把

神的旨意显明给我们看，乃是神的事。没

有一个神的儿女需要挂虑说，‘我无从

知道神的旨意，我怎么能够遵行呢？’这

一个挂虑是不需要的，神总有办法使我

们知道祂的旨意。（来十三 21。）我们

要相信，神必定会用适当的方法，给我们

知道祂的旨意到底如何。神把祂的旨意

告诉我们，这是祂的责任。如果我们的态

度是顺服的态度，我们的存心是顺服的

存心，我们必定能知道神的旨意。弟兄姊

妹必须学习相信：神会将祂自己的旨意

显明给我们。 

 

我们用什么方法来知道神的旨意呢？

一个基督徒要知道神的旨意，必须注意

三件事。如果这三件事能合得起来，就有

相当的把握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这三

件事是什么呢？（一）、是环境的安排；

（二）、是里面的感觉，或者说圣灵的引

导；（三）、是圣经的教训。这里所说（一）

（二）（三），并不是按着重要性的次序

排列的，也不是按着步骤的先后排列的，

不过表明有三件事而已。这三件事的见

证相同，能够在一条线上合起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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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怜悯。神要借着环境把我们堵住，逼

得我们非跟从祂不可。 

 

二 圣灵的引导 

 

神的手是显在环境中，但神并不乐意

我们一直作无知的骡马，神还是要在我

们里面给我们引导。罗马八章十四节

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

子。’我们是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

所以神不只在环境中引导我们，神也借

着祂的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来带

领我们。我们是有圣灵住在里面的人，

神的旨意就能从我们的最深处给我们

知道。 

 

以西结书有话说，‘我…也要将新灵

放在他们里面。’（十一 19。）又说，

‘我…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

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三六 26

～ 27。）我们要分别，‘新灵’与‘我

的灵’是不同的。‘我的灵，’乃是神

的灵。‘新灵’是我们重生的时候所得

着的灵。这个新灵像一个殿，像一个家，

能让神的灵住在里面。如果我们的里面

没有这一个新的灵，神就不能将祂的灵

给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没有地方可

住。历世历代以来，神乐意将祂的灵给

我们。但是，人的灵是污秽的，是旧造

的，是充满了罪的，并且是死的；所以，

即使神的灵要来住在人里面，也没有那

一个可能。必须人在神面前得着了重

生，有了新的灵，然后才有地位可以接

受神的灵，神的灵才能住在人的里面。 

 

 

那么小的事情，神都要管，何况其他的事

情！所以，我们一信主，就得学习从环境

中知道神的旨意。我们没有一件事是偶

然遇见的，没有一个遭遇不是经主量过

的。你的事业、你的环境、你的丈夫或妻

子、你的父母和儿女、你的亲戚和朋友，

一切的一切，神都替你安排好了。天天临

到你身上的事，都有神的安排在里面。所

以我们要学习在环境中知道神的旨意。

信主不久的人，也许还没有学会受圣灵

的引导，还不大知道圣经的教训，但是至

少能看见神的手在环境里。这是信徒最

初步的功课。 

 

诗篇三十二篇九节说，‘你不可像那无

知的骡马，必用嚼环辔头勒住它，不然，

就不能驯服。’许多时候，我们好像那无

知的骡马一样，需要神在外面用嚼环、辔

头拉住我们，勒住我们，我们才不会错。

你看见过赶鸭子的人么？赶鸭子的人手

里拿着长竿，鸭子要往左边去，他就用竿

子把它赶过来；鸭子要往右边去，他也

用竿子把它赶过来；鸭子没有办法，只

好走到正路上来。照样，你也可以把自己

交给主，对主说，‘主，我在你面前真像

无知的骡马，但是，我不要错，我要知道

你的旨意。求你用嚼环来勒住我，求你用

缰绳来拉住我。你一放手，我就跑错了。

求你把我圈在你的旨意里，求你把我赶

到你的旨意里。如果我要离开，就愿意你

干涉。别的我不知道，痛我知道。在我不

要你的旨意的时候，求你干涉我！’弟兄

姊妹，我们千万不要轻看环境的安排。许

多时候，虽然我们好像是作了无知的骡

马，并不体面，但是能被勒住，也就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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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信的弟兄姊妹，你一有新的灵，神的

灵就住在你里面了。神的灵自然会把祂

的旨意告诉你，你里面自然会有感觉。你

不只可以看环境的安排，并且里面能知

道，里面能清楚。所以，你不只应当学习

相信神在环境中的安排，也应当学习相

信圣灵在你里面的引导。在合式的时候，

在有需要的时候，神的灵在你里面会给

你光照，会给你感觉，会给你知道什么事

情是出于神的，什么事情不是出于神的。 

 

有一位弟兄，在没有信主以前是很喜欢

喝酒的。每年冬天，他都要喝大量的酒，

并且他所喝的酒还是自己酿造的。后来

他得救了，他的妻子也得救了。可是，他

识字不多，不大会读圣经。有一天，他预

备了一点菜，也预备了酒，像往年一样要

喝酒。他起来谢过了饭，问他的妻子说，

‘基督徒到底可以不可以喝酒？’他的

妻子说，‘我不知道。’他说，‘可惜这

里没有人可以问。’他的妻子就说，‘酒

也预备好了，菜也预备好了，今天先喝了

再说，以后再问好了。’后来他又谢饭，

谢饭完了，仍觉得不对。他想，现在是在

基督徒了，总该知道基督徒到底可以不

可以喝酒才对。他就请他妻子把圣经拿

来，但是，打开来一看，也不知从那里看

起，无从解决问题。后来有人遇见他谈起

这事，问他那一天到底喝了没有，他说，

‘那一天到底没有喝。因为里面的当家

不许可，所以就不喝了。’ 

 

所以，如果人真有意思要遵行神的旨意，

就必定能知道。只有里面马虎的人，才不

能清楚。若是真有意思要遵行神的旨意，

‘里面的当家’就要告诉他。那一位弟

兄所说的‘里面的当家，’就是圣灵。

人一信主，就有圣灵住在他里面，引导

他，作他的当家。神的旨意不只在环境

的安排上告诉我们，并且‘里面的当

家’也要告诉我们。 

 

圣灵的引导可以分作两类：第一类

是里面的催促，像行传八章二十九节的

‘圣灵对腓利说，你去贴近那车走；’

和十章十九至二十节的圣灵向彼得说，

‘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这些都

是里面的催促。第二类是里面的拦阻，

像行传十六章六至七节所说的‘圣

灵…禁止’和‘耶稣的灵却不许，’都

是指里面的拦阻。我们在前面所题到的

‘里面的当家不许可’的故事，也是里

面的拦阻。 

 

初信的弟兄姊妹要知道神的旨意，应

该懂得一点里面的感觉。神的灵是住在

人最里面的地方，所以圣灵的感觉不是

浅薄的，不是外面的，乃是从最深处出

来的。不像声音，又像声音；不像感觉，

又像感觉。神的灵会在你里面告诉你什

么是祂的旨意，什么不是祂的旨意。如

果你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只要你顺着这

个生命行，你就会觉得对；你如果对这

个生命有一点违背，有一点反抗，你就

感觉里面难受，就失去了平安。所以，

顺服生命是信徒该有的生活。你不要作

心里不平安的事。什么时候，你一感觉

不平安，你就应该知道圣灵在你里面不

欢喜，圣灵在你里面担忧。你作了不是

出于主的事，你里面必定不会平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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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你就知道神的旨意在今天是如何。

神的旨意绝不会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

样。在基督只有一是。（林后一 19。）

神对我们的旨意，绝对不会与圣经的教

训相反。绝没有神在圣经里所认为是错

的，而圣灵在今天竟会引导我们去作。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

的光。（诗一一九 105。）所以，我们

要明白神的旨意，要知道神怎样引导我

们走前面的路，就必须多读圣经，就必

须仔仔细细的读圣经。 

 

神借着圣经对我们说的话，可以分为

两种：一种是圣经原则的教训，一种是

圣经应许的话语。我们对于圣经原则的

教训，是靠圣灵的光照而明白的；我们

对于圣经应许的话语，是靠圣灵的引导

而得着的。比方：从马太二十八章十九

至二十节的主的命令中，圣灵告诉我

们，基督徒应当向人传福音，这是圣经

原则的教训。但是，如果你想要到某处

去传福音，这一个是不是神的旨意，那

就需要靠圣灵的引导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应当在神面前多有祷告，求神给你话

语。等到有一天，圣灵会把圣经上某一

句话或某几节圣经，有能力的、新鲜的、

活泼的放在你的里面，那就是圣灵给了

你应许的话语。这样，你就能开始知道

这是不是神的旨意。 

 

有的信徒用一种问卦式的方法来寻

求神的旨意，他们把圣经摆在面前，祷

告说，‘神阿，求你使我手指指的那一

节圣经，表明是你的旨意。’他们祷告 

 

越作越没有平安，越作越没有喜乐。如果

是出于主的引导，那就自然而然你有平

安，你有喜乐。 

 

可是，你不要过度的去分析里面的感

觉。你如果一直在那里分析，这个是不

是，那个对不对，结果你会一天到晚都弄

不清楚。有的人一直注意分析怎样是灵

里的感觉，怎样是魂里的感觉；他一直

在那里‘化验，’在那里分析，这一个对

不对，那一个对不对。这是非常不健康的

情形，这是一种属灵的病态。要把一个走

在分析感觉的路上的人领回到正常的路

上来，是非常困难的事。盼望你能避免这

一个难处。其实，一个人亮光不够的时候

才要分析；亮光如果够，就必定一目了

然，一点用不着花工夫去分析。你如果真

有意思要顺服神，你里面的引导必定会

相当的清楚。 

 

三 圣经的教训 

 

神的旨意不只在环境中彰显，不只借着

祂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知道，神

的旨意也借着圣经给我们知道。 

 

神的旨意是永远不改变的。已往的人遇

见许多事，神都在那里显出祂自己的旨

意来，那些事都记载在圣经里，所以，神

的旨意已经有许多原则和榜样记在圣经

里。一个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必须认真的

读圣经。圣经不是一本记载简略的书，圣

经乃是一本内容丰富的书，神的旨意已

经一件一件的在圣经里显明出来了，你

只要看已往在神的话语里的定规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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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了，仍闭着眼睛，把圣经打开，用指头

指在一个地方，然后开眼一看，就把这一

节圣经所说的话当作神的旨意。有些个

别的幼稚的信徒用这种方法来求问神，

心很迫切，所以神有时也会因着他们的

无知，迁就他们一下，给他们指示。可是，

这绝不是一种正当的方法，不但多数人

行不通，多数时候行不通，并且极有错误

和危险的可能。弟兄姊妹，请记得，我们

是已经有生命的人了，已经有神的灵住

在我们里面了，我们应当求神借着圣灵

把祂的话指示我们。我们总得在平日经

常的、好好的读圣经，记忆圣经节，好让

圣灵能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用我们读

过的圣经节对我们说话，给我们引导。 

 

现在我们把以上三件事合起来说一下。

这三件事的次序是不一定的。有时候先

有环境的安排，后有圣灵的引导和圣经

的教训；有时候先有圣灵的引导和圣经

的教训，再等候环境的安排。环境的安排

是与神的时间特别发生关系的。慕勒弟

兄寻求神的旨意时，常问三个问题：第

一，这工作是不是神的工作？第二，这工

作是不是神要我作的工作？第三，这时

候是不是神的时候？第一和第二个问题

可以从圣经的教训和圣灵的引导中去解

决，第三个问题要看环境的安排才能解

决。 

 

如果我们要知道里面的感觉是不是圣

灵的引导，我们也应当问两个问题：第

一，合不合圣经的教训？第二，有没有环

境的安排？如果不合圣经的教训，那当

然不是神的旨意；如果没有环境的安

排，那就还需要等候，也许我们的感觉

错了，也许神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这件事上，该学

习一个功课，就是要惧怕错误，不要主

观。我们可以求神把不是祂旨意的道路

都堵起来。 

 

也许有人要请你去作工，也许你有意

思要作某一件事，也许有人要劝你改变

你的前途等等，那么你用什么方法来知

道是不是神的旨意呢？你先把圣经的

教训看一看，到底神在祂的话语里，对

于这件事如何教训。然后，再问你里面

是如何。圣经这样教导你，你里面觉得

对不对？如果你里面的感觉与圣经所

写的不一样，那就证明你里面的感觉靠

不住，你就应当再等候、再寻求。如果

你里面的引导与圣经所写的是一致的，

你可以再仰起头来说，‘主阿！你的旨

意从来都是在环境中彰显的，绝没有我

里面的感觉是这样，圣经的教训也是这

样，而环境不是这样的。主！求你把环

境安排好，把环境与圣经的教训和圣灵

的引导摆成一条直线。’这样，你就会

看见，神的确是在环境中彰显祂的旨意

的。如果不是祂的旨意，一个麻雀都不

会掉下来。如果是神的旨意，那么，神

给我们在外面所看见的，和我们里面所

看见的，以及在圣经中所看见的，必定

是在一条直线上。只要你的里面是清楚

的，圣经的教训是清楚的，环境也是清

楚的，你对于神的旨意也就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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