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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2022 年春季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神在信仰里的经纶』 

～ 22。）主在这里的教导是按照神所要

成就的旨意，以完成祂的经纶。 （启四 

11，弗一 5，9，五 17。）主关于祷告的

教训是与神的经纶有关。我们必须是对

的，遵行神的旨意，以完成神经纶的人，

就是要为着祂的喜悦产生一个生机体。

（一 22 ～ 23。） 

 

主耶稣在神眼中是对的，知道神的

心，所以祂对无花果树的咒诅，乃是照

着祂对神要完成祂经纶之旨意的认识，

祂知道神要放弃腐败的以色列国。（太

二一 19。）根据这个背景，主耶稣教导

门徒凭着信心祷告，好按照神的经纶，

执行祂的旨意。（21 ～ 22 节。）我们

的祷告该成就神的旨意，就是要得着基

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弗

一 9，22 ～ 23，启二一 2。） 

 

我们需要以神为我们的信来祷告。在

马可十一章二十至二十四节，主耶稣教

导祂的门徒，凭信为着执行神的旨意而

祷告。当祷告者与神调和，并与神成为

一时，神就成为他的信；这就是信神 

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信来祷告，就需要

认识祷告的意义。（约壹五 14 ～ 15。）

祷告乃是神与人的交流，神与人彼此的

接触。祷告真实的意义，乃是我们在灵里

和神接触，并吸取神自己。（弗六 18。）

一个祷告的人乃是与神合作，与神同工，

让神从他里面，借着他把神自己和神的

心意发表出来。 

 

真实的祷告叫我们这个人与神完全调

和，也使神与我们调和。（林前六 17。）

我们越祷告，就越被神充满，越在神面前

服下来，越被祂得着。祷告就是看见自己

一无所是，一无所能。（可九 28 ～ 29。）

我们祷告的管治原则应当是：祷告总是

把我们带到神里面；正确祷告的果效，

就是我们发现自己在神里面。（路十一

1 ～ 13。）祷告乃是信徒与神合作，与神

同工，让神借着他们发表祂自己，而成就

祂的定旨。（罗八 26 ～ 27，雅五 17。） 

 

主耶稣在咒诅无花果树（以色列国的象

征）而使其枯干的事上，教导门徒要凭信

心祷告。（耶二四 2，5，8，太二一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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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权柄的祷告。（太十八 18。）权柄的

祷告乃是用权柄来吩咐。（赛四五 11。）

我们若真要祷告在神面前有分量、有价

值，就必须能在神面前发出权柄的命令

来。权柄的祷告就是马可十一章二十至

二十四节里的祷告。权柄的祷告，不是

求神作什么，乃是用神的权柄，把神的

权柄拿来对付难处，对付那该除去的

事；不是直接向神求，乃是直接用神的

权柄来对付难处。（出十四 15 ～ 27。） 

 

权柄的祷告是与作得胜者极有关系

的；每一个得胜者都必须学习对『这座

山』说。（可十一 23。）神派定我们命

令祂所已经命令的事，吩咐祂所已经吩

咐的事。得胜者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把

宝座上的权柄带到地上来；我们若要

作得胜者，就必须学会权柄的祷告，对

山说话。（启十一 15，十二 10。）【摘

自：新北市召会周讯，第 551 期】 

（在神里面有信心）的意思。（22 节。）

祷告者能在神里面有信心，毫不疑惑，并

且信他所求的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主

耶稣在二十四节说，『凡你们祷告祈求

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了，就

必得着』。这节不仅说到信心的必需，也

说到信心的性质；信心指向过去，而非

指向将来的什么。按照主的话，我们该相

信我们已经得着了，相信事情已经完成

了，并且相信神已经作了。 

 

我们若按着神的旨意祷告，以完成祂的

经纶，我们就与神是一，并且也有确信，

我们已经得着我们所求的。（太六 9 ～

10。）如果我们求主，要得着一些满足我

们愿望的东西，我们就绝不会在神里面

有信心。我们若完全与神是一，我们就有

神作我们的信心，并且能按着我们对神

旨意的认识祷告，以完成祂的经纶，并且

我们信已经得着我们所求的，就必得着。 

 

马可十一章二十至二十四节的祷告是

权柄的祷告。最重要、最属灵的祷告，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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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约 13:12-30 13:31-38 14:1-6 14:7-20 14:21-31 15:1-11 15: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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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周。 

2. 本周“新约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启示录生命读经，第 62~63 篇。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初信造就”：第四十一篇（请参阅周讯第 6~10

 页。） 
 

4. 本周继续追求“神在信仰里的经纶”晨兴圣言：第三周。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 

 “圣经之旅”第八册：第 12 课，书报追求进度：“生命的认识”：第十四篇 

 （第陆大点）。大专书报追求进度：“包罗万有的基督”：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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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命造就成全聚会报名通启 

 日期： 05/09，03/10，7/11，5/12/2022（每月第一周的周一） 

 时间： 7:30PM 

 地点： A107 会厅 

 对象：公开给全召会的弟兄姊妹（包括所有会所、区、排负责，初信者，及所有 

      有心愿在生命上受成全的弟兄姊妹）。 

 目的： 1.  使圣徒们在生命的经历上得加强，并在基要的真理上受教导。 

       2.  使圣徒们在召会的事奉上，并在生活中主观的经历主，享受祂作恩典， 

     作应时的帮助。 

 报名截止： 22/08/2022（周一） 

 报名链接： https://forms.gle/rDRKxsdceVDziKdL6 

 备注：若弟兄姊妹无法出席请务必向黄夏俊弟兄请假。 
 

2. 英文线上福音座谈── Unspeakable Joy during Tumultuous Times 

 日期： 14/08/2022（主日）  时间： 7:30PM  

 会议账号： 841 3668 2657  会议密码： 3927 

 

3. 东马姊妹相调特会 

 日期： 16-18/09/2022  

 

 

 

 

 

 

 

 

 
 

 特会地点：民都鲁市召会第二聚会所。 

 费用：酒店配套（含膳食） – 单人房：每人 RM475，双人房：每人 RM330 

             酒店住宿而已 – 单人房：每人 RM320，双人房：每人 RM180 

  单用膳者 – 成人：每人 RM170，儿童（5~12 岁）：每人 RM160 

  报名费 – 成人：每人 RM30，儿童（5~12 岁）：每人 RM20 

 报名截止： 21/08/2022（主日） 

 备注：报名表可到办公室领取。费用可汇款进召会的银行户口，汇款收据注 

    “SB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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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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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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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会所事奉交通聚会 

日期 时间 

16/09（周五）    第一堂： 7:30PM – 9:15PM 

17/09 

（周六）  

   第二堂： 8:30AM – 10:00AM 

   第三堂： 10:30AM – 12:00PM 

   第四堂： 7:30PM – 9:15PM 

18/09 

（主日）  
   擘饼聚会： 9:30AM – 10:15AM 

   第五堂： 10:15AM – 11:30AM 



报

告

事

项 

 
 
 
 
 
 
 
 
 
 
 
 
 
 
 
 
 
 
 
 
 

4. 财务组报告 

 财务服事的时间将从 01/08/2022 开始恢复到每周一晚上 9:00PM-9:30PM。 

 请各区服事财务的圣徒可在规定的时间将收到的奉献款项交到会所财政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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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洁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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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8 整洁范围 21/08 

6 ─ 3   A 三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4 ─ 1 

6 ─ 4   A 二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2 ─ 3 

3 ─ 2 
  A 一楼：厕所，走道，大门楼梯及 A 至 B 楼   
 的阶梯。 

6 ─ 5 

9 ─ 5 
  B 底楼： B 底楼厕所，走道，通往 A 楼底下  
 层的阶梯。 

1 ─ 1 

21/08/2022 三会所 14/08/2022 一会所 



 拒绝不可靠的感觉，简单阿们神的话 交 通 

们不该信靠任何非凡或奇特的事。我们

必须学习对圣经所说的一切都有信心。 

 

活基督总是凭着信。基督与我们同在

并在我们里面。祂活在我们里面，并且

我们该凭祂而活。在这种的认识下，我

们对圣经所说的一切都说「是。」当我

们对圣经的话说「是」的时候，我们就

被带到对基督的经历里。这样，我们在

属灵上就非常的平常；我们的属灵就

会是经常而平常，没有什么奇特。我们

逐日都需要这样生活。在约十四 19，主

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

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主活在我们里面，使

我们可以活祂。祂活在我们里面是看不

见的，却是一个事实。我们今天观看主

耶稣并且看见祂，不是凭我们的肉眼，

乃是凭信心，相信祂活在我们里面，以

及我们活祂的事实。我们必须接受主可

靠话语所启示的事实，拒绝我们不可靠

的感觉。 

 

摘录自『一九九〇年秋全时间训练信息

合辑』第一部分「再论经历基督作生命」

第三篇「凭信经历基督」系李常受弟兄

于一九九〇年秋在美国加州安那翰全

时间训练中所释放的信息，台湾福音书

房出版。 

在属灵的范围里，一切正面的事物都是

神自己。我们虽然不能感觉或看见这些

事物，但无论如何，这些事物都是真实

的。我们这一边所需要的，乃是对圣经的

每一句话说「是。」当我们对圣经的话说

「是」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但如果我们

说「不，」至少我们是在怀疑。我们必须

学习对凡圣经所说的，都说「是。」圣经

告诉我们，魔鬼撒但是古蛇，我们必须说

「是。」圣经说我们都能一个一个的申言

（林前十四 31），我们必须说「是。」

圣经说耶稣是神（约一 1，14），或是说

耶稣为我们死（罗五 8），我们必须说

「是。」这样耶稣对我们就是神，祂的死

也是为着我们。圣经说耶稣是末后的亚

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 45 下），

并且住在我们里面（罗八 9~11），我们

必须说「是。」我们不该更进一步求主以

有形看得见的方式给我们有所看见。信

心的路乃是读主的话，并且没有看见什

么就信主的话。 

 

单凭灵感是不可靠的。灵感就像风一

样。你有时候可能感觉得到，但它并不持

久，当我们早晨花时间在主的话中与主

同在的时候，我们不该期望有什么奇特

的感觉。但同时我也不能说，当我们读神

的话时，没有感觉。我们可能有一些感

觉，或许可以称之为灵感，但我们不该期

望有什么奇特或非凡的感觉。我们必须

谨慎，因为非凡的经历可能很迷惑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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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一篇 神的管教（二） 
造 就 

答覆的问题。你还怕没有事情需要顺服？

我告诉你，神给你半天的管教，也许你就

想逃避了。许多人好像没有什么可顺服的

事，那是希奇的事！请记得，神要你顺服

的时候，是要你顺服祂在你身上所有管教

的手。你们也许要问我说，‘为什么不说

神引导的手，而说神管教的手？为什么不

说神在路上引导我，而说神管教我？’我

告诉你们，神知道你的脾气，你也知道你

自己的脾气。除了管教之外，许多人不知

道什么是顺服。 
 

二 借着管教学习顺服 
 

我们在神面前是什么种的人，我们自己

应该知道。许多时候，我们的天性是背叛

的，是强项的。我们像一个顽皮的孩子，

如果不是父亲把棍子拿在手里，就绝对不

想听话。我们个个都是这样。有的儿子是

非骂不可，有的儿子是非打不可，要和他

说话，先要打他两下再说。请记得，我们

就是这样的人！要说话，先打两下再说，

不然的话，不要想我们能听话。所以管教

是绝对需要的。我们要学习认识我们的自

己。我们不是那样简单的人，我们是打了

还是不行的人。使徒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打，就是劝我们听话；打，就是劝我们顺

服。他说，‘应当顺服万灵的父，叫我们

得生。’所以，顺服、听话是不可少的。

要学习顺服神，说，‘神阿，你的管教，

我肯服！你所作的，都是对的！’ 
 

伍 管教是要我们得益处 
 

十节：‘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

们。’作父母的人管教自己的儿女，我们 

 

 

 

肆 顺服万灵之父的管教 
 

九节：‘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

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

岂不更当顺服祂得生么？’使徒给我们看

见，就是生身的父亲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

重他，还觉得他的管教是对的，我们应该接

受；何况我们万灵的父亲，我们岂不更应

当顺服祂来得生么？这给我们看见，儿子

的问题，产生管教的问题；管教的问题，产

生顺服的问题。因为是儿子，所以有管教；

因为有管教，所以我们要顺服。请你们记

得，神在环境里所安排的一切，都是要教训

我们，要把我们堵到这一条路上，叫我们不

能不走在这一条路上。 
 

一 顺服神的两件事 
 

我们顺服神，要顺服两件事：一件是顺服

神的命令；一件是顺服神的管教。一面，我

们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命令，顺服神在圣

经里所给我们的一切法则。另一面，我们顺

服神在环境里所给我们一切的安排，顺服

神所有的管教。许多时候，我们顺服神的

话，就已经够了；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还须

顺服神的管教。神既然安排这一件事到你

身上来，你就必须得着这一件事的好处，也

必须得着这一件事的教训。这就是神要你

得着的利益，这就是神要叫你走在正直的

路上。所以，人应当学习不只顺服主的命

令，也要顺服主的管教。虽然顺服主的管教

要付上代价，却能叫你很正直的走在这条

路上。 
 

但是顺服不是一句空洞的话语。有好些弟

兄问我，‘你叫我顺服什么？’这是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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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教之下，我的性格就变作圣洁的性

格。我告诉你们，没有一件事，比这个更

大！我愿意你们知道，管教的结果，是神

的品格造成在我们身上。每一个管教，都

有它的功效。每一个管教，我们都得从里

面得着果子。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叫每

一个管教临到我们身上，都产生一点的圣

洁；叫每一个管教临到我们身上，都加增

一点的圣洁；叫每一个管教，都使我们学

得一点的圣洁；叫每一个管教，都使神在

我们身上多组织一点圣洁。圣洁总得一直

在我们身上增加！ 
 

二 造出圣洁的性格来 
 

一个人接受了主，作了神的儿女之后，一

天过一天，神在他的环境里预备了许多的

遭遇，叫他有许多的管教，叫他有许多的

责打。这一些是功课。一课加上一课，是

要叫祂的圣洁一点一点的加进来，再加进

来。请你们记得：我们需要有多少的管

教，才能造出一个圣洁的性格来！我们在

神面前作基督徒，至多不过是几十年的工

夫，如果我们把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白花

了，叫这些管教在我们身上失去了功效，

这一个损失是永远的损失！ 
 

三 圣洁的赐给与圣洁的组织 
 

神不只将祂的圣洁赐给我们，神并且要

在管教里叫我们有分于祂的圣洁，在我们

里面组织出祂的圣洁来，雕刻出祂的圣洁

来。祂要一点一点的把圣洁作到我们里面

来。像我们这样属肉体的人，有一天在里

面能有祂圣洁的性格，能有祂圣洁的品

格，的的确确是需要神多年的管教。的的

确确要有多少的打击，要有多少的安排，

要有多少的引导，要有多少的拦阻，要有

多少的催促，要有多少实际上的责打，才 

 

 

 

知道他们有许多缺欠，因为他们是随着自

己的意思作，是随着自己的意思管教。结果

也没有多大益处。‘惟有万灵的父管教我

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祂的圣洁上

有分。’这不是脾气的管教，这不是刑罚的

管教。神所有的管教和责备，不是刑罚，乃

是教育，乃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不是打痛了

就了了，那一个痛是要痛出事情来，那一个

痛是有目的的。并不是因你作错了一件事

情就刑罚你。谁若这样想，那他的思想根本

是律法的思想，是法庭的思想。 
 

一 在祂的圣洁上有分 
 

这个益处是什么呢？是要我们在祂的圣

洁上有分。这是非常荣耀的事！圣洁，是神

的性情，或者说是神的品格。就是为着这一

个，神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管教祂的儿

女。从信主起头，神一直管教我们，只有一

个目的，就是要我们也有祂的圣洁，和祂的

性情有分，和祂的品格有分。圣经里所说的

圣洁，有好几种。希伯来书里所说的圣洁，

是专指着神的品格说的。譬如基督成为我

们的圣洁，是另外一件事。譬如在基督里成

圣，也是另外一件事。这里所说的圣洁是雕

刻出来的，不是赐给的。这就是我们多年来

一直注重的两个字─组织。这就是说，神把

东西逐渐逐渐作到我们里面来，神把东西

逐渐逐渐组织到我们里面来。这里所说的

圣洁，乃是借着祂的管教，借着祂的鞭打，

借着祂天天在我们里面所作的，而组织成

功的圣洁。那么多的管教，那么多的工作，

目的就是要我们在祂的圣洁上有分。 
 

我经过一次责打之后，我就在祂的圣洁上

有分，我又经过一次责打之后，我又学了一

点圣洁。我一直在神的管教之下，就看见什

么是圣洁。我一直在神的管教之下，我的性

格就逐渐逐渐有圣洁的建造。我一直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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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我们带到这一个地步，才能逐渐逐渐

的，叫我们身上有了神圣洁的性格。这是一

件大事！不是说，光把圣洁像一个恩赐赐

给你，乃是说，在你身上作出圣洁来。是神

在你身上造出祂的圣洁来！ 
 

这一个是新约救恩的特点。神有一次把一

个东西给了我们，然后又要在我们身上造

出那一个东西来，在我们里面一点一点的

组织出那一个东西来。这两个合在一起的

时候，你就看见了完全救恩。一个是从基督

来的恩赐，一个是从圣灵的组织所造出来

的。这是新约的特点。一个是赐给的，一个

是造出的。在新约圣经所给我们重要的话

里，很清楚的一句就是说，借着神的管教，

叫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分。 
 

陆 经练管教就结出平安的果子 
 

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

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在这里，使徒

要我们特别注意‘当时’，也要我们特别注

意‘后来’。当时不觉得快乐，当时觉得愁

苦，这是事实。当你遇见一件事，是神的管

教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觉得苦是错的。管

教，是应当觉得苦的。圣经没有说十字架是

喜乐的，圣经还是说十字架是苦难。十字架

是叫我们苦的。主因摆在祂面前的喜乐，就

轻看羞辱，这是事实。圣经没有说十字架是

喜乐。十字架不是喜乐的，十字架总是苦

的。当你受管教的时候，你觉得苦，觉得难，

这是不错的。 
 

但是，请你们记得，要学习顺服。因为只

有这样，你才能有分于神的圣洁。你在当

时，的确不觉得快乐，反而觉得愁苦，这是

不希奇的，反而是正当的。我们的主，当祂

经过试炼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这是可喜乐

的。不错，你也可以把它当作可喜乐的。

彼得说，我们经过试炼的时候，我们可以

把它算作喜乐的，当作喜乐的。（彼前一

6。）一面你觉得苦，一面你也可以算它是

喜乐的。觉得是一件事，算又是一件事。

你觉得不快乐，但你可以算是快乐。 
 

一 要结出平安的果子 
 

每一个作神儿女的人，眼睛不是一直在

那里看当时，眼睛要一直看后来。要注意

这两句话：‘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

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

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或者说，

‘后来要结出义的果子。’所以不要看现

在我所经过的是何等苦的事，要看后来结

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的果子来。 
 

二 摩押常享安逸，酒在渣滓上澄清 
 

耶利米四十八章十一节说，‘摩押自幼

年以来，常享安逸，如酒在渣滓上澄清，

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

去；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

你们清楚这一件事么？这就是许多人没

有经过试炼的难处。许多人在神面前没有

经过责打，没有经过试炼，就是这样。摩

押人从幼年起，常享安逸，没有难处，没

有痛苦。这一个安逸叫他变作什么种情形

呢？像酒在渣滓上澄清。你知道，那些用

果汁作的酒，或者是用葡萄汁作的洒，如

果只是在渣滓上澄清，下面就都是葡萄的

渣滓。酒在上面，渣在下面。要彻底的澄

清，需要把酒从这器皿倒到那器皿。如果

不倒，渣滓还留在下面，过些日子，渣滓

能影响酒的味道。人作酒的时候，先把葡

萄发酵；发酵后就要从一个缸倒到另一

个缸，从一个器皿倒到另一个器皿。倒的

时候，稍微不小心，渣滓就漏过去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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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本来的情形，他没有经过改变。你

没有信主的时候是这一种味道，到了今

天，你信主已经十年了，还是这一种味道。

你信主以前的香气如何，现在仍旧是如

何。这里的‘香气’，在希伯来文里，意

思就是‘气味’，就是原来的味道。你在

没有得救以前，是什么种味道的人，到了

今天，仍旧是什么种味道的人，并没有改

变。换句话说，就是在你身上没有神的组

织，没有神的雕刻。所以，神的管教是可

宝贝的！祂要把我们连根拔起，从这器皿

倒到那器皿。神给我们许多的管教，神给

我们许多的对付，为要叫我失去原来的味

道，为要叫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平安

的果子，就是义。’或者可以翻作：‘平

安的果子，就是义的果子。’ 
 

四 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的果子 
 

请你们记得：果子是平安。人必须在神

面前是平安的，才能得着果子。最怕的是

在管教底下埋怨，在管教底下不平，在管

教底下不服。在管教底下觉得愁苦是可以

的，但是埋怨、不服，是不应该的。我看

见许多人的难处，就是没有平安。所以在

管教底下需要有平安的果子。你若是要结

出平安的果子来，你就要先学习接受，先

学习和神不争，先学习和神不闹意见。平

安的果子就是义的果子。有了这个平安的

果子，就自然而然有义的果子。所以他说，

‘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的果子。’平

安，就是义。你里面的果子如果是平安，

显出来的情形就是义。你里面如果有平安

的果子，就自然而然有分于神的圣洁。 
 

所以我盼望说，我们不像摩押一样，少年

的时候安逸过日子，像酒在渣滓上澄清，

没有从这器皿倒到那器皿，也未曾被掳

去，因此原味尚存，香气未变。像有的人 

 

 

以要很小心的倒。但是，倒了一次还不行，

因总有渣滓漏过去，所以还要找器皿再倒。

再倒一次，还是不行，还有渣滓漏过去，还

得拿器皿来倒。一直倒，一直倒，要倒到酒

里一点渣滓都没有。神说，摩押从小就安

逸，就像在渣滓上澄清的酒，从小就没有从

这一个器皿倒到那一个器皿，所以他的渣

滓老跟着他。你如果要除去渣滓，就要从这

器皿倒到那器皿。一次一次的倒，倒到有一

天，你下面的那些渣滓就倒光了。摩押是满

了渣滓，虽然上面是清的，下面却从来没有

倒过。没有经过试炼，没有受过责打的人，

就是没有从这器皿倒到那器皿的人。 
 

许多时候，有一种情形，就是神要把你这

一个人连根拔起来。有的时候，一个弟兄因

着奉献，被神连根都拔起来，一起都交出

来。有的时候，一个弟兄是因着痛苦、试炼、

疾病，被神连根都拔起来，一起都交出来。

这就是从这器皿倒到那器皿。神的手在你

身上，总得把你彻底的摔碎。这结果没有别

的，就是要把你的渣滓弄清楚了！安逸，并

不是一件好事。弟兄姊妹，神要洁净我们，

所以祂要管教我们；神要洁净我们，所以

祂要鞭打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安逸就是好。

摩押的安逸，不过叫他永远是摩押！ 
 

三 原味尚存香气未变 
 

这里有八个字，是非常好：‘他的原味尚

存，香气未变。’因为没有从一个缸倒到另

外一个缸，没有从一个锅倒到另外一个锅，

没有从一个器皿倒到另外一个器皿，没有

受神的管教，没有受神的对付，所以摩押的

原味都在，摩押的香气从来没有变！ 
 

弟兄们，所以神要作事，神要把你的原味

弄掉，神要把你的香气变过，神不要你的原

味和香气。我曾说，许多人是生的人，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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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把道路修直 
 

同时，‘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

了。’（13。）今天，好像我们走过了这

一条路，把这一条路很正直的摆在你们面

前。为要‘使瘸子不至歪脚，反得痊愈’。

好让那班走不来的人，因着你的路正直的

缘故，因着你这样走路的缘故，也能够不

至于歪脚，也能够得着痊愈，也能够跟着

你一块儿走。所以当你受试炼的时候，你

若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圣洁的品格就能建

造在你身上；并且，你也能够带领别人路

走得正直，不至于歪脚，反而得着痊愈。 
 

若是一个弟兄是在我们的前面，他稍微

走偏一点，他的路一走得不直，就很可能

叫别人没有路走。所以，你们自己总得服，

你们自己总得结出平安的果子。这样，不

只你们自己的路能够正直，并目还能够带

领别人走正直的路。所有瘸腿的人，都能

走在这条路上。所有瘸腿的人，都能得着

医治。在这里，我想起行传三章里的那一

个瘸腿的人，当他的脚走路有了力量，他

能够站起来，走着跳着赞美神。有一个腿

瘸的人，他得着了痊愈。在世界上还有许

多人是瘸腿的，要因着你的路是正直的，

他们就也能得着痊愈。所以你们要替弟兄

们开出一条路来。 

 

 

已经作了基督徒，却还是和从前一样，虽然

过了十年、二十年，神的对付，却没有一个

是他接受的；神的对付，也没有一个是他

顺服的。因此，他的味道，还是和从前一样。

如果过了十年、二十年，我们的香气还是和

从前一样，我们在神面前就从来没有平安

的果子结出来，也从来没有圣洁的品格造

出来。我们是盼望神造一个东西在我们里

面，那一个东西就是圣洁的品格。 
 

柒 末了的话 
 

十二至十三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

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好像受了管教，

手就垂下来了，腿也发酸了。但是使徒告诉

我们说，不要灰心。手虽然是垂的，腿虽然

是酸的，但是有平安的果子，也有义的果

子。 
 

一 要把手和腿挺起来 
 

我们受了许多的困难，受了许多管教之

后，不要以为什么都没有了。受了管教，受

了鞭打之后，还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

起来，因为管教和鞭打会叫我们结出平安

的果子来。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的果子。你

能够在神面前平安，你就有义。你能够在神

面前安静，就是对。你能够服下来，就是是

的。你能够服下来，就有圣洁的品格建造在

你身上。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的果子。你的

眼睛不要看义，你只要看平安不平安，只要

看服不服，只要看软不软下来。你能够软下

来，你能够服，你能够平安，圣洁总是建造

在你身上。所以请记得，虽然你在已往的时

候，忍受了许多的试炼，碰着了许多的难

处，但是今天还要把你下垂的手，发酸的腿

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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