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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2021 年十二月半年度训练⸺『撒母耳记结晶读经』 

 

并延展无限之基督的预表。（申八 7 

～ 10。）撒母耳记的预表给我们看

见，新约信徒能如何并该如何享受

基督作神分给他们的分，以建立神

的国，就是召会。（西一 12，太十六 

18 ～ 19，罗十四 17。）在我们与神

的合作中，我们需要享受基督到一

个地步，使我们对基督的享受成为

神的国，在其中我们与基督一同在

生命中作王。（罗五 17，十四 17。） 

 

再者，我们需要看见撒母耳记所启

示的神圣三一。神对祂所拣选之子

民的定旨不是仅仅击败仇敌，完全

占有美地，乃是要他们在地上建立

国度。神要成就祂的心愿，得着一个

彰显，就需要国度；国度就是一个

范围，使神在其中得着彰显。在带进

国度的事上，撒母耳记是极其重要

的。由于士师记中悲惨的光景，所以

急切并迫切需要一个像撒母耳这样

的人。撒母耳是拿细耳人、祭司、申 

结晶读经即从圣经本文中找出真理

要点的内在意义。本篇结晶可识为此

次训练的总论。我们进入本篇信息时，

需注意以下三个辞：『合作』、『神的

国』、以及『神圣的三一』，因这三项

乃是本信息的支柱。首先需要看见撒

母耳记的中心思想乃是，神经纶的成

就需要人的合作—成为肉体的原则。

成为肉体的原则是，神进到人里面，亲

自与人调和，使人与神自己成为一；

这样，神在人里，人在神里，有同一个

生命并过同一个生活。（约十五 4 ～ 

5，加二 20。）我们需要对这事实有深

刻的印象：神经纶的成就需要我们的

合作；意即我们需要与神绑在一起。

（林前六 17，约十五 4 ～ 5，林后六 

1。）在撒母耳记中，与神合作这件事，

由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撒母耳、和大卫

在积极一面的历史，以及以利和扫罗

在消极一面的历史所例证。并且，借着

成为肉体的原则与神合作，跟个人对

美地的享受有关；美地乃是包罗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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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撒母耳记的中心思想以及所启示的神圣三一 



22。）急切需要有人像哈拿一样，为

着神的目标有得胜的祷告，并为着

够资格的人能像撒母耳一样为神使

用，了结神子民当中混乱的光景，并

带进君王和国度而祷告。我们要以

祷告应付神今日的需要，就需要基

督作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和一切祭物

的实际，我们也需要会幕的应验，就

是作神居所的召会。神国的实现乃

是要来的国度，这国度将由主耶稣

带进来，但需要有人像撒母耳一样，

与神圣三一合作而带进国度。我们

需要领悟，要有得胜的祷告并带进

国度，何等需要神圣的三一。（太六 

10，13。）三一神同祂的具体化身、

祂的救赎和祂的灵，正在将我们构

成合用的人，好为着祂的再来和国

度。（林后十三 14。）我们要看见一

件相当重要的事：今天三一神与我

们有牵连，在我们里面运行以成就

祂的旨意，完成祂的目的，并满足祂

心头的渴望。【摘自：新北市召会周

讯，第 534 期】 

 

 

 

言者和士师；这四重身分使撒母耳够

资格成为带进君王并设立国度的人。

撒母耳作祭司、申言者和士师并不是

神的目标；神的心意是要设立国度连

同君王； （撒上八 7，十三 14 ；）而

带进君王以及设立国度，端赖神圣三

一与祂百姓的牵连。要使这样一位撒

母耳得以兴起并完成托付，极其需要

神圣的三一。（一 10 ～ 11，20，十六 

1 ～ 3。）为此，撒母耳记详细、细致

的启示神圣的三一；撒母耳记所记载

之历史紧要的点，乃是需要神圣的三

一。因耶和华使哈拿不能生育，这迫使

她有迫切、一再奉献的祷告；她受神

主宰并隐密的推动，祷告要得一个男

孩子，绝对为着主。（撒上一 5，10 ～

12，15。）我们在撒母耳记可以看见，

三一神同祂的具体化身和救赎，完全

牵连在产生撒母耳和大，好带进神的

国这件事上。神圣的三一启示于大卫

受膏作王。（撒上十六 1 ～ 3，13。）

在这些经节中，我们看见三一神是耶

和华，以及三一神的灵是耶和华的灵，

油预表神的灵，所献上的母牛犊预表

基督作祭物；所以，神圣的三一牵连

在大卫的受膏里，使大卫作以色列的

王。大卫一生的经历完全牵连着神圣

的三一。 

 

第三，我们还需要看见我们当前的光

景和神今日的需要，原则上与撒母耳

时代的光景和需要是相同的。（八 4 ～ 

2 



报

告

事

项 

 
 
 
 
 
 
 
 
 
 
 
 
 
 
 
 
 
 
 
 
 

3 

1. 全召会集中事奉聚会 

 日期/时间： 04/0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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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合作，好使祂的旨意得以行在 

   地上，并使祂永远的定旨得以成就。 
 

2. 呈交小排重组名单 

 请各区区负责或排负责于 04/04/2022（周一）前，呈交一份重组及 

 调整后的名单给会所办公室。借着确定的名单，使负责弟兄们能更 

 有效并适当的给予关心和帮助以全面恢复实体的小排生活。愿圣徒 

 们一同进入召会的负担和带领，积极跟随羊群的脚踪，同心合意， 

 带进主的祝福。 

  

3. 中、壮年线上成全训练（专题课程） 

 日期： 20/04-26/05/2022（每周的周三和周四，共十二堂） 

 时间： 7:30PM ～ 9:15PM 

 费用：每人 RM30 

 报名截止： 11/04/2022（周一） 

 备注：报名请联络许信源弟兄（016-8884120）。费用可汇款进召会 

   的银行户口，汇款收据注“MAT Special”。 

 
 
 
 
 

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可 11:1-16 11:17-33 12:1-27 12:28-44 13:1-13 13:14-37 1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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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周。 

2. 本周“新约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启示录生命读经，第 24~25 篇。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初信造就”：第三十二篇（请参阅周讯 

 第 7~12 页。） 
 

4. 本周开始追求“撒母耳记结晶读经”晨兴圣言：第一周。青少年共同追求 

 进度：“圣经之旅”第七册：第 11 课，书报追求进度：“生命的认识”： 

 第 7 篇（第壹至肆大点）。大专书报追求进度：“生命的认识”：第 9 篇。 

 
进 度 

https://us02web.zoom.us/j/83361032392?pwd=d0RwV1BMVXJIa0V4QlVEdjZ1N1Nodz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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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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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口罩和扫描   

       Mysejahtera。 

 

5. 青少年和大专服事者成全相调 

  日期： 02/05/2022（周一）  

  时间： 9:00AM ～ 12:30PM（会后有午餐相调） 

  对象：青少年和大专服事者及有心愿服事的弟兄姊妹。 

  地点： A107 会厅  

  报名截止： 18/04/2022（周一） 

  备注：请以区为单位收集名单（姓名），并将收集好的名单转发给 

    古晋市召会的 WhatsApp（+6082-48225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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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主日早上会所巡逻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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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2022 四会所 17/04/2022 六会所 

时段 会所 范围和职责 

02/04 
（周六）    

六  
范围： A 三楼(羽球场)，三楼外面走廊及厕所。 

职责：扫，抹走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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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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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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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楼走道，前门楼梯，旁边楼梯 

职责：扫，抹走廊，排椅子，清理厕所。 



 爱有效能（二） 交 通 

拾 神赐给我们的，乃是爱的灵 
 

神赐给我们的灵，乃是我们那由圣
灵重生并内住之人的灵。这灵乃是
爱的灵，因此也是能力并清明自守
的灵。（提后一 7。）我们可能自以
为很有能力，也清明自守，但我们的
灵却不是爱的灵。我们与人谈话的
方式可能满了能力，并且也清明自
守，但是我们的谈话却使人受威吓。 
 
保罗说，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恩赐如

火挑旺起来。（6。）神所赐给我们
主要的恩赐，乃是我们重生的灵，连
同祂的灵、祂的生命和祂的性情。我
们必须把这恩赐如火挑旺起来。这
意思是说，我们必须激动我们的灵，
使我们的灵火热起来。罗马十二章
十一节说，我们应当灵里火热。如果
我们的灵不是爱的灵，我们却把这
灵如火挑旺起来，那就会消极的把
整个主的恢复烧毁。我们必须有一
个火热的爱的灵，而不是一个焚烧
的权柄的灵，那会造成损害。凡在提 

捌 爱是一切属灵美德的总结， 
也是结果子的因素 

 
爱是一切属灵美德的总结，也是结果

子的因素，必要充足的供应我们，使我
们丰富的进入基督的国。（彼后一 5 ～
11。） 
 
玖 基督的身体在爱里把自己 

建造起来 
 

基督的身体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弗四 16。）以弗所书一再的使用
‘在爱里’这辞。（一 4，三 17，四
2，15 ～ 16，五 2。）神在创立世界以
前，在爱里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
基督的身体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生命的长大是在爱里。在已过这几年
里，我们宝贵主给我们看见神圣启示
的高峰。我所担心的是，我们可能谈论
高峰的真理，但在我们中间却缺少爱。
如果这是我们的情形，我们就是自高
自大，而没有建造。基督的身体乃是在
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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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1，5 ─ 4，

9 ─ 4 

  A 一楼：厕所，走道，大门楼梯及 A 至 B 楼 
 的阶梯。 

3 ─ 3，9 ─ 2 
  B 底楼： B 底楼厕所，走道，通往 A 楼底下层 
 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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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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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我们必须与一班寻求主的人一
同追求爱。这就是活力排。 
 
拾肆 我们属于基督的表记 

 
彼此相爱是我们属于基督的表记。

（约十三 34 ～ 35。）我们不需要一
块外在的牌子，表明我们是属于基
督的。在主恢复里的众圣徒，若都彼
此相爱，全世界就会说，这些人是属
于基督的。 
 
拾伍 神的爱使我们得胜有余 

 
神的爱使我们胜过一切的境遇而

有余。（罗八 35 ～ 39。）我们若要
得胜有余，就需要基督的爱和神的
爱。 
 

拾陆 爱是极超越的路 
 

林前十二章的末了启示，爱是极超
越的路。（31 下。）一个人如何作长
老？爱是极超越的路。一个人如何
作同工？爱是极超越的路。我们如
何牧养人？爱是极超越的路。爱是
我们申言并教导人极超越的路。为
着我们的所是和所作，爱乃是极超
越的路。 
 
爱是有效能的。我们应当爱每一个

人，甚至爱我们的仇敌。如果同工和
长老不爱那些不好的人，最终长老
和同工就会无事可作。我们必须借
着一无分别的爱恶人也爱好人而得
以完全，像我们的父是完全的一样。
（太五 48。）我们必须像我们的父一 

摩太后书题到的，都是我们面对召 
会的堕落时所必备的条件。我们如何
能胜过召会的堕落？我们人的灵必须
是火热的爱的灵。在今日召会的堕落
下，我们都需要有如火挑旺的爱的灵，
使我们在灵里是火热的。这样，爱才是
有效能的。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大多数同工的灵

都是‘能力’的灵，而不是爱的灵。我
们需要爱的灵，好征服今日召会的堕
落。我们不该说什么或作什么去威吓
人。反之，我们说话或行事，都该一直
凭着已经如火挑旺起来的爱的灵。这
是主的恢复所需要的。 
 
拾壹 不爱弟兄的，仍住在死中 

 
约壹三章十四节下半说，不爱弟兄

的，仍住在死中。我们可能自以为是活
的，却是死的，因为我们不爱弟兄。我
们若不爱弟兄，我们就住在死中，并且
是死的；但我们若爱弟兄，我们就住
在生命中，并且是活的。 

 
拾贰 要追求爱 

 
林前十三章说到爱，然后十四章一开

始就说到，我们在羡慕属灵的恩赐时，
要追求爱。（1。）我们羡慕恩赐，同
时也必须追求爱。否则，恩赐会使我们
自高自大。 

 
拾叁 与那清心寻求主的人 

一同追求爱 
 

我们要胜过召会的堕落，就必须与那
清心寻求主的人一同追求爱。（提后二

5 6 



然而，有些召会是逮捕罪人的警察
局，也是审判这些人的法院。保罗的
态度不是这样。他说，‘有谁软弱，
我不软弱？’（林后十一 29 上。）当
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的
妇人到主那里时，祂对他们说，‘你
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先拿石
头打她。’（约八 7。）当众人都离
开后，主问那犯罪的妇人，说，‘妇
人，那些人在那里？没有人定你的
罪么？’她说，‘主阿，没有。’然
后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10

～ 11。）谁是没有罪的？谁是完全
的？保罗说，‘向软弱的人，我就成
为软弱的，为要得软弱的人。’（林
前九 22。）这就是爱。我们不该以为
别人是软弱的，我们不是软弱的。这
不是爱。爱遮盖人并建造人，所以为
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在我们的所是
所作上，爱乃是极超越的路。【摘
自：活力排，第八篇】 

样完全，因为我们是祂的众子，是祂的
种类。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如何作长
老和同工？乃是在每一方面都凭着
爱。我们必须爱任何一种人。主耶稣
说，祂来是作医生，不是为着强健的
人，乃是为着有病的人。主说，‘强健
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
着。’（九 12。） 
 
召会既不是逮捕人的警察局，也不是

审判人的法庭，乃是养育信徒的家。作
父母的都知道，他们的孩子越坏，就越
需要父母的养育。如果我们的孩子是
天使，就不需要我们作父母养育他们。
召会是爱的家，为着养育儿女。召会也
是医院，为着医治并恢复有病的人。最
后，召会也是学校，为着教导并造就尚
未学习的人，就是那些没有多少认识
的人。召会既是家、医院和学校，同工
和长老就应当与主是一，在爱里养育、
医治、恢复并教导人。 

 第三十二篇 夫妇（二） 造 就 

陆 必须叫爱生长 

 

第六，在家庭里要作得好，必须叫爱能

长，不要叫爱死。 

 

常常有年轻的人问说，爱会死不会

死？今天我能够在这里回答说，爱会

死，并且容易死。爱，像所有有机的东

西一样，需要喂养，需要食物。爱一没

有食物就死了。你饿它，它就要死。你

喂它，它就生长。 

 

爱是婚姻的根基，爱也是家庭的根基。 

爱引两个人去结婚，爱也维持两个人在

家庭里。你如果好好的喂养它，爱是很

容易生长的。你如果饿它，爱是很容易

死掉的。有许多人在结婚之前有爱，所

以他们去结婚。在结婚之后，他们就下

手去饿他们的爱，所以他们的爱就逐渐

的死掉。 

 

没有爱的结合是一件痛苦的事，没有

爱的家庭更是一件痛苦的事。在一个家

庭里没有爱，也许在目前，在中年以前

还不觉得；但是到老年的时候，你就要

看见说，这一个家庭是何等不行，是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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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的家庭。那一个分别就大。所以要学

习在中年以前，就喂养你家庭里的爱。

要想法子喂养它，自然而然在这一个家

庭里就充满了爱。 

 

有一点还要注意的，就是说，每一个结

婚的人，都应该找出对方所怕的是什

么。绝对不要放纵自己随便的生活。每

一个人都有他所最恨，他所最怕的东

西。这一个恨，这一个怕，有的是人道

德上的弱点。我就盼望作丈夫的，自己

乐意有一点迁就；我也盼望作妻子的，

也有一点迁就，彼此有纠正。有的没有

道德上的弱点，却是对方所怕的，是对

方所最不欢喜的，如果有这样的事，盼

望你这一边要完全迁就。 

 

我题起一两件事。前几年，我读过一个

故事。在美国，有一个丈夫，到法庭去

告他妻子虐待他。这一个故事，是有一

点好笑，但是也很可怕。这一个丈夫怕

单调的声音。他就是怕这一个。他和他

妻子两个人爱相当深，但是，结婚之后，

不到两年就不行了。他的妻子就是喜欢

织绒线，一直有一种声音，他受不了。

听了一年两年，到第七年，就到法庭上

去告她，说她在精神上虐待他。法官说，

织绒线没有罪，不能离婚。他说，我没

有结婚的时候，我看她像羊羔一样，我

爱她。姞婚了一年，我看她就是喜欢织

绒线，而且不是织了就算，乃是织好了

又完全拆掉，再织，就是喜欢织。弄到

一个地步，不只我今天不要看见绒线，

就是到街上去看见一只羊，我就想杀

它。你如果不让我离婚，我把人家的羊

杀了，你不要怪我。你们觉得这一个问

题么？这是事实上的难处。他的妻子觉

得织绒线没有什么，但是作丈夫的因怕 

 

织绒线，甚至连羊也要杀掉。 

 

请你们记得，每一个人都有他所恨、所

怕的东西。在这里里面没有道德的问

题。一个人不喜欢听单调的声音，这就

是他的特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点，

那一个特点是没有道德的问题在里面

的。每一个家庭要成功，作丈夫的，作

妻子的，千万不要作一件事你看是不要

紧，而另一个看是非常要紧的。你作一

件事，他在那里忍不住，而你毫无感觉，

这是会使家庭出问题的。 

 

我在上海，常常和家庭来往。在我旅行

的时候，也常常和家庭来往。家庭里的

问题，所争的都是非常小的事。在旁的

人面前，在朋友面前，以为是小的事，

是无所谓的。但是，这些小的事，天天

如此，常常如此，到一个地步，对方的

忍耐都用光了，这一个家庭马上就要出

非常重大的问题。 

 

所以，你们在神的面前要看见说，两个

人同居是非常细嫩的事，不是容易的

事，不要以为可以随便。你所以为不要

紧的事，刚好是另外一个人所恨的事，

他就以为你给他精神上的虐待了。 

 

柒 不能自私 

 

第七，在家庭里有另外一个条件，非常

要紧，就是不能自私。 

 

你如果结婚，你就得活出来像一个与

人结婚的人。你不能活出来不像一个结

婚的人。一个人结婚，林前七章说，要

讨对方的喜悦。（33 ～ 34。）家庭的难

处，恐怕自私算是最大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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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接到我家里来，是为着我生活的

利益，是为着我生活的好处。结果，这

个家庭定规出事情，如果一个妻子以为

说，我是宇宙的中心，所有的人都应当

为我而活，所有的人都应当为着我的喜

乐。我找到了一个人，就能够达到我奴

役的目的。所有的人都在她的四围，她

是中心。现在她把丈夫拿来，要达到她

的目的。你马上看见，这一个婚姻定规

失败。这一个婚姻是利己的婚姻。这一

件事，弟兄姊妹要好好的注意。不然的

话，家庭一定不会好。 

 

捌 必须给对方有自由， 

秘密，私有物 

 

在家庭里，也必须给对方有相当的自

由，给对方有相当的秘密，给对方有私

有物。 

 

有许多的家庭，妻子没有任何的权

利。也有的家庭，丈夫没有任何的权利。

结果，这个家庭定规出事情。一个家庭

里，作丈夫的也好，作妻子的也好，基

本上要记得一个事实，就是说，你能够

爱全世界任何种的人，但有一种人你不

能爱，就是腓立比的禁卒。没有一个人

能够爱禁卒，爱典狱官，爱要你作囚犯

的。凡叫你失去自由的，没有一个人能

够爱他。请你们记得，有许多丈夫，对

于他的妻子是一个典狱官。你盼望你的

妻子爱你，你就是盼望一个囚犯来爱一

个典狱官。这是没有可能的事。你的盼

望太多，没有那个可能。有许多妻子是

丈夫的典狱官，她盼望她丈夫来爱她，

这是不可能的事。典狱官只会叫人怕，

典狱官不会叫人爱。所以，每一个人，

不管他如何，总不能把他所有的自由都 

我记得，在美国有一个牧师，给人行婚

礼，一生之中行了七百五十多对。他在 

每一次婚礼里讲道，都劝新婚的人注意

一件事，就是不能自私。要结婚，就要有

爱，不要自私。当这一个牧师年老的时

候，就写信出去问那些结婚的人，这时候

的情形如何。他们回信来说，家庭还是快

乐的，因为不自私。以美国来说，这一个

情形是特别的。在美国的婚姻中，有四分

之一是离婚的。但是，这七百多对都很快

乐。 

 

所以，我们要看见，自私是大难处。我

们要学习感觉对方的感觉，要学习摸出

对方的痛苦，摸出对方的喜乐，要知道对

方所怕的，要知道对方所恨的，要知道对

方的难处，要知道对方的倾向。一个人一

主观，就不能作好的丈夫。一个人一主

观，就不能作好的妻子。所有主观的人都

是自私的人。连自爱都是主观的。 

 

我们必须看见，婚姻有一个基本的条

件，就是牺牲，就是学习讨对方的欢喜。

你如果讨对方的欢喜，你自己就要客观，

不主观。不是你欢喜不欢喜，乃是要他欢

喜。要学习找出他的喜欢，要学习明白对

方的意思，要学习了解对方的看法。要学

习站在他那一边来明白他自己，也要学

习站在他那一边来明白你自己。要学习

在可能的范围里牺牲你自己的感觉，牺

牲你自己的意见，牺牲你自己的看法。寻

求明白，寻求领会，寻求舍己，寻求爱。

如果这样，这一个家庭的难处就相当的

少。 

 

有许多男的，结婚之后，在家庭里没有

想别的，就是想他是全宇宙的中心，好像

整个宇宙都是环绕着他。今天我娶一个

5 9 



拿去。虽然婚姻叫一个男人，叫一个女

人，失去他的目由。但是，总不能叫所 

有的自由都失去。不是丈夫把所有的自

由都给妻子，也不是妻子把所有的自由

都给丈夫。如果你盼望妻子把所有的自

由都给你，你就是盼望妻子怕你，或者

恨你。 

 

没有一个人愿意完全失去自由，这是

人的天性。连神都给我们有自由。最大

的凭据，就是地狱门口没有栏杆。最大

的凭据，就是基路伯的火剑不在分别善

恶树的四围。如果神不给人自由，就把

基路伯的火剑围绕在分别善恶树的四

围，亚当夏娃就不能吃它的果子。但是

神不侵犯人的自由。所以，每一个丈夫

都应当给妻子留下挑选的余地，每一个

妻子也应当给丈夫留下挑选的余地。你

把他的自由完全夺去，你替他出所有的

主意，我告诉你，如果光是怕还是好的，

不小心恨就来。因为自由一失去，恨就

来；最少，怕会起来。 

 

所以，在家庭里，丈夫要学习给妻子有

相当的自由，妻子要学习给丈夫有相当

的自由。可能有他自己的时间，可能有

他自己的钱，可能有他自己的东西。不

是说，因为两个是夫妇的缘故，我能够

拖你的时间来用。夫妻都要学习守住自

己的地位。你这样拖一拖，就把他的自

由拖过来，叫他失去自由。你看见顶小

的东西，能够发生顶大的难处。 

 

每一个丈夫，每一个妻子，可以有他自

己的秘密。这是一件合法的事。左手所

作的事，可以不必给右手知道。他是左

手，不必给你右手知道。所以，要学习

尊重个人的存在，而不把两个人成功作

一个。这样，这一个家庭能在许多事情

上免去难处。 

 
玖 解决家庭难处的路 

 

第九，如果夫妻两个人有了难处，怎么

办？要解决家庭的难处，该怎么办？夫

妻难免有难处，夫妻难免有不同。但是，

两个人都是成年的人，两个人都是神的

儿女，应该学习知道对方的难处在那

里，对方的不同在那里。在难处没有解

决之先，你必须知道那一个难处是在那

里。 

 

一 解决必须公平 

 

解决的方法必须公平。如果不公平，不

能长久。你千万不要盼望，有一方面能

够忍耐到底。在十个基督徒之中，也许

碰着一个能忍耐到底，还有九个在家庭

里不能忍耐到底。所以，如果解决不公

平，这一个难处还是要爆发。我在上海

的时候，也在家庭之中解决一点难处。

大家常常希奇，为什么因着这样小的事

闹得这样大？要知道，所有的小事情闹

大，不是因着小事情，乃是因着历史。

历史上有事情积下来，所以爆发起来。

爆发的是小事，但是原因是早几年积下

来的。所以，不要以为是小事，乃是因

为当初解决的方法不够公平，所以忍耐

到今天，就出了事。 

 

二 要开夫妇会议 

 

所以，最好我们旁边的人不管，让他们

两个开夫妇会议。两个人有意见，让两

个人把意见彼此对付。不要消息灵通到

别处，而在家里不灵通。关于丈夫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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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庭，在头几年里，这一种家庭

的聚会能够开两次、三次，差不多你就

能明白，到底难处在那里，应该怎么作。

这一件事，在许多家庭里的的确确要学

习。这的的确确会叫许多家庭的难处能

够过去。 

 

拾 必须有认罪有赦免 

 

第十，在家庭里两个人必须有认罪，

也必须有赦免。许多的错不能马马虎虎

过去，必须认罪。自己的错不能马虎，

总得认罪。别人的错总得赦免。 

 

基督徒作错了事，基本的原则不是遮

掩，也不是悔改。基督徒作错了事，基

本的原则乃是认罪。基督徒不是作错了

事盖起来，或者下一次不作就是了，这

不是基督徒。基督徒作错了事，是要承

认说，某一件事我错了。所以，一切作

错了事的都得认罪。每一次在夫妻之中

有把事情作错了的，就得悔改认罪说，

我这一件事作错了。 

 

这一个认错是在你错的时候。但是，

对方错的时候，怎么办？这就要像在其

他基督徒的关系里一样。人有错，要学

习赦免，不能追究，不能计算。爱是不

计算，就是指着不计算人的恶。不是把

人的罪一一的记起来，乃是学习在神面

前把他的罪一一的赦免。一赦免就得忘

记，一赦免就得摆在一边。不能像彼得

一样，在那里记账，这是第几次，第几

次。（太十八 21 ～ 22。）一有第几次，

你就看见说，没有赦免。正式的赦免，

是不讲次数的。你一赦免，事情就过去。

所以，一个家庭要作得好，必须有赦免。 

 

 

息，在二十里之外都知道，而丈夫自己不

知道。关于妻子的，消息在二十里之外都

知道，而妻子自己不知道。所以，要他们

把自己的事，作妻子的说给丈夫听见，作

丈夫的说给妻子听见，两个人自己清楚。

我们已往的经验是说，丈夫从来不知道

妻子的意见，妻子从来不知道丈夫的意

见。别人都知道了，反而他们不知道。所

以要给他们说话的机会，要对方说完了

再说。防备会说话的人，把一切的话都说

了。所以，丈夫要听妻子说，妻子要听丈

夫说。 

 

丈夫如果听过一次妻子说话，妻子如果

听过一次丈夫说话，许多时候事情就解

决了。常常有的妻子，只有自己说话，从

来没有听过丈夫的话。如果听一下，许多

时候难处就解决了。 

 

坐下来谈的时候，必须把夫妇之中的争

执很客观的拿出来，不是主观的拿出来。

如果一主观，会议就开不成功。两个人在

一起谈的时候是要找出那一个对的，是

要找出那一个感觉。我不知道到底是你

对，或者是我对，总要找出那一个对来。

我要明白你的意思是如何。你要客观的

作，不是主观的作。让他们两个人都说

话。话说过之后，在一起祷告。总是在祷

告之中求解决，求主明白指出两个人的

难处在什么地方。若是能这样，总是到第

二次祷告的时候，差不多的事都解决了。

有许多难处就是因为两个人没有坐下来

听话，没有客观的坐下来听话。一客观的

坐下来听话，那一个难处已经除去了一

半。再多一点，就找出那一个难处在什么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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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贰 必须一同活在神面前 

 

第十二，要解决家庭的难处，要家庭

共同的生活好，在积极方面总得好。特

别是有孩子的父母，总得有在一起祷告

的时间，总得有在一起等候神的时候，

总要有在一起交通属灵的事的时候。作

妻子的也好，作丈夫的也好，有的事情，

要甘心乐意的在神的光底下受审判。丈

夫不是维持丈夫的面子，妻子不是维持

妻子的面子，两个都乐意在神的光底下

受审判。要有属灵的谈话。有许多的时

候能够一同祷告，有许多时候能够一同

交通。特别那些有孩子的人，更要找机

会多到神面前去。家庭作得好，必须两

个人活在神的面前。一不活在神的面

前，这一个家庭定规作不好。 

 

好的教会要有好的家庭来维持 

 

我今天，就是题起这十二件事。盼望

你们在家庭里学习这些共同的功课。盼

望你们在这件事上不随便，不糊涂。在

神面前，一不小心的学，家庭的难处，

就都是教会的难处。请你们记得，一个

人在家庭里和妻子不能同心，不能同

居，就绝不能在教会里和弟兄姊妹同

心。这是一定的。不能说，在家庭里和

妻子大吵大闹，在教会里还能大唱阿利

路亚。在家庭里能够好，到教会里面来

才能够好。好的教会，需要好的家庭来

维持。丈夫要好，妻子也要好。如果是

这样的话，教会就没有难处。 

拾壹 寻求教会帮助时必须 

双方乐意 

 

当家庭有难处的时候，自己先要用家庭

的会议来对付。有的地方赦免，有的地方

认罪。当家庭的难处不能带过去的时候，

第三者是很不容易解决的。两个人的难

处，在两个人之中是很容易解决的，加上

第三个人就很不容易解决。所以，要尽力

量叫难处简单的解决，而不要复杂的解

决。你对第三个人说难处，就像把脚摔破

了，把泥加进去。脚摔破了，不把泥加进

去，容易解决。如果把泥加进去，就不容

易解决。两个人的难处，不去告诉第三个

人，容易解决。如果去告诉第三个人，这

一件事就不容易解决。所以，要学习自己

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去告诉第三者。 

 

有的时候，有些事情有难处，你愿意把

它带到教会的面前。请你记得，你不应该

一个人把事情带到教会的面前。夫妻之

间有难处，如果要带到教会面前，丈夫要

得妻子的许可，妻子要得丈夫的许可。我

们两个人，这一件事不知道如何解决，我

们要教会来解决。不是两个人闹意见，乃

是两个人要请教会解决。两个人要一同

来，两个人要一同说。如果两个人乐意到

教会面前来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夫妻

之间有一件事，要教会来找出错在那里。

我要把我的意思叫教会知道，你也要把

你的意思叫教会知道，两个人都乐意这

样作。这样，我们也很容易解决难处。这

不是报复，也不是要拆穿对方的错处，也

不是要闹事情。告诉教会的用意，乃是真

心要寻求那一个错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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