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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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六篇 认识并传布那按照 

时代的职事之今日的真理—神永远经纶的最高福音 

儿子，也就是说，人的后裔要成为神

圣的儿子。我们所传的福音，不该降

低到我们以为是人所能懂的标准

上；我们应当传扬拔高的福音，绝

不能把观念降低；我们必须相信，

在人里头有一种神所创造的能力，

为着接受并领会神的事物。我们必

须根据整本圣经，一点一点的陈明

神永远经纶的真理；这是主所给我

们特别的托付。    

 

『大卫的后裔要成为神的儿子』，

是说到基督借着复活被标出为神长

子的过程。（罗一 3～ 4。）罗马一 

章三至四节乃是应验撒下七章十二

至十四节上半豫表中的豫言，揭示

一个奥秘—神成为人，使人在生命

和性情上得以成为神，只是无分于

神格。神在祂经纶里的福音和祂的

目的，乃是要将神建造到人里面，并

将人建造到神里面；这建造就是神 

 

  

 

神在一个时代里所作特别的恢复与

工作，就是那个时代的职事；时代的

职事将现有的真理供应给神的子民；

彼后一章十二节的『现有的真理』，也

可译为 『今日的真理』。虽然所有的

真理都在圣经里，却因着人的愚昧、不

忠心、失职和不顺服，以致许多真理都

失落了，向人隐藏起来。重新显现的真

理并不是神的新创造，乃是人的新发

现；每一个主的工人都需要在神面前 

求问，什么是现有的真理。神的真理是

累积的，而不是推翻已往；我们今天

所看见的，都是神累积的启示。但愿神

恩待我们，叫我们不作『现有真理』的

落伍者。  

   

神借着今时代的职事所赐给我们现

有的真理，神圣启示的最高峰，乃是神

永远经纶的启示；神永远经纶的福音

乃是那给祖宗之应许的福音，（徒十三 

32，）就是应许大卫的后裔要成为神的



有注解是向我们开启圣经最有效的

钥匙；这些不是取代圣经，乃是带

领人进入圣经。我们必须把恢复本

的经文和注解并生命读经的信息，

当作教科书，用祷告研读；我们若

仅仅轻率的阅读，只会得着暂时的

滋养和灵感；但是当我们所读的在

我们得着光照的记忆里成为真理，

这话就成了我们常时、长期的滋养。

生命读经信息的用意和目标是要打

开圣经真理的矿藏，让我们进去挖

掘。主已将这些宝贵的真理给了我

们，叫我们不仅将这些真理传给基

督徒，更传给不信者；主今天所需

要的，乃是千万爱祂、向祂活，不知

道别的，只知道祂恢复的亲爱圣徒，

同走一条路，传布同样的真理，使他

们成为忠信并精明的奴仆，按时分

粮给主的子民；这样，我们就会完

成主对祂恢复的使命。【摘自：新北

市召会周讯 507】 

成为人（大卫的后裔），使人成为神（被

标出之神的儿子）。    

 

『大卫的后裔要成为神的儿子』，说

到我们借着复活被标出为神众子的过

程。（来二 10～ 11。）基督已经被标

出为神的儿子，但我们仍在标出的过

程中，就是在得以子化，得以成为神的

过程中。神儿子的生命已经栽种到我

们灵里；我们现今就像种在地里的种

子，必须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使外面

的人被销毁，却使内里的生命得以从

我们里面长大、发展，至终开花；这就

是复活。在复活里，基督在祂的人性里

被标出为神的儿子；借着这样的复

活，我们也在被标出为神儿子的过程

中。 我们被标出、得以子化、得以成

为神的过程，乃是复活的过程，有四个

主要的方面—圣别、变化、模成和得

荣。 被标出之过程的关键是复活，就

是内住的基督作为我们灵里兴起的

灵，标出的灵，生命的能力。我们急切

需要学习如何照着灵而行，享受并经

历那标出的灵。我们越摸着那灵，就越

被圣别、变化、模成、荣化，而在生命 

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以

建造基督的身体， 终极完成新耶路撒

冷。   

 

我们需要使用生命读经的信息以及

恢复本连同注解，而被神永远经纶的

最高真理所构成，并传布这最高的真

理。生命读经的信息连同恢复本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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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太 11:1-15 11:16-30 12:1-14 12:15-32 12:33-42 12:43-13:2 1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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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周。 

2. 本周“新约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启示录生命读经，第 2~3 篇。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初信造就”：第二十八篇（请参阅周讯 

 第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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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周。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圣经之旅”第六册：第 18 课， 

 书报追求进度：“爱神”：第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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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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会全面恢复实体小排 

  请各区，各排圣徒交通，跟随召会的号声，于 17/1/2022 之后全面恢复 

  实体的小排。我们需要化整为零，重组，重构，以小单位的方式，建立 

  生机的活力小排生活。愿更多的家愿意为主及圣徒打开，恢复使徒行传 

  里挨家挨户的召会生活。 
 

2. 古晋召会排中干成全 

  日期： 05/02/2022（周六） 

   时间： 9AM ～ 3PM（四堂聚会） 

   报名对象：所有有心愿的弟兄姊妹      

  报名截止日期： 24/01/2022   

  负担：改观念，重新建立小排，以实行神命定之路，达到人人尽功用，

     排排动起来，过生机活力的生活，带进繁殖与扩增。 

  备注： 1.  此成全乃是实体聚会，不是线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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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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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2 年马来西亚相调特会 

  日期： 01-03/02/2022  特会平台： ZOOM   

  费用：每人 RM30  报名截止： 23/01/2022（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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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费用。费用可汇款进召会的银行户口，汇款收据注 

     “MYB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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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22 年国际华语特会 

 日期： 18-20/02/2022 费用：免费 

 报名截止： 24/01/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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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第十一届中、壮年成全训练（第一学期-线上） 

  训练日期：全程─ 08/02-27/05/2022， 

         短期一： 08/02-04/03/2022 ，短期二： 08/03-01/04/2022， 

            短期三： 05-29/04/2022 ，短期四： 03-27/05/2022  

   训练费用：每月 RM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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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东马福音真理生命事奉成全训练（两个月实体成全训练）报名通启 

  训练日期： 06/04 ～ 29/05/2022 

  训练对象：修完九号(Form 5)、高中三及十一号(Form 6)的弟兄姊妹。 

  训练费用：每人 RM1000 

  报名截止日期： 21/02/2022（周一） 

  备注：报名相关详情，请到办公室索取并参阅报名表格。 

  联络人：黄夏俊弟兄（016-8744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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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会所公共区域整洁轮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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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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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主日早上会所巡逻服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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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1/2022 六会所 30/01/2022 一会所 

1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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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段 会所 范围和职责 

22/01 
（周六）    

六  
范围： A 三楼(羽球场)，小会厅，三楼外面走廊及厕所。 

职责：扫，抹会厅和走廊，清理厕所，清理鸟粪。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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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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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范围： A 二楼大厅，四围厕所(包括半层)，两边外围走廊 

23/01 
（主日）     

职责：扫，抹会厅和走廊，排椅子，清理厕所。 

二   
范围： C 底楼走廊，四楼天台，会厅，C 楼前，后园艺 

职责：扫，抹地板和长板凳，修剪花圃，割草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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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记介言 交 通 

有一天祂成为人。祂是完整的神，也是

完全的人；因此祂称为神人。我们只能

在基督里看见神，离了基督或在基督之

外就看不见神。同样的，只有在基督里

才有真正的人性。离了基督，我们看不

见真实、实在、真正的人。 

 

  基督来是遵行父的旨意，（约六 38，

四 34，五 30，）以完成神的经纶。祂在

地上生活，尝尽了人生的各方面。然后

祂上到十字架，完成了包罗万有的死。

三天后，祂在人性里复活；借着复活，

祂把祂的人性带到神性里，使祂的人性

成为神儿子的一部分。（罗一 3～ 4。）

这样，祂成了神的长子，并且重生我们

作神的众子。（罗八 29，彼前一 3。） 

 

  祂是神成为人；我们是人，要在生命

和性情上（不是在神格上）成为神。祂

是源头，我们是产品；产品必须和源头

一模一样。因此，我们这些神的儿女，

（约一 12，）乃是在生命和性情上（但

不是在神格、神位上）与神一样。整体

而言，我们乃是基督的身体。基督作头，

我们作身体，就形成一个新人。（弗四

24，西三 10～ 11。）作为在基督里的

信徒，我们都是这新人的一部分。这是

关于神经纶之神圣启示大略的轮廓。 

 

我们若没有看见这个神经纶的管治

原则，就无法明白圣经。我们读圣经时，

若没有这样的看见，就会误解圣经。这

是为什么我在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得

记的信息中指出，我们最重要的一件

事，就是看见神的经纶。这三卷书不仅 

 

 

 

  我们读圣经这本书中之书时，需要清楚

看见，它不是一本道理的书。严格说来，

圣经什至也不是一本真理的书。那么，圣

经到底是什么？圣经乃是神圣的启示。

希腊文里的‘启示’一辞，原文意揭开遮

盖、隐藏的事物。圣经完全是神对于祂自

己、宇宙和人类的启示。我越研读圣经，

就越深信圣经不是人写的，乃是神写的。

圣经里有许多话，只有神才说得出来。 

 

  要明白圣经这神圣的启示，我们需要智

慧的灵，使我们能认识；也需要启示的

灵，使我们能看见。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祷

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

父’，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弗

一 17。）这指明我们需要神圣的智慧，

以明白神圣的启示。天然人的头脑和一

般人类的知识，无法领略神的启示。为这

缘故，我们需要灵。感谢神，祂为我们造

了这样一个器官！约伯记三十二章八节

上半说，‘在人里面有灵。’神特别为我

们造了灵，使我们能够认识祂。今天我们

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好认识并看见遮

盖、隐藏的事物。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认识圣经。惟有

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认识圣

经。我们越看见这个，就越会祷告：‘主

阿，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怜悯和祝

福。主，我们需要你这灵和这话，否则我

们可能一再读圣经，却仍一无所知。’ 

 

圣经作为神圣的启示，是启示神永远的

经纶，这个经纶乃是为着一个特别的人

位－基督。基督从永远里就是神自己，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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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的职事带进了那作神出口的

申言者职分，并那为着神行政的君王职

分。神所命定的祭司职分该作两件事：

说神的话，以及执行神的行政，就是神

对祂子民行政的对付。因此，祭司一面

是神的代言人，另一面是神的代表。他

们说神的事，也在神的行政中代表神。

因着祭司职分在以利的时代已经变得

陈腐、衰微，撒母耳就被兴起，顶替了

那陈腐、衰微的祭司职分。撒母耳没有

失败；相反的，他在拿细耳愿中的职

事，结束了士师职分，而带进那为神说

话、作神出口的申言者职分，以及那为

着神行政的君王职分。 

 

  我们要了解撒母耳可能有点困难，但

要了解扫罗很容易，因为他和我们都犯

同样的毛病。扫罗的生活是肉体的生

活，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不论我们是

那一国人，我们都是扫罗。扫罗肉体的

生活，侮辱、得罪了在神圣行政中的君

王职分，而使他失去这职分；他使神圣

行政中神的君王职分蒙羞。就某种意义

说，许多信徒也作同样的事，以致失去

他们的君王职分。 

 

  大卫与扫罗是一个对比。扫罗的生活

是肉体的生活，但大卫的生活是敬虔的

生活。‘肉体’一辞指堕落的人，而‘敬

虔’一辞指与神是一的人。扫罗肉体的

生活，使他失去君王职分，但大卫敬虔

的生活，使他获得了那在神经纶中的君

王职分。然而，大卫的放纵情欲，却玷

污、破坏了神那圣别的君王职分。虽然

大卫没有完全失去君王职分，他却失去

了其中的大部分；神只留给他一个犹

大支派。 

仅是历史书，更是关于神经纶之神圣启

示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在这几卷书中有

许多的豫表（即图画、描绘），给我们看

见我们如何能有分于神的经纶。这个原

则与撒母耳记上、下的原则是一样的。以

上这几卷书都是关于神经纶之启示的一

部分，包含我们如何有分于神经纶的图

画。 

 

  为着撒母耳记上、下的生命读经，我们

需要有智慧和启示的灵，来看见这两卷

书所启示的。在撒母耳记上、下有四个主

要人物－以利、撒母耳、扫罗和大卫。在

这里我要简短的说到他们这几个人。关

于这几个人，最重要的点可用下面四句

话来表达，这也是撒母耳记上、下的摘

要： 

 

一  以利在百姓堕落中的失败，带进了 

  那陈腐之祭司职分的衰微。 

 

二 撒母耳在拿细耳愿中的职事，结束

 了士师职分；而带进了那作神出口

 的申言者职分，并那为着神行政的

 君王职分。 

 

三 扫罗肉体的生活，侮辱了在神行政

 中的君王职分，而使他失去这职分。 

 

四 大卫敬虔的生活，使他获得了那在

 神经纶中的君王职分，而他的放纵，

 却玷污了神那圣别的君王职分。 

 

  在撒母耳记上一开始，就有一幅以利失

败的图画。这失败是在以色列人堕落时

发生的。以利是带进那陈腐之祭司职分

之衰微的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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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篇 理财之法（一） 造 就 

读经： 

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你们要给

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

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

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

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提摩太前书六章七至十节：‘因为我

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

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

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

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

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

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

苦把自己剌透了。’ 

 

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至十九节：‘你

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

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

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

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

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

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节：‘少种的少收，

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 

 

玛拉基书三章十节：‘万军之耶和华

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

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

否为你们敝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你

们，什至无处可容。’ 

 

箴言十一章二十四节：‘有施散的，却

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 

腓立比书四章十五至十九节：‘腓立

比人哪，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

马其顿的时候，论到授受的事，除了你

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

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

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我并不求什

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

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

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

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

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

神必照祂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壹 要按着神的原则理财 

 

今天我们要题到奉献钱财和施舍的

事。一个人在变卖一切之后，自然而然

逐渐还要有收入，钱还要回头来，那应

该怎样处理呢？一个人一次把所有的

钱都舍了，不是说，钱在这一个人身上

就再没有力量了。有的人，也许一次把

钱舍了，以后钱在他身上逐渐又会有

力量，他又会把钱看作是属乎自己的。

所以，信徒在神面前，应当学习继续的

把钱往外给。 

 

基督徒理财的方法，和不信的人理财

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基督徒理财的方

法乃是给。不信的人理财的方法，乃是

积蓄。今天我们要题起的问题，乃是基

督徒应该如何活在地上，才会永远不

缺少？神应许我们活在地上不缺少。

天上的飞鸟没有缺少粮食，地上的百

合花没有缺少美衣，神的儿女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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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由于没有按着神的方法来理财。

我们如果按着神所里。定规的律来用

钱，我们就不会落到贫穷。 

 

我们再读路加六章三十八节。这一段

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供给什么种的人。

你们必须看见，神肯供给。神如果要供

给，像出埃及记里所说的，叫你吃得呕

出来，叫你吃得讨厌了，这在神没有难

处。千万不要想神是贫穷的。千山的牛

是祂的，万山的羊是祂的，所有的都是

祂的，但为什么神的儿女贫穷？为什

么神的儿女缺乏？不是神不能供给。

但是，我们必须作一件事，合乎神的条

件，才能得着神的供给。祷告得答应是

有条件的，连得救恩还是有条件的，就

是相信。每一件事都有它的条件，必须

我们作得对，才能够得着。照样，我们

要得着神的供应，也要满足神的要求。

祂的要求是什么呢？乃是给人。主说，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 

 

叁 要给人就必有给你的 

 

我曾看见好几位弟兄，情形相当困

难，都是因为他们的给不行，不是因为

他们的收入不行。圣经里给我们看见

一个基本的原则：要丰富，就得给；

要贫穷，就可保留。谁在那里只为自己

着想，谁定规是贫穷的人。谁在那里学

习给人，他定规丰富。神的话怎么说，

就是怎么一回事。你们如果要避免贫

穷，你们就要常常给。你越拿出去，神

越给你。你肯把你所有余的给人，人也

欢喜在将来的时候，把他所有余的给

你。你如果把二十分之一给人，人也把

二十分之一给你。你如果把一千分之

一给人，人也把一千分之一给你。 

 

 

缺少衣食。神的儿女如果有缺乏，定规

有缘故，有毛病。所有在收入上有困难

的弟兄姊妹，都是因为没有按着神的原

则来理财。 

 

你们如果有一次将你们的理财一起变

卖来跟从主，从今以后就要抱着神的原

则来作。如果你不按着神所定规的方法

来作，你就必进入因苦的地步。许多神

的儿女，都要学习理财。我告诉你们，

若不学习如何管理自己的钱，就会碰着

许多难处。今天我们就是来看，我怎样

才能得着神的富足？ 

 

贰 神的供给是有条件的 

 

我们信徒活在地上，我们的衣食，我们

一切的需用，都得仰望神。如果没有神

的怜悯，我们就没有法子过日子。就是

财主，也得靠神。在抗战期间，我们看

见许多财主也没有衣，也没有食。许多

人有一天要后悔。保罗说，不要倚靠无

定的钱财。人若贪财，就多愁苦。只有

信靠主的人，虽然也许没有什么积，但

是主不给我们有难处，主能够供给我们

一切的需用。不过我们需要知道，神供

给人是有条件的。 

 

神如果能够养活天上这么多的飞鸟，

神也能够养活我们。老实说，如果有人

要养活这么多的飞鸟是不成功的，如果

有人要下肥料去养活地上那么多的百

合花，也是不成功的。但是，神有够多

的丰富，可以养活天上的飞鸟，可以养

活地上的百合花。神也有够多的丰富，

可以养活神的儿女。神不要我们有一个

缺乏，没有法子生活。所有的人，陷落

到缺乏的时候，都是由于自己有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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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给你。不过祂说

一句话；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

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如果是计较

的给人，算得很精明的给人；当神感

动人来供给你的时候，也是算得很精

明的给你。 

 

你要给人，人才给你。许多人根本没

有学给人，却老要神听他的祷告。你必

须先给人，才能有收入。所以无论什么

时候，若没有给你的，定规是你这几

天，在给人的事情上出毛病。我信主蒙

恩，到今天已经二十几年了，我能够作

这样的见证。你在给人的事上出了毛

病，你就会缺乏。 

 

肆 两个理财的见证 

 

一 莫尔先生的故事 

 

英国莫尔先生是生命和信心报的主

笔，他在主面前有许多长处。认识圣经

是他的长处之一。他是靠着主过日子

的人，常常缺乏，常常有试炼。因为他

认识路加六章三十八节这一节圣经，

所以每一次他有缺乏的时候，总是对

他的妻子说，这几天我们在给的事上

定规出了问题。他不是说，家里东西一

点都没有了。乃是说，这几天，‘给’

出了问题。 

 

有一次，莫尔家里差不多什么都没有

了，英国人顶要紧的是面粉，连这个他

都没有了。等了一两天，什么东西都没

有人送来。他就对妻子说，定规我们家

里有东西太多。你看见他不是求主给

面粉，反而是说，定规我们东西太多，

所以主不给。他们就跪下来祷告，求主 

 

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人也用什么量

器量给你。你怎么对待你的弟兄姊妹，

神也按着你待人的度量来待你。你肯把

养生的给人，人也就把养生的给你。你

把你毫无用处，绝不会用的给人；人也

就把毫无用处，绝不会用的给你。许多

人的收入出毛病，是因为支出出毛病。

人如果支出不出毛病，他的收入很不容

易出毛病。神的话相当清楚。你给人，

主就给你。你不给人，主也不给你。许

多人只有信心求神给他钱，可是没有信

心把钱给出去，怪不得他也不能有信心

从神那里把钱收进来。 

 

弟兄们，从你们一开始作基督徒，就要

在用钱上学习一个基本的功课。基督徒

有一特别的理财方法；我要怎样收入，

我就得怎样支出。换句话说，基督徒的

理财是量出为入。世界上的人是量入为

出，我们是量出为入。你如果出去多少，

你就会进来多少。所以一切爱财的人，

一切斤斤较量的人，都是不能接受神的

钱的人，都是不能受神的供给的人。 

 

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他应当仰望

神来顾到他的需要。但是只有一种的

人，是神肯供给他的需要的，就是肯拿

出来的人。主在这里用的字很奇妙；祂

是说，‘用十足的升斗。’当神给人的

时候，绝没有计较，从来是宽宏的。我

们的神，从来是阔的。我们神的杯从来

是洋溢的。神从来不小气。祂说，祂如

果给我们的话，就是十足的升斗。祂给

人的时候，乃是连摇带按。你们买过米

么？许多卖米的人，不肯让你摇一摇升

斗，稍微一量就倒出来。但是主说，连

摇带按。不只，还要上尖下流。我告诉

你，我们的神，是这样阔的神。祂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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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们看见，在家里有什么东西多了。 

祷告完起来，就从屋顶小楼起，把每一

件东西都看过，问问看这一件是不是太

多。连小孩子的东西也都看过了，都是

仅仅够用。他就对主说，家里实在没有

多的东西。主，你不给我，是你错了。

停了一停，他对他的妻子说，主不会错，

定规是在我们家里的东西太多。他们又

查，查到地下室，看见前些日子人送他

们的一箱奶油。他看见这一箱的奶油，

就非常欢喜，对他的妻子说，这一定是

多的。 

 

他们两个年纪都相当老，这一个功课

已经学了许多年。他们知道主的话：你

们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他们就很急

的，要将这一箱奶油给人。要拿给谁

呢？他在那里是负责的人，他就把所有

穷的弟兄姊妹看一看，无论谁都送他一

块。两个老夫妻，把这一箱奶油用刀切

成一块一块包起来，就送到这些弟兄姊

妹家里去。这样一包一包送完以后，就

对他的妻子说，现在我们样样都清楚

了。他们就跪下来，祷告说，‘主，我

提醒你一句话，你曾说过：‘你们要给

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请你记念，我

没有面粉了。’ 

 

那一天大约是礼拜六，在这么多接受

他奶油的人家中，有一家是一个很穷的

姊妹，而且是残废的，一天到晚躺在床

上。她好些日子都是吃面包，没有吃奶

油。所以她祷告说，‘主，求你怜悯我，

给我一点奶油。’她祷告不多的时候，

莫尔来了，送她一块奶油。她就因此感

谢主。等一等，她仰起头来说，‘虽然

我们的弟兄莫尔，什么都不缺少，把奶

油送给我吃；但是，如果他有缺少，主，

求你听他的祷告。’因为莫尔从来不叫

人看见他有缺少，人根本不觉得他有

缺少；并且还有人在那里传说，莫尔

是一个很有钱的弟兄。他常常给人东

西，像这一次，又买了许多奶油，分送

给这么多人。但这一个姊妹，在那里祷

告说，‘如果他有缺少，求你听他的祷

告。’大约就是在那一天，没有过两三

个钟点，莫尔就收到两袋的面粉，他的

难处就过去了。 

 

我告诉你们，神的话每一句都应当相

信。有许多人有一个难处，就是不把神

的话当作神的话来相信。莫尔就是把

神的话当作神的话来相信。凡不给人

的，定规没有人给你。你如果给人，就

定规有给你的。所以，我们要学习给

人。不是给人就完了，给人乃是叫神给

我们。这是基督徒理财的原则。你家里

的东西一多，你别盼望神来给你。 

 

曾有一位同工告诉我说，二十几年

来，钱留在我们手里，定规出事情。在

给人的事情上有毛病，在收入上也定

规有毛病。总是越想要人的越没有，越

给人的就越有。许多人把自己所有的

抓在手里，所以神让他只抓那一点。他

们没有学习给。给的恩典如果不在你

身上，神的恩典也就不在你身上。你对

于人没有恩典，神在你身上也就缺少

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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