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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2021 年秋季长老负责弟兄训练⸺『应付神的需要和主恢复中当前的需要』 

第三篇  需要发展我们在主里的信和我们对祂的爱 

丰富里。（腓一 19。）以弗所书六章

二十三节说，『愿平安与爱同着信，

从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与弟兄们。』 

爱同着信，是我们有分于并经历基

督的凭借。（提前一 14。）我们需要

信来配合、支持我们的爱。（多三

15。） 

 

如何发展这信呢？希伯来书十二

章二节上说，『望断以及于耶稣，就

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信

和爱乃在基督里之信徒难以拆双的

优越美德。（提前一 14。）信是叫我

们接受主而得神的喜悦，并得享约

翰福音所启示并供应给我们的神圣

生命。爱是叫我们享受所接受的主

而遵守主的话，爱主和属祂的人。

（约一 12，十四 21，来十一 6，约十

四 23，三 16，十三 34 ～ 35。）信

是欣赏、质实并接受三一神无限的

丰富。（弗三 16 ～ 17 上。）信是神

所赐我们，要我们用以接受那作三 

为着满足神的需要，完成祂新约的经

纶，我们需要发展并成全我们在主里

的信和我们对祂—我们没有见过的这

位—的爱。（约壹二 5，四 12。）彼

前一章八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

祂，却是爱祂，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

信入祂而欢腾，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

的喜乐。』我们虽然从未见过主耶稣，

却是爱祂；我们如今不得看见祂，却

是信入祂。借着信入主并爱祂，就得着

极大的喜乐，这是基督徒正常的光景。 

 

加拉太书五章六节说，『借着爱运行

的信，才有效力。』『信』接受了生命

之灵，因此满有能力。信借着爱运行，

完全了神的定旨，就是完成神儿子的

名分，使神得着团体的彰显—基督的

身体。（四 3 ～ 5，罗十二 4 ～ 5。）

爱与我们对基督的珍赏有关。（弗三 

17 ～ 18。）听信仰，唤起我们爱的珍

赏。（加三 2。）我们越爱主，信就越

运行，带我们进入那包罗万有之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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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每个在基督里之信徒的心都是

爱的心。（弗三 17。）我们在神的爱

里经历并享受神是父，乃是经历并

享受那是神素质之性质的爱，分赐

到我们心里。（罗五 5，8，八 35，

39，十五 30，林后十三 14。） 

 

我们要花更多的时间与主同在，是

绝对的花时间，是迫切的，是与主之

间亲密的，使我们能够浸没在这个

信里，被祂的爱充满。不要让仇敌用

很多东西、用网际网路、追求时髦來

抢夺我们的时间，以致我们的信也

少了、爱也冷淡了，在这世代末期的

人会是这样，但我们不该是这样。借

着花时间与祂面对面，使我们全人

被祂泡透占有，那时我们就完全的

活出祂、彰显祂。但愿我们的生活和

事奉真有这样的实际在增长，不停

滞，天天在增长。【摘自：新北市召

会周讯，第 522 期】 

一神具体化身的基督，使我们进入三

一神，与祂联结为一，得着祂作我们的

生命和生命的供应、并一切。（彼后一 

1。）爱是经历、享受并活出无限丰富

的三一神。（可十二 30，林后十三 

14。）爱是由信所发出来的，叫我们在

那些与我们共同信入基督的人身上，

活出三一神在基动督里的一切丰富，

使三一神得着荣耀的团体彰显。（弗三 

19 ～ 21。）爱是信徒将三一神供给、

传输同作信徒的人，使一切的信徒用

神那神圣超人的爱，彼此相爱，过那在

基督里的团体生活。（罗十二 4 ～ 5，

10。）我们对主的爱必须绝对。（太十 

37，约壹二 15，启十二 11。）在凡事

上给主第一位，乃是以起初的爱，上好

的爱来爱祂。（西一 18，启二 4。）

『爱神的意思，是把我们全人，灵、魂、

体，连同我们的心、心思和力量，（可

十二 30，）都完全摆在祂身上。这就

是说，我们全人都让祂占有，消失在祂

里面，以致祂成了我们的一切，我们在

日常生活里，实际的与祂是一。』（林

前二 9 注 1。） 

 

如何发展这爱呢？神已将祂的爱随

同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

里，作了我们里面的动力，叫我们在一

切的患难中得胜有余。（罗五 5，八 

39。）神的爱就是神自己。（约壹四 8。）

是爱的神乃是浇灌在我们心里的神圣

素质。因为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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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太 21:1-11 21:12-22 21:23-32 21:33-46 22:1-22 22:23-33 22:3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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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周。 

2. 本周“新约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启示录生命读经，第 10~11 篇。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初信造就”：第三十篇（请参阅周讯 

 第 7~11 页。） 
 

4. 本周继续追求“应付神的需要和主恢复中当前的需要 ”晨兴圣言：第三周。 

 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圣经之旅”第七册：第 4 课，书报追求进度： 

 “生命的认识”：第 1 篇。大专书报追求进度：“清心的人”：第 6~7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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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专户外相调 

  日期： 26/02（周六）至 27/02/2022（主日） 

  地点： Sematan Dynawood Beach Stay 

  对象：所有大专生和服事者 

  费用：每人 RM100（费用请付给林以应弟兄） 

  内容：信息、诗歌相调、爬山（Jungle Tracking）、海滩活动… 

  报名截止日期： 19/02/2022（周六） 

  报名表链接： https://forms.gle/FiJ7mmcqmHBQmyzj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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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古晋召会排中干训练（2 月 5 日）有录制成影音档案并已经上载

到古晋市召会的网站： https://thechurchinkuching.org/2022pm4gso/ 

圣徒们可随时上网重听或转发给没有参加的圣徒，好一同进入召会对于

小排恢复的负担。 

   2022 年古晋召会排中干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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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来文线上福音座谈──观看耶稣 

  日期： 27/02/2022（主日）  时间： 7:30PM  

  会议账号： 899 8783 3196   会议密码： 3927 

 

3. 2022 年马来西亚英语特会 

  日期： 18-20/03/2022  特会平台： ZOOM   

  费用：每人 RM30  报名截止： 21/02/2022（周一） 

  备注： 请以区为单位收集名单（中英文姓名，性别，语言，出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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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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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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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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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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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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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2022 六会所 27/02/2022 一会所 



 基督的俘虏 交 通 

是要经历基督，并且经历得深刻，经历

到灵里，你我就都得作基督的俘虏。换

句话说，你我都得作个被基督打败的

人。我们许多得救的人，直到今天还没

有被基督打败过，还不是基督的俘虏。

我若问你，你被基督征服了没有？你会

说，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这意

思是，有的时候祂征服你，有的时候你

征服祂；有的时候你是主的俘虏，有的

时候主是你的俘虏。试问，是你征服主

的时候多，还是主征服你的时候多？也

许你会说，从前是你征服主的时候比较

多，现在是主征服你比较多。所以，在

这里我们看见，我们虽然都得救了，但

是还没有完全作主的俘虏。 
 

被主俘掳才有基督的香气 
 

在希腊的典故里，香是摆在俘虏手

里，由俘虏来撒的。我要请问所有青少

年的服事者，你们在服事青少年时，有

没有香气？为什么你们服事时没有香

气？因为你们没有被主俘掳。主的香只

能摆在俘虏手中。你是被主俘掳了，主

才把香摆在你手里。你在什么事上被俘

掳，你在什么事上就有主的香气。有的

青年人在服事上，真像金鱼缸一样，是

碰不得的，稍微不如意就破了。为什么

这样？因为没有被主俘掳，没有被主征

服。所以，你们若是要在服事青少年的

工作上，在青少年的聚会里，散放基督

的香气，你们首先要被基督俘掳。我们

众人都要被基督俘掳。 
 

为主作工最有果效的人，就是被主俘

掳的人。你被主俘掳有多少，主的香气

在你身上发散就有多少。你若没 

读经：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至十六节。 
 

我们是基督的俘虏 
 

哥林多后书里的比喻非常奇妙，首先，

它说到我们是基督的俘虏。二章十四节

说，“感谢神，祂常在基督里，在凯旋的

行列中帅领我们。”这在希腊文里有个典

故，就是在罗马帝国，当一个将军打了胜

仗，得着成群的俘虏时，就把他们摆在他

凯旋的行列中，带回京城，展示他所得的

胜利。那些俘虏手里拿着香末，一面走，

一面撒。到了京城，百姓们都出来观看，

庆祝将军的得胜。在庆贺时，有的俘虏被

斩杀，有的俘虏被留下。所以，这个香气

能叫人死，也能叫人活。在死的人身上，

这香气是死的香气；在活的人身上，这

是活的香气。使徒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基

督就是那得胜的将军，祂打了胜仗，在祂

的俘虏当中有一个就是保罗。这保罗原

来是与基督为敌的，但是他被基督俘掳

了。 
 

基督在今天有个得胜的行列，祂把我们

这些被祂俘掳的人，都摆在这行列之中，

叫我们带着基督的馨香，从一处到另一

处，散放基督的馨香之气。保罗说，“感

谢神，祂常在基督里，在凯旋的行列中帅

领我们。”当我们在这凯旋的行列中，庆

祝基督的得胜时，我们乃是带着基督的

馨香之气，并散放这香气。这香气对于那

些正在得救的人，是生命的香气；对于

那些正在灭亡的人，是死的香气。 
 

作基督俘虏的经历 
 

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作基督俘虏的经

历。全本哥林多后书给我们看见，我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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虏，所以，基督的香就在他们手中；他

们撒香就是传福音。我们的福音之所以

传不出去，必是因为我们被主俘掳得不

够。你在校园中传福音没有能力，不能

带人得救，就是因为你被基督俘掳得不

够。若是在你的亲友、邻舍、同学、同

事中间，你是被基督俘掳的，在你身上

自然就有基督的香气。这样，你的福音

定规有能力，或者叫人死，或者叫人活。

这一个生死之权，乃是在于你究竟有没

有被主俘掳。 
 

我的负担是要让你们知道，你我今天

要经历基督，就必须作基督的俘虏。特

别是同工们，谁被基督俘掳得厉害，谁

作工就有能力。这不在于你的口才或恩

赐，乃在于你是否作基督的俘虏。你的

意志要被主俘掳，你的主张、思想要被

主俘掳，你的目的要被主俘掳，你的爱

好要被主俘掳。你总得在一切事上被主

征服，被主俘掳。 
 

我们得救之后，就开始有属灵的争

战。首要的争战，不在于和鬼魔的争战，

乃在于和我们的主争战。因为我们还没

有降服主，还没有被主完全征服，还没

有作主的俘虏；所以，主在我们身上还

不能作什么工。我们要看见，不在于我

们听了多少的道，查了多少圣经，或明

白了多少事情，乃在于我们被主征服了

多少，被主俘掳了多少。在你的家庭生

活里，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以及在你的

召会事奉里，你在各方面都要学习是个

被主征服的人。你被主俘掳得越多，你

手中的香就越多，你就越有基督的香

气；结果你在主手中的用处也就越多。

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每一个都是主的

俘虏。【摘自﹕经历基督作众圣徒的分，

第十篇】 

有被主俘掳，身上没有主的香气，即使你

从岁首到年终，每主日都服事青少年，你

的工作还是没有多少果效。然而你若被

基督俘掳，也许你的诗歌唱得不好，故事

讲得也不高明，没有多少条理，并且和你

一同服事的也轻看你，但因着你是主的

俘虏，有主的香气，你还是能影响许多

人。 
 

今天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是否有基督

的馨香，乃在于我们是否作了基督的俘

虏。若作妻子的不是基督的俘虏，那就是

可怕的妻子。若作丈夫的没有被基督俘

掳，那也是可怕的丈夫。作丈夫和妻子的

馨香，就在于两者都是被俘掳的人。我要

对即将结婚的青年人说，在你们进入婚

姻生活之际，你们必须知道，你若要作个

香甜的丈夫，就必须是一个俘虏；不是

被你的妻子俘掳，乃是被基督俘掳。同样

的，要作个香甜的妻子，也要被基督俘

掳。若是你今天结婚，请记得，你是被俘

掳着结婚的。你一被俘掳，你手里就有基

督的香，你就能散放基督的香气。 
 

在校园里担任教职的圣徒，你在学校若

没有被基督俘掳，你身上就没有香气。你

应当作个被基督俘掳的教员。你本来是

基督的仇敌，今天你被打败了，作了祂的

俘虏。这样，你身上就有祂的香气。 
 

所以，你若要经历基督，尝到基督，享

受基督，首先就要被祂俘掳。你必须作祂

的俘虏，这样，你才能作祂的活信，作祂

的面镜，作祂的器皿，作祂贞洁的童女。 
 

被主俘掳作工才有能力 
 

使徒保罗的话给我们看见，使徒们原来

都是与基督为敌的，但基督把他们征服

了，基督把他们掳来了。他们是基督的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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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篇 婚姻（一） 造 就 

一个基督徒要作得好，必须把所有基

本的问题，都好好的对付过。如果有一

个基本的问题，不管是在家庭里，或是

在职业里，没有对付好，下面就有许多

的问题出来。只要有一个难处，就够叫

基督徒受到耽搁，不能在神面前走正直

的路。 

 

今天要说到婚姻的问题。初信的弟兄

应该知道，主的话对于他们的婚姻到底

怎么说。我们要从各方面来看这一个问

题。 

 

壹 婚姻是圣洁的 

 

关于婚姻的问题，第一个要解决的，就

是性的感觉的问题。我想我们必须清

楚，人有性的感觉，像人有饥饿的感觉

一样。饥饿的感觉如果是身体天然的要

求，性的感觉也同样是身体天然的要

求。一个人有饥饿的感觉，乃是自然的，

并不是罪。一个人想去偷着吃，那是罪，

那不是自然的。照样，人有性的感觉也

是自然的，并不是罪。乃是人用不正当

的方法来满足自己的要求，那就要落到

罪里去。 

 

我们要看见，人的婚姻乃是神所定规

的，乃是神所开始的。所以性的感觉是

神给人的。婚姻的规定，不是在犯罪之

后的事，乃是在犯罪之前的事。婚姻的

规定，不是在创世记三章之后的事，乃

是在创世记三章之前的事。在创世记二

章里，神就规定了。所以，性的感觉的

产生，乃是在罪还没有进入世界之前就

有的，不是在罪进入世界之后才有的。

因此，人有性的感觉，绝不是罪。在这

一个感觉的里面，没有罪的成分。并且，

这一个感觉乃是神自己所创造的。 

 

这一点，初信的弟兄们必须弄清楚。我

在这三十年相信主和事奉主的过程中，

曾接触过许多青年弟兄姊妹。我遇到许

多的人，在婚姻问题上受到搅扰。他们

因为不知道神的定规，不清楚神的话，

就无谓的受到良心的控告。他们有这一

个感觉，就以为是有罪。他们有这一个

要求，就以为是有罪。有的弟兄弄到严

重的地步，甚至疑惑神的工作，只因为

他有性的感觉。要知道，以性为罪的思

想，是异教的思想。我们对于神的话要

看得准。人觉得肚子饿不是罪，照样，

人有性的需要也不是罪，这是天然的感

觉。 

 

希伯来十三章告诉我们说，‘婚姻，人

人都当尊重。’（4。）婚姻不仅是该尊

重的，并且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看见，

神不只认为性是天然的，神也认为性是

圣洁的。 

 

有一位梅尔博士，是和慕迪同工的，他

写了许多书都是最好的。他特别注重造

就。他曾说，‘只有全世界最污秽的头

脑，才以为性是污秽的。’我想，这一

句话是最好的。乃是因为人自己污秽的

缘故，所以把污秽的思想带到性里面

去。人如果是清洁的，就凡事在他身上

都是清洁的。人如果是污秽的，就凡事

在他身上都是污秽的。因为他的头脑是

污秽的，所以什么事情到他身上，他都

往污秽里去思想。现在我们要看见，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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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乃是清洁的。在神所规定的性的关

系，乃是圣洁的、清洁的，而不是污秽

的。 

 

保罗在提前四章一节、三节说到，在末

后的时候，要有鬼魔的道理出来。在这

些鬼魔的道理当中，有一部分是禁止嫁

娶。在这里你们要看见说，鬼魔的道理，

也是为着寻求圣洁。彭伯所写的书，曾

清楚的指明说，将来有人因追求圣洁，

所以禁止嫁娶，以为没有嫁娶就能作一

个圣洁的人。但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

说，禁止嫁娶乃是鬼魔的道理。所以，

你们要知道，神没有禁止嫁娶。 

 

人不应该因着有异教看法的缘故，良

心受无谓的控告。性的感觉，是天然的，

不是罪。乃是注意到如何对付这一个感

觉的时候，才会发生问题说，到底会不

会变作罪。不是没有感觉的存在的问

题。有感觉的存在，乃是自然的，不是

罪。要看怎样对付这一个感觉，才能说，

有没有罪。这一件事要彻底的解决，不

然良心有了控告，就不能长进。那些罪

不是事实上的罪，乃是因着不明白而产

生的。 

 

贰 婚姻的基本性质 
 

一 为要彼此帮助 

 

婚姻，乃是神所定规的。在创世记里你

就看见，神说一个人独居不好。当神作

创造的工的时候，神对所造的一切东

西，样样都说好。除了第二天之外，天

天祂都说，祂所造的是好的。第二天，

因为空中是撒但的地方，神没有说好，

其余每一天神所作的都是好的。但是到

了第六天，神造人才造一个的时候，神

不只没有说好，反而说不好。神说，‘那

人独居不好。’不是说人造的不好，乃

是说人只造了一个，只造了一半，所以

说不好。 

 

神替亚当造一个配偶，也是在第六天

造的。神把夏娃造出来，就带到亚当面

前。所以夏娃的产生，乃是为着婚姻。 

 

‘配偶’这个辞的意思：要把她配上

去，才能叫他得着帮助。这个字在希伯

来文的意思就是能配他，给他帮助。 

 

有许多读圣经的人，常常注意这一句

话。当神造人的时候，神在那里需要有

男人加上女人。但是圣经说，神造人。

所以神造人，乃是造男人也造女人，那

才成功作一个人。好像说，神起头的时

候，先造一半的人，然后看看人是一半，

所以再造一个。两个半个合起来，才成

功作一个。两个半个合起来，才是完全

的。所以，等夏娃造好之后，才说祂的

工作是好的。这给我们看见说，婚姻不

是人起头的，乃是神起头的。婚姻的起

点，不是在人犯罪之后，乃是远在人犯

罪之前。人不是第一天受造就犯罪，人

是第一天受造就结婚。神把夏娃造好之

后，第一天就带给亚当。这不是犯罪之

后的事。婚姻的事，乃是神发起的。 

 

在创世记二章神的创造里，有婚姻。到

了约翰二章，也就是主耶稣刚出来传道

的时候，在迦拿也有婚姻，主耶稣把酒

加进去。这就给我们看见，主不只许可

这件事，并且称许这件事，嘉许这件事。

你在那里看见说，主耶稣不只在人结婚

时出席，主并且帮助他作得更好。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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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不。你乃是说，‘我不给你

偷，任何地方都不可以偷。’偷东西绝

对是罪，是不能安排的。骄傲绝对是罪，

是不能安排的。但性不是绝对的罪，所

以男人应该有自己的妻子，女人应该有

自己的丈夫。不然的话，保罗这一句话

就是为肉体安排。我们知道，使徒不为

肉体安排，所以这不是罪。婚姻不是神

为肉体安排。我们要在这里把婚姻摆在

最高的地位上，看见婚姻是圣洁的，是

神自己所设立的。 

 

因为罪进来，婚姻能防止罪的产生，

所以要有婚姻。这不是为肉体安排，这

里面有相当清楚的分别。 

 
保罗在林前七章说到婚姻的问题，在

起头的时候就说，男人不能主张自己的

身体，女人也不能主张自己的身体。

（4。）保罗在这里的教训是够清楚的，

夫妻除非为了事奉主的缘故，否则就不

应该分开，免得有奸淫。（5。）神为着

防止奸淫的缘故，就定规说，男女应该

结婚，并且应该不分开。 

 

保罗在这里用相当重的字眼，题起

说，有的人是感觉过强的人。性的感觉

过于强烈，为免欲火攻心，保罗说，应

该结婚。（9。）保罗没有责备这样的人。

保罗没有说，‘你有强的感觉是错的，

你有强的感觉是罪，所以要为肉体安

排。’保罗说，‘你有强的感觉，你要

结婚。与其有强的感觉，倒不如结婚

好。’所以，神的话对于这件事非常清

楚。性的感觉不是罪。就是性的感觉相

当强的人也不是罪。并且神规定，性的

感觉强的人应该结婚。不要一面又不结

婚，一面又落到罪里面去。这就是主给

我们看见的。 

 
 
 
 

婚姻这一件事，是神所发起的，也是主耶

稣所特别嘉许的。所以这一件事是完全

出于神的。 

 

在这里，你们就看见婚姻在神面前的地

位。神的目的乃是要有一个丈夫，有一个

妻子，是能够彼此帮助的，所以称他的妻

子作配偶。‘配偶，’希伯来文的意思是

说，要配他，来帮助他。可以说是‘配

助。’你们在这里看见说，神要人有一个

共同的生活，要彼此有交通，彼此有帮

助。这是神的目的。 

 

二 为要防止犯罪 

 

在旧约，罪还没有进来的时候，神已经

设立了婚姻。到了新约的时候，保罗在林

前七章，就给我们看见说，因为有罪进来

的缘故，不只不禁止婚姻，反而变作更需

要婚姻。 

 

婚姻能防止罪。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

为了要免去奸淫的罪的缘故，男人应该

有自己的妻子，女人应该有自己的丈夫。

（2。）在林前七章里面，保罗并没有定

性的感觉为有罪，他反而给我们看见，男

女都应该结婚，才能防止罪。 

 

你们记得，保罗说，不要为肉体安排。

（罗十三 14。）比方有一个人，会犯骄

傲的罪。保罗不能对他说，‘你这一个人

骄傲，常常犯罪；因怕你到处骄傲不对，

就让你在家里骄傲吧！如果有地方骄

傲，就不骄傲了。’如果这样作，这就叫

作为肉体安排。你要骄傲，我安排一下，

叫你不至于骄傲。神从来不这样作。再比

方一个欢喜偷东西，你不能说，‘你这个

人这样欢喜偷，太不好了，我现在许可你

偷某某弟兄的东西，就免得你偷别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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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缠着。’（27。）许多时候，人一

结婚就不得自由，人一结婚就有许多事

情要作。因为有妻子缠着，所以就不得

不作。第二，结婚的人有苦难。他说，

‘肉身必受苦难。’（28。）人一有婚

姻，自然而然肉身的苦难就必加增，叫

他不能专心事奉主。第三，结婚的人是

为着世上的事挂虑。（32～ 34。）这一

个为着世上的事的挂虑，主耶稣在马太

十三章说，很容易把麦子挤在荆棘里

面，不能够结果子。（22。）总而言之，

结婚在家庭的事情上有它的难处：有

缠累，有苦难，有挂虑。 

 

保罗的这些话，不只是对作工的人说

的，也是对所有的弟兄姊妹说的。人如

果守童身，能够省去许多难处。保罗没

有命令叫他们守童身，但是读保罗的

话，保罗的倾向是要人守童身。保罗在

那里没有什么自己的主张，只是将事实

告诉弟兄们，你们如果结婚是好，因为

能够免去犯罪的危险；可是结婚要叫

你们多有缠累，多有苦难，同时多有世

上的挂虑。 

 

二 什么样的人可以守童身 

 

保罗在下面就给我们看见说，什么样

的人可以守童身。他说，有的人，有神

的恩赐的人，就可以守童身。守童身乃

是神的一个恩赐。这个人接受神的恩赐

是这样，那个人接受神的恩赐是那样。

若是我需要结婚，连结婚也是神的恩

赐，没有恩赐就结婚不来。所以保罗说，

‘各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

个是那样。’（林前七 7。）守童身的

人，有神的恩赐；结婚的人，也有神的

恩赐。 

 

 
 

 

这样，婚姻的设立，就变作有旧约和新

约两个不同的方面。在旧约里，乃是给我

们看见说，有一个配偶，给我们帮助。在

新约里乃是说，能够防止犯罪。所以今天

在基督徒的婚姻中，一面是注意彼此的

帮助，一面是为着防止犯罪。 

 

三 为要一同受恩 

 

第三，彼得在他的前书三章七节说，妻

子乃是‘一同承受恩典的器皿。’换句话

说，神喜欢夫妻一同来事奉祂。神欢喜有

亚居拉、百基拉来事奉祂，欢喜有彼得和

他的妻子，犹大和他的妻子，一同来事奉

祂。 

 

所以，在基督徒的婚姻里，有三个基本

的性质。一个是彼此帮助，一个是防止犯

罪，一个是两个人在神面前一同受恩。不

只是一个人作基督徒，乃是两个人作基

督徒。不只是一个人受恩，乃是两个人共

同受恩。 

 

叁 守童身的问题 

 

另一面，圣经也给我们看见说，有的人

虽然有性的感觉，可是他这个感觉不强，

没有需要来满足这个要求。圣经就劝这

样的人守童身。 

 

一 守童身的好处 

 

不是说，童身比结婚更圣洁。（指着属

灵方面的。）但是，守童身的人，的确能

够将身体的力量，完全用在主的工作上。

这一个，也是在林前七章里题到的。 

 

保罗给我们看见说，结婚的人有三个难

处。第一，结婚是一个缠累。他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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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给我们看见，守童身的人的的确确更

容易进天国。我们必须承认，马太十九

章里‘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人，’（12，）

相当明显是说到守童身与天国发生关

系。我们不敢说，守童身与天国发生什

么关系，但是我们能说，守童身的的确

确对于进天国有上算的地方。所以，主

才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有的人为着进天

国的缘故自阉，要守童身。 

 

不只如此，到了启示录十四章，你看

见那些初熟的果子（十四万四千人），

都是守童身的；羔羊无论往那里去，他

们都跟着。（3～ 4）这十四万四千人是

特别早被提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守童

身的的确确与被提发生关系。将来我们

要知道，守童身的人的的确确在进天国

和被提的事上上算。至于今天呢？保罗

说，守童身的的确确能够减少苦难，能

够好好的事奉神。 

 

这一件事，我们只能摆在弟兄姊妹面

前。因为人必须没有性的强迫才能作。

必须自己能够定规才能作，也必须在环

境上有这一个安排，没有什么特别的需

要才能作。我们就是按着圣经的教训，

很客观的摆在弟兄姊妹面前，让各人在

神的面前有挑选。 

 

 

一个守童身的人，第一个条件，就是只

有性的感觉，而没有性的强迫。你们知

道，在有的人身上，性的力量是强迫他；

在有的人身上，是只有性的感觉，而没有

性的强迫。凡是没有性的强迫的人，就可

以守童身。 

 

第二，自己有意思守，而且是坚定的。

三十六至三十七节说，‘若有人以为自

己待他的童贞不合宜，也过了年岁，事又

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成亲

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

事，并且由得自己作主，心里又决定留下

童贞，如此行也好。’（原文。）保罗给

我们看见说，守童身乃是人自己有这意

思，人自己要。不只是我这一个人没有性

的强迫，并且是我自己要守童身，我自己

有意思守童身。若有人以为说，我这样待

我的童身不对，他就可以结婚，若有人有

意思守童身，有倾向守童身，并且是坚定

的要在这里守，这一个人就可以守。所以

心里的坚定是需要的。 

 

第三，必须没有环境上的难处。三十七

节题起说，‘没有不得已的事。’有的人

在环境上有难处，不容易安排。有的人如

果要守童身，也许家庭里有许多难处。所

以必须在环境上有安排，才能守童身。 

 

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守童身的三个

基本条件：（一）感觉不强迫。（二）心

里坚定的要这样作。（三）没有环境上的

难处。这三个条件都具备了，就能够守童

身。 

 

三 守童身与天国和被提发生关系 

 

守童身的人，的的确确是能够在神面前

多得着的人。我想，马太十九章是够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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