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召会周讯 

THE CHURCH OF GOD IN KUCHING 

 

地址：古晋肯雅兰张君光路，洛一○八三三号      

             Lot 10833, Jalan Chong Kiun Kong, Kenyalang Park 93300,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电邮： churchinkuching@gmail.com    网址： https://thechurchinkuching.org 

21/08/2022 

电话： 6082-482258/335484   

传真： 6082-335445  

618 

Serving Faithfully            Following Closely            Coordinating with the Same Heart             Foste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1 

 

 

 

 

信 息  2022 年春季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神在信仰里的经纶』 

耐以忍耐。（帖后三 5。）   

 

接着，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说到，『望

断以及于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

与成终者；祂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

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宝座

的右边。』我们借着转离其他各种目标，

以专一的注意力望断以及于耶稣，就能

过基督徒的生活，奔跑基督徒的赛程。 

 

耶稣是信心的创始者、发起者、开创

者、 源头和因由；照我们天然的人，我

们没有信的能力，但当我们望断以及于

耶稣，祂这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 45 下）

就将祂自己， 将祂信的成分，灌输到我

们里面。这样，自然而然的，有一种信在

我们里面升起，我们就有信心相信祂；

这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于那将

自己作信的成分，分赐到我们里面，替我

们信者的。信心乃是基督自己非常主观

的替我们相信；祂把自己灌输到我们里

面，作到我们里面，直到祂自己在我们里

面成了信的成分。因此，不是我们信，乃

是祂在我们里面信；这样，祂就使我们 

 

 

 

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说到，『所以，我们

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

们，就当脱去各样的重担，和容易缠累我

们的罪，凭着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

程。』云彩是为着引导百姓跟随主，（民

九 15 ～ 22，）并且主是在云彩中与百姓

同在；（出十三 21 ～ 22 ；）按原文，『见

证人』含殉道者意。（徒一 8。）借着有信

心的人，我们就能得着主的同在和祂的引

导；所有有信心的人，就是召会里的人，

都是云彩；寻求主同在最好的路，就是到

召会里来。凡要寻求主引导的人，都必须

跟随云彩，就是召会；主在云彩里，意思

就是祂与有信心的人同在。   

 

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一个赛程；每一个得

救的基督徒都必须奔跑这赛程，好赢得奖

赏；（林前九 24 ；）这奖赏不是指一般的

救恩，（弗二 8，林前三 15，）乃是指特

别的赏赐；（来十 35，林前三 14 ；）使徒

保罗已经跑完这赛程，赢得了奖赏。（九 

26 ～ 27，腓三 13 ～ 14，提后四 7 ～ 8。）

我们需要凭着忍耐奔跑，求主引导我们的

心，进入神的爱以爱神，并进入基督的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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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借着望断以及于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 

成终者，奔跑基督徒的赛程，使我们能得着奖赏 



24，罗八 29 ；）祂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约十六 20 ～ 22，）就轻看羞辱，自愿

被交与撒但所霸占的犹太首领和外邦

人，被他们定罪以至于死。所以神将祂升

到诸天之上，使祂坐在自己的右边，（可

十六 19，徒二 33 ～ 35，）赐给祂那超

乎万名之上的名，（腓二 9 ～ 10，）立

祂为主为基督，（徒二 36，）并赐祂荣

耀尊贵为冠冕。（来二 9。） 

 

总结：我们若望断以及于祂这奇妙且

包罗万有的一位，祂就要把祂自己作为

天、生命和力量供应到我们里面，将祂一

切的所是传输并灌注到我们里面，使我

们能奔跑属天的赛程，在地上过属天的

生活；如此，祂要带我们走完一生信的

路途，领我们进荣耀里去（林后三 16，

18，彼前五 4，提后四 8）。【摘自：新

北市召会周讯，第 552 期】 

 

 

 

成了信的人；表面上，是我们的信；实际

上，是祂的信；这就是真正的信心。   

 

并且，信是一种质实的能力，是第六个感

官，我们乃是凭这官能，把未见之事或所

望之事质实出来。（来十一 1。）信是所

望之事的质实，使我们对未见之事有把握

和确信；因此，信是未见之事的证据、证

明。耶稣是我们信心的成终者、完成者、

完全者。我们不断的望断以及于祂，祂就

要完成并完全我们奔跑属天赛程所需要

的信心。我们所有的信在质的一面都是同

样的，但这信的量有多少，乃在于我们有

多少接触活的神，使祂得以在我们里面增

长。（罗十二 3。） 

 

根据希伯来十二章二节，耶稣为那摆在

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

架，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主耶稣知道

祂要借着死，在复活里得荣耀， （路二四

25 ～ 26，）并要释放祂神圣的生命，以产

生许多弟兄作祂的彰显；（约十二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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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约 16:1-15 16:16-33 17:1-5 17:6-13 17:14-24 17:25-18:11 18: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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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周。 

2. 本周“新约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启示录生命读经，第 64~65 篇。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初信造就”：第四十二篇（请参阅周讯第 9~13

 页。） 
 

4. 本周继续追求“神在信仰里的经纶”晨兴圣言：第四周。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 

 “圣经之旅”第八册：第 13 课，书报追求进度：“生命的经历与长大”：第一篇。 

 大专书报追求进度：“包罗万有的基督”：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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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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二楼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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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王纪结晶读经】现场特会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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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时间 

24/08（周三） 第一堂： 7:00PM – 9:30PM  

25/08（周四） 第二堂： 7:00PM – 9:30PM  

27/08（周六）  第三堂： 2:30PM – 5:00PM  第四堂： 7:00PM – 9:30PM  

28/08（主日）   第五堂： 2:30PM – 5:00PM  第六堂： 7:00PM – 9: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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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壮年线上成全训练（专题课程） 

 日期： 14/09-19/10/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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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9/2022（周一） 

 备注： 1.  最后一周的专题课将提前至周二和周三晚上（18-19/10/2022）。 

       2.  报名请联络张佳健弟兄（017-7520671）。费用可汇款进召会的银行 

    户口，汇款收据注“MAT Special”。 
 

5. 会所公共区域整洁轮值表： 
 
 
 
 
 

 

 

 

 

 

 

 

 

    
    

  备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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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财务报告（2022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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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主日早上会所巡逻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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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 会所 范围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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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8 
（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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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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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份  承上月结存： 收入： 支出： 结余： 

五 RM220,894.20 RM128,556.12 RM58,203.55 RM288,246.77 

六 RM288,246.77 RM102,892.84 RM101,718.17 RM289,421.44 

七 RM289,421.44 RM116,411.65 RM114,300.95 RM291,532.14 

28/08/2022 四会所 21/08/2022 三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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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整洁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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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8 整洁范围 28/08 

4 ─ 1   A 三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11 ─ 4 

2 ─ 3   A 二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6 ─ 4 

6 ─ 5 
  A 一楼：厕所，走道，大门楼梯及 A 至 B 楼   
 的阶梯。 

9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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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2 

 如何开始你的活力排 交 通 

壹 借着拼上去的祷告，求主的祝福， 

而与你的同伴有交通 

 

在本篇信息里，我们要交通到如何开始

你的活力排。首先，你必须借着拼上去的

祷告，求主的祝福，而与你的同伴有交通。

我们以前说过，我们该仰望主，给我们一

些同伴。你如果没有同伴，就该从明天起

拼命祷告，要得着一个同伴。没有同伴，

你就无法开始活力排。然后你必须与同伴

借着拼上去的祷告，而有交通。你们不该

彼此谈论。谈论没有什么意义，那是空洞

的。当你们来在一起，最好是把你们的谈

论转成祷告。如果你们要谈，就向着主谈。 

 

不仅如此，我们不该例行公事的祷告。我

们该拼上一切的祷告说，“主阿，我是这

么不结果子；主，我不高兴这样的事；求

你帮助我脱离这种情形。”这是真诚的祷

告。我不要例行公事的祷告。我如果祷告，

就必须是从我的负担里有所祷告。例行公

事的祷告，不需要我们操练灵或流着泪。

但是当我们从灵里拼上去祷告，要卸下我 

读经：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至二十七节，

罗马书一章十四至十五节。 

 

在这一系列的信息里，我的负担不是讲

道。我已经释放了许多篇关于神命定之路

和活力排的信息，所以我现在有负担要说

的，乃是要帮助我们能进入活力排实际的

实行里。我们可能有“神命定之路”和“活

力排”这些辞，但我们真是行在神所命定的

路上么？我们真的有活力么？我们不要徒

有其名；我们要有真实的经历，作一个在

神命定之路上有活力的人。 

 

这些日子以来，我觉得我们缺少祷告。我

们来在一起的时候，应当有负担有够多的

祷告。如果我们有祷告的灵，和祷告的负

担，就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我们该祷告

说，“主阿，我们恨恶这三个仇敌。我们恨

恶死沉、不冷不热、和不结果子。”我们也

许在主的恢复里，但我们是死沉、不冷不

热、和不结果子的。我愿意听见我们祷告

说，“主阿，给我有负担结果子。给我口才

和胆量，为你说话。”我们需要这种拼上去

的祷告。 

 

 

 



们成为基督身体上活的、尽功用的肢体。

基督的身体是实际的，现在的，也是为着

今天的。神永远的经纶是要为基督得着一

个身体，然而在这地上，几乎没有人顾到

这件事。 

 

主吩咐我们，要去使万民作祂的门徒。

（太二八 19。）我们不该为自己找借口说，

列国太邪恶了，今天世界的趋势和潮流太

强烈了。当我们到主面前向祂交账的时

候，祂不会接受任何的借口。因着消极的

情形，主今日需要我们。祂需要我们去，

使罪人得救，并使他们成为基督身体的肢

体。我们必须拼上去，每年得着新人作常

存的果子。在召会生活里一年过一年不结

果子，完全是反常的。 

 

叁 重新查看所有你认识的人—亲戚、

邻居、朋友、同学、同事， 

将他们列成名单 

 

我们也必须重新查看所有我们认识的

人，将他们列成名单。我们所认识的人包

括我们的亲戚、邻居、朋友、同学、和同

事。 

 

肆 为名单上的名字祷告， 

寻求主的引导，应该先看顾谁 

 

然后你必须为名单上的名字祷告，寻求

主的引导，应该先看顾谁。你如果这样祷

告，主会引领你，你也会有负担接触特定

的人。你走神命定之路的每一步，都必须

借着祷告。没有充分的祷告，你就不该作

任何事。 

们祷告的负担时，我们就会哭泣。我们必须

有这种真诚而有活力的祷告。 

 

如果主怜悯我们，我们也接受祂的怜悯，

我们的活力排就会作得好；过了六到九个

月，我们就该分排，而有新的开始。这应当

一再重复的发生。我们在走每一步时，都该

完全确信主是满意的，我们也是满意的。 

 

我们应当有拼上去的祷告，求主的祝福。 

我们该祷告说，“主阿，我们一无所是， 

也一无所有。但你是包罗万有的主，你也是

那追测不尽丰富的一位。我们需要你的祝

福。没有你的祝福，我们是死的。没有你的

祝福，我们是冷的，甚至谈不上不冷不热。

没有你的祝福，我们是不结果子的。我们需

要你的祝福。”我们必须拼上去的祷告说，

“主阿，求你赐给我们所需要的常存果子。

我们已经多年不结果子了。”这样拼上去的

祷告，使我们有彻底的悔改。 

 

亲爱的圣徒，作一个基督徒应当是有意义

的。我们作基督徒，不仅是为了逃脱地狱，

将来上天堂。这是太低下了。圣经所给我们

看见的，远远超过这个。圣经给我们看见，

神有一个永远的经纶，就是祂永远的计划。

我们在这里对主是认真的，我们与祂是一，

为要完成祂的经纶。所以我们必须借着拼

上去的祷告，求主的祝福，而与我们的同伴

有交通。 

 

贰 从神命定之路的第一步开始— 

使罪人得救，作基督身体的肢体 

 

我们已经听过生、养、教、建这四个步骤。

为了开始我们的活力排，我们必须从神命

定之路的第一步开始—使罪人得救，作基

督身体的肢体。我们要去使罪人得救，使他

5 6 



我愿意我们思想，我们在这里是为着什 

么。世界对我们算不得什么。我们在这里

完全是为着主，并为着祂的愿望，就是要

使人作祂的门徒，拯救他们，使他们能成

为我们正在建造之基督身体的肢体。根据

我们当前的光景，我们没有新的材料可以

建造祂的身体。我们可能一年过一年在召

会生活里，却没有太多人受浸。我们为其

施浸的新人，在我们中间一段时间之后，

可能就不见了。他们不能存活，是由于缺

少适当而充分的照顾。一个母亲如果生了

孩子，却不照顾这孩子，这孩子就不会存

活。我们必须跟随使徒保罗的榜样， 他说

他照顾初信者，“如同乳母顾惜自己的孩

子。”（帖前二 7。） 

 

三 定期写信给他们，谈到他们的得救 

 

我们也必须定期写信给福音对象，谈到

他们的得救。我们可以给特定的人每两周

写一封信。这样，一年之内，我们就可以

给这个人写二十六封信。 

 

四 一直寄福音单张和属灵书报给他们 

 

当我们写信给人时，我们也该寄福音单

张和属灵书报给他们。 

 

五 一生为一些特定的人 

属灵的幸福祷告 

 

我们不应当为太多人祷告。我们应当一

生为某些特定的人属灵的幸福祷告。慕勒

（George Muller）曾列了一张名单，固定

的为这些人祷告。结果，在 他去世之前，

他们之中除了一人之外，全都得救了。他

死后，这一个人也蒙主拯救了。 

 

 

伍 也将自己向主敞开，得祂引导， 

探访你所不认识的人 

 

你不该局限于你所认识的人。主乃是说，

要去使万民作祂的门徒，就是使每一个人

作祂的门徒。所以你应当也将自己向主敞

开，得祂引导，探访你所不认识的人。 

 

陆 探访、接触、并得着福音对象之路 

 

事实上，探访、接触、并得着福音对象的

路有许多。在此我愿意题到其中的一些。 

 

一 不断与他们约定时间，探访他们 

 

你不必出去叩“冷门”。你可以与人约定

时间去探访他们。你不仅必须经常的这么

作，也必须天天不断的这么作。 

 

二 经常邀请他们到家里吃饭 

 

我们也必须有邀请人到家里吃饭的实行

和习惯。我们应当经常的这么作。老顾勒弟

兄（Eugene Gruhler, Sr.）在我们中间是个榜

样，他是一直这样照顾人的一位弟兄。几乎

每一个主日，这位弟兄的家都预备好，在上

午聚会后接待人吃午餐。 他会察看聚会的

情形，会后邀请一些人到他家，与他一同吃

饭。 

 

最近我与长老们交通，说到他们必须学习

一件事，就是接触人。接触人最好的路，乃

是邀请他们到你家中吃饭。这是得着人最

有效的路。这样作会使人有深刻的印象。多

年以后，他们可能仍然因着你在家中那一

次与他们的接触，而得着帮助，甚至得着拯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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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学习如何用圣经节和单张 

 

我们也该学习如何用圣经节和单张。最

近我们印了一些单张，题目是“我们的信

仰”、“我们的福音”、“我们的托付”、

和“我们的聚会”。我们要尽力印更多这

种单张，供大家在传福音时使用。当我们

去接触人的时候，人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是

谁，也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可

以送他们“我们的信仰”这张单张。这张

单张说到我们对圣经、神、基督、那灵、

神的救赎和救恩的信仰。我们也可以与他

们同读一段话，也许读关于我们对圣经的

信仰那一段。在读过那一段后，他们就会

清楚我们是相信神话语的基督徒。这有助

于打开我们与所接触的人之间的情形。我

们该研究这些单张中主要的点，以及恰当

的圣经节，使我们装备好，能得着我们的

福音对象。【摘自：活力排的训练与实

行，第三篇】 

按照历史和圣经来看，如果不为人祷告，

就没有一人能得救。你我之所以得救，是 

因为有人为我们祷告。毫无疑问的，主拣选

了成百万的人。但还需要有人的祷告，来与

神圣的拣选配合。如果你不祷告，神就无法

临到一个一个蒙拣选的人。神的拣选需要

人的祷告来配合。如果你只是偶而祷告一

下，那是没有用的。你必须有负担为一些人

祷告，并且一生继续那个祷告。 

 

每一个祷告的人都知道，祷告是爬高山。

仇敌撒但会打发许多事来拦阻我们的祷

告。他不愿意任何人祷告。为着这个争战，

我们必须坚定持续的祷告。（西四 2。）祷

告是争扎奋斗。每当我们在家中开始要祷

告时，电话铃声可能响起，也可能有人来敲

门。在我们祷告的时间内，最好不要接电

话，也不要应门。我们应当认为自己不在

家，因为我们乃是在三层天上与主在一起。

如果我们不祷告，可能没有人打电话或敲

门。但只要我们一开始祷告，就会有人打电

话或敲门，要接触我们。这是偶然的么？事

实上，打来的电话和敲门，都是魔鬼所鼓动

打发来的，为要打断中止我们的祷告。 

 

六 无论用何方式，都该忍耐、 

恒忍，坚定持续的去作，不要期望 

有很快的收获 

 

无论你用何种方式，都该忍耐、恒忍，坚

定持续的去作，不要期望有很快的收获。所

有的农夫都知道，他们不能有很快的收获。

很快的收获，意思是很差的收获。农夫必须

忍耐照顾他们的庄稼，直到收割的时候。过

了一段时间，你可能得着一些新人作常存

的果子。这要作你在福音上持续劳苦的赏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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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二篇 圣灵的管治 
造 就 

自己人工的方法去拆毁他们已往的性情，

已往的品格和已往的习惯。但是神要拆毁

我们，一起头就要拆毁我们的‘人工’。

弟兄姊妹，我们从前用人工建造起来的性

情、品格和习惯，现在又用人工去拆毁它

们，不但无益，并且反而会增加麻烦。所

以，我们一起头就要看见，已往的一切的

确需要拆毁，但这不需要我们自己去拆

毁。因为人工的拆毁会变成外表的装饰，

反而会阻碍属灵生命的长进，所以，不需

要我们自己去拆，要让神来拆。 
 

我们要清楚知道，这一件事是神自己要

作，是神在那里作，不是我们在那里想一

个方法来对付我们自己。神是要我们把整

个的工作摆在祂手里。这一个基本的思

想，我们必须清楚。神若怜悯我们，祂就

要在我们身上下手作工。神要安排我们有

益的环境，来拆毁我们外面的人。神知道

我们到底需要拆毁多少，神也知道我们在

什么地方特别强硬，什么地方过分厉害。

也许我们有的地方是太快，也许有的地方

是太慢，也许有的地方太轻浮，也许有的

地方太拘谨；这，只有神知道，人不知道，

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只有神透彻的认识

我们，只能让神来作。 
 

为了便于说明神在我们身上作的拆毁和

组织的工作，我们在这里姑且用一个名

词，就是‘圣灵的管治’。因为我们的遭

遇虽然是神所安排的，但是把这些安排解

释给我们的乃是圣灵。神的安排是外面的

事，但是，要借着圣灵把这些安排翻译成

我们里面的东西，把它应用在我们身上。

这一个把外面的事情转变成里面的东西，

我们就称之为圣灵的管治。不但如此，并

且事实上神也是借着圣灵安排环境的；

神不直接安排我们的遭遇，神乃是借着祂 

读经：罗八 28，太十 29~31，耶四十八 11，

创四十七 7~10 
 

我们已经信了主，已经得着了一个新的生

命。但是，我们有许多的习惯，还是从前没

有信主的时候的习惯；也有许多的品格，

还是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的品格；也有许

多的性情，还是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的性

情。这些本来的性情、本来的品格、本来的

习惯，使这一个新的生命不能彰显出来。因

此，当人遇见我们的时候，就不容易摸着新

的生命，不容易摸着我们的主。许多时候，

人所摸着的，还是我们原来的人；你这一

个人也许非常聪明，但这还是本来的聪

明；你这一个人也许非常热情，但是还是

本来的热情。或者你遇见一个人，是非常温

和的，这乃是他本来的温和；或者你遇见

一个人，是非常敏捷的，这乃是他本来的敏

捷。就是这些人的本来的情形，使人不容易

摸着主。 
 

所以，自从我们得救以后，主在我们身上

就要作两方面的事：一面，主要拆毁我们

已往的习惯、已往的品格、已往的性情。只

有这样作，才能使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

自由的显露出来；如果不这样作，主的生

命就受天然生命的拦阻。另一面，圣灵要在

我们身上细细的造出一个新的性情来，造

出一个新的品格来，带着一个新的生活和

新的习惯。主不只要把旧的拆毁，并且还要

把新的组织在我们身上；不只要有消极的

拆毁，并且也要有积极的组织。这是在我们

得救以后，主在我们身上所要作的两方面

的事。 
 

壹 是神来作 
 

有许多人信了主以后，知道他那一个人应

该被拆毁，他们就不免过分的聪明，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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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情认识清楚：第一，我们需要拆

毁，需要建立；第二，不是我们自己在那

里下手拆毁与建立，乃是神给我们安排环

境来拆毁，来建立。 
 

贰 神怎样安排 
 

那么，神是怎样为我们安排的呢？我们

每一个人的性情不一样，品格不一样，生

活不一样，习惯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

人所需要的拆毁也不一样。神给我们管治

的时候，神所安排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

样。每一个人所遭遇的都不一样。夫妻是

最亲密的，但是神对他们的安排不一样；

父子是最亲密的，母女也是最亲密的，但

是神对他们的安排也都不一样。神在那里

安排我们的环境的时候，祂是看我们每一

个人的需要而给我们的。 
 

每一件神的安排，都是有教育的目的的。

罗马八章二十八节说，‘万事都互相效

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在希

腊文里的意思是一切所有的。万，不只是

十万、百万…我们不知道它有多少数目。

所有的事，一切的事，都是神在那里安排，

为着要我们得益处。所以，没有一件事是

忽然临到我们身上的，我们没有偶然的境

遇。万事，所有的事，都是神在那里安排。

从我们看来，我们遇见的事是千头万绪、

杂乱无章；我们看不出里面的意思，我们

不懂得是怎么一回事。可是神的话是说，

万事，所有的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

益处。到底那一件事要叫我们得着那一个

益处，我们不知道；我们将要遭遇多少事

情、得着多少益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

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所有的事都叫我们

得益处，没有一件事不是叫我们得益处

的。我们特别要看见的，就是神的安排要

在我们身上造出圣洁的性格来。不是我们

自己作出圣洁的行为来，乃是神借着这些

安排要造出我们圣洁的性格来。 
 

 

的灵安排我们的遭遇。从主升天直到主再

来的这个时代，是圣灵的时代；在这一个

时代里，神的工作都是借着圣灵在那里作

的。圣灵在环境里安排，圣灵也在神的儿 

女里面引导。使徒行传有好几处地方说到

是圣灵在那里催促，是圣灵在那里不许，是

圣灵在那里禁止。我们把圣灵在环境中的

安排以及这些里面的催促、不许和禁止统

统合起来，给它一个名词，叫作‘圣灵的管

治’，意思就是圣灵在那里管理我们。 
 

这一个管治，不只是在引导上，也是在性

情上；不只是在道路上，也是在品格上。因

为在我们里面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已

经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祂知道我们所

需要的到底是什么，祂知道我们应该遇见

什么事于我们最合式；圣灵的管治就是神

借着圣灵在那里安排，使我们遇见合式的

环境，来配合我们这一个人的需要，借此在

我们身上作成拆毁和组织的工作。所以，圣

灵的管治是为着拆毁我们天然的性情、天

然的习惯，好在我们身上有圣灵的组织，使

我们变为成熟、甘甜。 
 

我们的环境是神所安排的。连我们的头发

祂都号过了。如果我们的父不许可，没有一

只麻雀能够掉在地上，何况我们的遭遇

呢？一句尖锐的话，一个不好看的脸色，一

件不如意的事情，一个达不到的盼望，身体

的健康忽然失去，亲爱的人忽然离开，这一

切的事都是父所许可的。不管是顺利，不管

是打击，不管是健康，不管是疾病，不管是

喜乐，不管是痛苦，所有一切临到我们的

事，都经过神的许可。神就是安排环境使我

们老的品格、老的性情受拆毁，又把新的品

格、新的性情组织在我们身上。神在那里安

排我们所需要的环境，叫我们从这些环境

中不知不觉的受了拆毁，受了圣灵的组织，

就有了像神的品格，像神的性情；这些像

神的品格和性情就一天过一天的从我们身

上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一信主，就必须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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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解释什么叫作万事互

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杭州有许多工人在

那里织绸缎，他们织的时候，经纬很多，颜

色也很多，从背面看过去是很乱的，在外行

的人看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如果

把已经织成的那一面拿来看，就很好看，有

人物，有花卉，或者有山水。当他们织的时

候，什么都不清楚，你只看见一根线过去，

一根线过来，红色也有，绿色也有。照样，

我们的遭遇，从我们的眼睛看过去也是莫

名甚妙，到底神要织什么花纹，我们不知

道。但是，神在那里用以管治我们的每一根

线，都有它的用处，每一种颜色也都有它的

用处，每一个图案也都是安排好的。神在那

里安排我们的环境，就是要为我们造出一

个圣洁的性格来。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件事

情，都是有一定的价值的。我们今天也许一

点都不清楚，可是总有一天我们要清楚。有

的事情在当时虽觉得不好看，可是过了一

个时候，回头去看，就会清楚知道，主到底

为什么要这样作，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叁 我们该有的态度 
 

当我们有了这些遭遇的时候，我们的态度

应该如何呢？罗马八章二十八节：‘万事

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换句话

说，神在那里作的时候，我们可能叫自己得

益处，也可能拦阻那一个益处。这与我们的

态度大有关系。那一个益处得着的早或迟，

都在我们自己的态度如何。我们的态度如

果对，就立刻能得着那个益处。我们如果是

爱神的，那就一切出于神的都是使我们得

益处的。人如果说自己没有拣选，为着自己

毫无要求，乃是完全要神所给的，他就应该

只有一个心意─要爱神。他的心里爱神，那

么他外面所有的事，不管千头万绪，都能在

爱里组织起来，叫他得着益处。 
 

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里面不爱

神，倒是为着自己有寻求，为着自己有欲

望，在神之外还有自己其他的兴趣，那么

神所要给我们的益处就要耽搁了。我们对

于许多事情，就会又不平，又不服，又埋

怨，又叹息。弟兄姊妹，请你记得，虽然

万事都互相效力，可是因为我们的心不爱

神，我们就不能立刻得着益处。因此，有

许多神的儿女的的确确是遭遇了许多事，

但是，他们并没有得着什么益处。有很多

的管治在他们身上，有很多的安排在他们

身上，但是他们没有得着丰富的结果。这

没有别的原因，这是因为他们在神之外有

其他的目的，他们在神面前的心不是柔软

的，不觉得神的爱，所以也不爱神。因为

他们的态度不对，所以他们即使受了许多

对付，但在灵里并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求神怜悯我们，使我们一信主就从心里

学习爱神。缺少知识关系还小，因为认识

神的路是在爱上，而不是在知识上。人若

爱神，即使他缺少知识，他还是能认识神

的；如果他知道了许多，而心里不爱神，

那就所有的知识都不能帮助他认识神。在

诗歌中有两句很好的话：‘你若要得着

神，爱是最短路径。’（诗歌三六六首第

三节。）人如果真的爱神，那么，不论遇

见什么事，都要变成他的益处。 
 

我们的心要爱神，也要学习认识神的手，

服在神的手下。我们如果没有看见神的

手，那么所有的事都是使我们与人发生关

系，我们就会觉得那些人不行，好像他们

都是用苛刻的方法来对待我们；我们会

在那里觉得我们的哥哥也不对，我们的弟

弟也不对，我们的姊姊也不对，我们的妹

妹也不对，我们的父母也不对，我们的朋

友也不对。我们在那里觉得什么人都不对

的时候，除了灰心失望之外，就什么益处

都得不着。当我们觉得教会里的弟兄也不

对，姊妹也不对，到处都不对，一切都不

对的时候，除了生气论断之外，也什么益

处都得不着。我们如果记得主耶稣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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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它上面是清的，但是下面都是渣滓，

一动就混杂了。要彻底的澄清，是需要把

酒‘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的。从前老

法造酒，没有滤器，就是把酒从这一个器

皿倒在那一个器皿里，使渣滓去掉。本来

酒和渣滓是混在一起的，现在把酒从这一

个器皿倒在另外一个器皿里，让渣滓留

下。但是渣滓也会跟着酒倒过去一点，那

就再拿一个器皿来，再倒一下。这样一次

一次的倒过来，倒过去，直到把渣滓去净

为止。可是摩押并没有从这一个器皿倒在

那一个器皿里，摩押乃是像酒在渣滓上面

澄清，他的渣滓一点也没有去掉，所以

‘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摩押的味道

一直是摩押的味道，摩押的香气一直是摩

押的香气；他原来的情形是怎样，今天的

情形还是怎样。但是神不要原味，神要那

一个香气有改变。 

 

我们看见，有的人已经信主十年，可是他

信主的那一天是什么味道，十年之后仍是

什么味道。他就像摩押一样，原味尚存，

香气未变。有的人信主头一天是随随便便

的，过了二十年还是随随便便的；头一天

是莫名其妙的在那里作人，今天还是莫名

其妙的在那里作人。他这个人的原味尚

存，香气未变。这是神所不要的。神要除

去我们原来的习惯，原来的性情，原来的

品格；凡我们不对的地方，神都要把我们

除掉。神要把我们从这一个器皿倒在那一

个器皿里，从那一个器皿再倒在另一个器

皿里，多倒几次，我们的渣滓就没有了，

原来的味道也没有了。 
 

摩押走的是顺利的路，但结果是‘原味

尚存，香气未变’。也许我们今天走的路

不像摩押所走的那样顺利，不是‘自幼年

以来，常享安逸’的，而是像保罗所说的，

我们‘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徒十四

22 ；）我们就应该知道，这正是主在那里

要除去我们的渣滓，要除去我们的原味。 

‘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 

上’的话，如果认识这是出于神，我们就能

服在神的手下，就能得着益处。 
 

诗篇三十九篇九节说，‘因我所遭遇的是

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这是一个顺服神

的态度。因为这事是神作的，是神许可临到

我身上的，是为着我的益处，所以我就自然

而然的服下来，默然不语。我不会说，为什

么人家的遭遇是那样，而我的遭遇是这样。

因为心里爱神，也认识这是神的手，所以就

默然不语。这样，就能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有

拆毁和组织。也许有人问：那么，从撒但手

中来的东西，难道我们也要接受么？关于

这个问题，基本的原则是：对于神的许可，

我们要顺服；对于从撒但来的攻击，我们

要抵挡。 
 

肆 拆毁与组织 
 

主叫我们天天遭遇许多事，很少是我们所

喜欢遭遇的，因此，圣经的命令乃是说，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腓四 4。）我

们是靠主喜乐，所以才能常常喜乐。在主之

外，没有什么能叫我们常常喜乐的。那么，

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些不如意的遭遇呢？

祂的目的是什么呢？祂的目的是要拆毁我

们天然的生命。这一个，我们读耶利米四十

八章十一节的话就能明白。它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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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未曾被掳

去；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摩押

人是罗得的子孙，（创十九 36 ～ 37，）也

是与亚伯拉罕有关系的，但是是属乎肉体

的人。他从幼年以来，常享安逸，从来没有

经过磨难，没有经过试炼、击打，没有经过

难处、痛苦，没有什么叫他流泪，没有什么

叫他心痛，也没有什么叫他不如意。按人

看，他是何等有福。但是神说摩押的情形像

什么呢？‘如酒在渣滓上澄清，没有从这

器皿倒在那器皿里。’酒在渣滓上澄清，那

是不彻底的澄清，因为放在那里不动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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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所不能说的预言，他能说；以撒

所不能给的祝福，他能给。他庄严到一个

地步，连法老也要低下头来接受他的祝

福。这给我们看见，本来是那么低的雅各，

因为被神破碎的缘故，竟然成了一个这样

能被神用的雅各，他竟然成了神的人！ 
 

雅各经过这么多年的拆毁，结果神在他

身上就有这么多的组织，所以在他临终的

时候，能有这样的美─扶着杖头敬拜神。

他虽然病在床上，可是他还扶着杖头敬拜

神，这显明他还记得他客旅的生活，他不

失去他客旅的性质。他本来是勉强坐起，

把脚放在床下说预言的，预言说完之后，

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他那样死，死

得真美！这是非常美的一幅图画。我们可

以把雅各一生的事仔细的思想一下：当

他生下来的时候，恐怕没有一个人的味道

比他更不好；可是，当他离开世界的时

候，却完全找不到他那些原来的味道，所

看见的乃是一个完全在神手里受神组织

过的人了。 

 

我们要在这里看见，一切我们所遭遇的

事，在不知不觉中能造就我们。神借着各

式各样的难处来拆毁我们，拆得相当厉

害。但是，当我们胜过这些难处的时候，

就在我们里面有了组织。换句话说，当难

处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几乎要叫我们倒

下去，但是祂的恩典总要叫我们胜过这些

难处，就在我们胜过的时候，叫我们里面

有了组织。这样一次过一次的胜过去，就

叫我们里面的组织一次过一次的增加。神

一面使我们所遭遇的非常艰难，借着这一

个艰难拆毁了我们；另一方面，当我们爬

起来的时候，就使我们里面增加了一点组

织。感谢神，我们是有圣灵管治的人。但

愿神怜悯我们，借着圣灵的管治，拆毁我

们，组织我们，使我们能达到成熟的地步。 
 
 
 

主要我们不再有自己的味道，不再有天然 

的香气。旧的那一个必须拆毁。主要把我们

连根都拔起来。主把你从这一个器皿倒在

那一个器皿里，又从那一个器皿倒在这一

个器皿里；主今天替你安排这一个，明天

替你安排那一个；主把你从这一个处境转

到那一个处境，从这一个遭遇转到那一个

遭遇。每一次主安排了环境在你身上有所

拆毁的时候，自然而然使你失去原来的味

道，失去原来的香气；一次过一次的使你

失去原味，今天与昨天有一点不同，明天与

今天又有一点不同。主就是这样在你身上

今天拆一点，明天拆一点，一直拆到你的渣

滓都除去，一直拆到你的原味都失去，香气

都改变。 

 

神在我们身上不只有消极的拆毁，并且有

积极的组织。我们从创世记所记载的雅各

生平的故事中，能看出什么叫作组织。雅各

这个人的起点是很低的。他还在母腹里的

时候，就与哥哥相争，生下来的时候就争

先，抓住哥哥的脚跟。他又狡猾，又贪心，

总是用手段去对待人，总是作他上算的事。

他欺骗自己的父亲，欺骗自己的哥哥，欺骗

自己的舅舅。可是，他也受他舅舅的欺骗，

受他儿子的欺骗。他是尽力要叫自己发达，

但是结果还是落在饥饿之中。可以说，雅各

这个人所经过的路是非常艰苦的。有的人

是舒服的在那里作人，可是雅各是艰苦的

在那里作人。 
 

当他经过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只看见神在

他身上一次拆毁，两次拆毁，一直拆毁。一

下子叫他遇见这一件事，一下子又叫他遇

见那一件事，每一次他所遇见的都是艰难。

但是，感谢神，神给他经历了这么多的艰难

之后，末了他到埃及去的时候，他已成了一

个摸着神圣洁的人。在那里我们看见，有一

个人又温柔，又谦卑，又明亮，又庄严。他

温柔到一个地步，谦卑到一个地步，向他的

儿子求恩典，求怜悯。他明亮到一个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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