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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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要点。在全本圣经里，『信心的灵』

这特殊的发表只用过一次。信心的灵乃

是圣灵与我们人重生之灵的调和。『信心

的灵』这辞将灵和信心摆在同位。信心是

出于灵的；因此信心的灵就是信心。我

们的信心乃是调和的灵。信心不是在我

们的心思里，乃是在我们那与圣灵调和

的灵里；怀疑是在我们的心思里。（林前

六 17，罗八 6，弗四 23。）我们相信的

信成了说话的信；我们一转向灵，就信。

林后四章十至十三节指明，使徒是借着

调和的灵，在复活里过钉十字架的生活，

以完成他们的职事。从十三节的上下文

来看，保罗是在说他对主的死与复活的

经历。使徒保罗见证耶稣的治死，使耶稣

的生命也得以显明在我们的身体上。在

十一节他继续说到，我们这活着的人，是

常为耶稣被交于死，使耶稣复活的生命，

得以在我们这必死的肉身上显明出来。

保罗又说到，死在我们身上发动，好叫祂

复活的生命得以分赐到别人里面去。保

罗说这些话，都是在信心的灵里说的。 

 

信心是从听见来的，听见是从话的传

扬来的。（罗十 14。）信心的根源是话； 

我们的神是一位说话的神。（来一 1 ～ 2 

上。）整个宇宙是凭神说话而有的。希伯

来书的素质，乃是神在子里说话。神在子

里说话，子作为那灵向众召会说话；至

终，那灵同着召会说话。（启二 7 上，二

二 17。）神向我们说话，证明我们是在祂

的祝福之下。信徒的一生，都系于主的说

话上。活神借着说话，将祂自己分赐并注

入到我们里面。神一说话，光就照亮，带

给我们领悟、异象、知识、智慧和口才。

神一说话，生命就分赐出来，而这生命包

含基督一切神圣的属性和人性的美德。神

一说话，能力就传输出来，而这是生命生

长并繁殖的能力。神是说话的神，祂按着

自己的形像造人，把人造得和祂一样会说

话。在神创造人的事上，最奇妙的就是给

人里面造一个灵；第二件奇妙的事就是

人会说话。神在圣经中清楚的给我们看

见，祂创造人的目的乃是要人为祂说话。

（约十二 50，徒四 31。） 

 

『照经上所记：「我信，所以我说话；我

们既有这同样信心的灵，也就信，所以也

就说话。』（林后四 13。）在我们实际的

生活中，凭着信心的灵说话，乃是一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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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圣徒都该是说话的人。我们是一班

说话的人，不该闭口无言，因为我们所敬

拜的神乃是说话的神；基督徒的聚会应

该在说话上满了彼此互相。我们这些基

督身体的肢体，需要在灵里被充满。（弗

五 18。）那充满我们的，就要从我们里

面满溢出来；这满溢就是『用诗章、颂

辞、灵歌，彼此对说，从心中向主歌唱、

颂咏』。（19 节。）我们若是在灵里被

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就会自然而然

的彼此对说基督；因此，说话乃是满溢

的路。林前十二章十三节启示，基督已经

把我们在那灵里浸到身体里，现在我们

都得以喝这一位灵。我们在那灵里面，那

灵也在我们里面。这使我们完全够资格，

并且能在聚会中尽功用，为主说话，甚至

把主说出来。（十四 26，31。）【摘自：

新北市召会周讯，第 553 期】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进入主话的原因。

我们越进入主的话，就越有信心，这信心

就是灵。借着信心的灵，我们能够说主的

话，这话就是我们信心的根源。这里有一

个循环：主的话产生信心，信心就是灵，

我们借着这灵就能说主的话。 

   

基督徒是一班说话的人；真正的基督徒

是说话的基督徒。（徒一 8，林前十二 3，

13，十四 19，26，弗五 18 ～ 19。）说话

的神乃是借着祂的说话创造宇宙，并且继

续作一切的事；因此，每一个得救、从神

所生并有祂生命的人，应当学习为祂说

话，并且说祂的话。（徒五 20。）我们基

督徒都能为主说话。（四 20，29，31。）

我们必须领悟，我们这些基督徒已经被作

成活的基督的见证人；见证人乃是说话

的人，单单讲说与他所见证的那一位有关

的事。（一 8。）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

都要说神的话，好完成神永远的经纶。我

们是祂的见证人，必须随时随地说祂，为

祂说话，并说出祂来。在召会聚会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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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约 18:28-40 19:1-16 19:17-30 19:31-42 20:1-13 20:14-18 20: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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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周。 

2. 本周“新约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启示录生命读经，第 66~67 篇。下一本将追求 

 “创世记生命读经”。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初信造就”：第四十三篇（请参阅周讯第 9~12 页。） 
 

4. 本周继续追求“神在信仰里的经纶”晨兴圣言：第五周。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 

 “圣经之旅”第八册：第 14 课，书报追求进度：“生命的经历与长大”：第二篇。 

 大专书报追求进度：“包罗万有的基督”：第九章（约柜）至第十章（帐幕充满了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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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命造就成全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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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若弟兄姊妹无法出席请务必向黄夏俊弟兄请假。 

  

2.  东马姊妹相调特会（开放线上） 

  日期： 16-18/09/2022  

  特会平台： ZOOM 

  费用：每人 RM10   

  报名截止： 05/09/2022（周一） 

  备注：请以区为单位收集名单（中英文姓名，性别，年龄，语言）和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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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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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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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分会所事奉交通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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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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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9/2022 六会所 28/08/2022 四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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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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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8 整洁范围 04/09 

11 ─ 4   A 三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6 ─ 3 

6 ─ 4   A 二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3 ─ 4 

9 ─ 4 
  A 一楼：厕所，走道，大门楼梯及 A 至 B 楼   
 的阶梯。 

1 ─ 3 

1 ─ 2 
  B 底楼： B 底楼厕所，走道，通往 A 楼底下  
 层的阶梯。 

3 ─ 3 



 学习因信而活 交 通 

带我们走这条试炼的路，要我们经过试

炼。我们不能像前十年、八年，那样跟

随主，只是凭着我们的感觉，我们的兴

奋，我们中间的兴隆、祝福，凭着工作

明显的果效，走前头的路。若是我们每

一个人，都回头看已过这十年，就会看

见，主是逐渐把我们带进试炼当中，逐

渐叫那些感觉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

兴奋，和甜美的感觉，一点一点的减少。

祂把我们逐渐带到一种境地，没有办法

觉得什么，也没有办法摸着什么。 

 

或许现在要我们不走这条路，是不可

能；但是要我们走，好像也摸不着什

么。这种感觉摸不着什么，就使我们不

能尝到多少甘甜；这就证明我们已经

被主带到试炼当中。请记得，当我们被

主带到试炼当中时，才开始被主摆在这

条信心的道路上。当我们在初期那样感

觉兴奋，摸着什么时，实在说，我们还

没有踏上这条信心的路；直等我们进

到试炼中，我们的脚才踏上了这条信心

的路。 

 

希伯来这卷书的背景，就是因为那些

希伯来信徒，被主带进了试炼中；他们

所看得见、摸得着、感觉甘甜、看为宝

贵的，统统逐渐消失了。因着那些消失

了，他们就迷糊了，甚至疲倦灰心，他

们的魂几乎要倒下去，人也没有办法给

他们什么支持。在这种背景之下，使徒

写这卷书，就是要给他们看见，神的儿 

我里头有一个很重的感觉，就是事奉主

的人，恐怕会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要被

神摆在信心的试炼中。并且我深深觉得，

在后面的年日里，我们的试炼还要长，还

要深，还要重。当我到主面前时，有很重

的感觉，我信这是出乎主的。主叫我觉得

今后将有许多的试炼，要比从前加重、加

深、加长。 

这个试炼是多方的，有的是感觉上的试

炼，叫我们不觉得事奉主的兴趣，不觉得

走这条路的甘甜，甚至不觉得主的鼓舞。

有的是难处上的试炼，有家庭中的难处，

身体上的难处，或者别方面的难处。有的

也许是在物质上，在财物上经历贫苦、艰

难、缺乏。有的也许在工作上，工作上感

觉缺少能力，缺少亮光，里头模糊不清，

缺少主的引导；不像已往许多的工作，

一摸就摸着主的心意，知道该作什么。今

后我们许多人恐怕要比从前更糊涂，更

摸不着主的路，摸不着主的心意。有的试

炼也许是在工作的果效上，许多的果效

会变得不那么明显；你一直劳苦，一直

作工，但是果效看不见，也不觉得。还有

的试炼是在同工身上，好像在同工中间，

有的人会觉得同工总不能体谅你，了解

你，并向你敞开。这些都变作试炼。 

 

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我深深觉得主在

我身上的试炼，并没有减少，甚至是逐渐

的加多、加深。同时我深深体会，主的心

意在今后为要叫我们能成熟，能作好的

工作，能在祂手里更有分量，祂就定规要

5 



么，也没有摸着什么。实在说，他也没

有得着什么，没有感觉什么；他完全是

在信心里走那条路。若是他的信心破

产，他就什么都完了，什么都了了。即

使是到他走完了这条路，离开这世界

时，他真是什么都没有得着，没有看见，

也没有摸着。亚伯拉罕完全是在信心

里。（十一 8 ～ 10。） 

 

你我必须清楚，迟早有一天，你我都

要被神带到这个境地，跟随祂完全只有

一个凭借，就是我们的信心。总会有一

天我们从前所得到的鼓励，所有的倚

靠，所能摸着的、抓牢的那些东西，都

会成为泡影。甚至连所谓召会的扶持，

弟兄姊妹的鼓励，同工们的交通，彼此

的看顾，都会成为泡影。若是你想要再

去抓它，它不会回来；你想要再去摸这

些东西，好成为你甘美的感觉和鼓舞，

这些对你都会成为相反的。或许你会觉

得，召会不仅没有供应你，反而变作你

的为难。弟兄姊妹不仅没有扶持你多

少，反而都是你的难处。你会觉得不仅

与同工们没有什么交通，反而同工们所

给你的，都是试炼。迟早有一天，主会

把我们摆到这个境地。 

 

当我回到主面前时，我实在为有些人

相当担心，就是深怕有的人，不一定能

在这条路上走到路终。有些人或许会中

途倒下，有些人或许会走回头路，就是

希伯来十章三十九节所说的‘退缩’。

然而，这不是指沉沦、灭亡说的，乃是

指败坏、毁坏说的；什么时候你一退

后，你便前功尽弃了。这处经文就是这 

子到底是怎样；也给他们看见，他们跟

随这位在营外舍身，又进到幔内的主，祂

所走的是怎样一条信心的路。这些都讲

了之后，末了就对他们说，你们要忍耐，

这个忍耐乃是对主的认识，或者是因信

心而有的。信心一失去，忍耐就没有了。

对神，我们一面要忍耐，一面要有信心。

题起信心的问题，保罗便从旧约最开头，

就是第一个见证人亚伯说起，一直说到

快到新约的那些见证人。使徒将这些见

证人，一个一个举给他们看，叫他们看

见，那些跟随神的人所走的路，乃是信心

的路，所过的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 

 

罗马一章十七节，有一句众所周知的

话，就是‘义人必本于信得生并活着’；

这句话在这里可以翻作‘得生并活着’，

‘得生’是与得救有关。但在希伯来十章

三十八节，同一句话可以翻作‘义人必

本于信活着’，‘活着’是重在生活的一

面。使徒的意思是说，你们每天被神摆在

试炼中，就是要你们学一个功课，因信而

活。在我们看不见什么，摸不着什么，也

感觉不着什么，既没有兴奋，没有鼓舞，

也没有吸引、往前的力量时，我们所需要

的就是信的一面，而不是眼见的一面；

我们需要凭信心。 

 

讲到信心，其中有很大的原则，就是要

明白信乃是古圣的路。古时圣徒所走的

路，乃是一条信心的路，他们是什么都没

有看见。举例而言，亚伯拉罕从迦勒底的

吾珥出来，到了迦南。在迦南地，他外面

似乎没有在走路，里面却仍旧走路；他

一生是个走路的人，但是他没有看见什

5 6 



是试炼；就着你自己说，你的路是信

心。我们不能盼望从这时候起，一直到

我们见主时，我们能脱离试炼。 

 

比方在许多人身上，许多事很顺利，

但在你身上样样事都不一定顺利。不是

说主不给你饭吃，饭是给你吃的，可是

别人的饭吃得很痛快，你的饭却吃得不

痛快。不是说主不给你东西用，祂是会

给你的，但是别人是很顺利的享用，你

却必须经过许多波折，许多难处。虽然

主会带你过去，但是总得经过荆棘和蒺

藜。在外面看，也许你相当不错，这个

也不错，那个也不错；但只有你自己知

道里面的故事，知道你经历了何等的波

折，何等的剥夺，何等的折磨。这些都

在试炼里。 

 

我深深觉得，现在主把我们带到试炼的

路上，所以我们必须在这条路上，学习

信心的功课。我们宁肯要看不见的，也

不愿要看得见的；宁肯拣选苦的一面，

而不拣选甜的一面；宁肯拣选人的反

对，而不欢迎人的同情；宁肯贫穷、缺

乏，而不盼望富足、有余；宁肯摸不着

什么，觉不到什么，而不愿意摸着什么，

感觉什么。这个就是信心。我们若不操

练信心的功课，若不运用这个信心，还

想像已过五、六年前，甚或十几年前那

样，有甜美、兴奋的感觉，以为摸着了

什么，看见了什么，而来走前头的路，

恐怕我们有人会中途倒下、退后。 

 

 

个意思。今天你已经奉献过，已经丢弃世

界，并跟随主走过一段路程，也已经为主

有所舍弃，有所工作。可以说，你已经在

主面前学了许多功课，也已经走了一段

路程，若是你退后，就是把这些统统都毁

坏了，那真是前功尽弃了。 

 

我们乃是有信心以致得着魂的人 

 

保罗说，我们是‘有信心以致得着魂的

人’。（十 39 下。）我们都知道，魂得

救不是指永远的救恩说的。永远得救是

灵的得救，而体的得救是主再来时，我们

身体的得赎并且改变形状。在灵和体之

间，还有魂的部分。许多蒙了主宝血救

赎，得着重生的人，就是得着灵的救恩，

而永远得救了；有一天，他们的身体要

得蒙救赎，体也要得救。然而，他们在得

救之后，或者没有走路，或者走了一半中

途退去；这些人在主面前，他们的魂就

没有得蒙拯救。所以，将来在他们身上，

这还是一个问题。 

 

本篇信息的负担，就是要我们认识，我

们今天被主带到什么境地。或许你们有

些人只是会觉得生活沉闷、乏味，有时也

会觉得沉重、艰难，那是因为你们没有深

深领会，主已经把我们带到属灵的路上，

已经把我们摆在这路上。所以，不要盼望

今后有一天，能从这试炼里出去。你的一

生从这时候起，你的路就走在试炼里了。

从这一面说，试炼是你的路，这是就着环

境说的。从另一面说，信心是你的路，这

是就着你自己说的。就着环境说，你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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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说到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主的为

人，说到祂怎样经过试炼，受过试诱，

并说到祂怎样能同情并帮助受试诱的

人。（二 18，四 15。）你只要抓住这个

原则，再去读希伯来书头几章，就会看

见主耶稣是如何要到我们生活里，作我

们的动力，并作我们信心标的的一位。

我们对祂越有认识，这个认识就叫我们

越发思想祂、仰望祂。 

 

到了十二章就不讲认识问题，因为在

头几章已经讲过了。十二章乃是讲望断

和考量。三节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

撞自己的，你们要考量比较，免得疲倦

灰心。’这里的‘考量比较’，意思是

要把主思量思量，比较比较祂是怎样的

一位。比方祂怎样在地上作过人，怎样

过为人生活，怎样行走祂的道路，今天

祂是在什么地方，又要作什么，祂之于

你是如何。乃是要考量这些事，结果就

是仰望祂。二节说到‘望断以及于耶

稣’，意思是我们要仰望耶稣，仰望到

一个地步，这个仰望叫我们和我们的背

景，以及环境的一切都断了。我们完全

把自己仰望在主的身上，这就是我们走

路的动力。今天我们要学的功课，一面

是准备运用信心，另一面是学习在这样

的事上认识主。并要常对主有考量，而

因此对祂有仰望；仰望到一个地步，能

叫我们和目前的一切、背后的一切都断

开了，只单单将自己完全仰望在祂身

上。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信到了

一个时候，主要带我们学这些功课。【摘

自：基督的安家与召会的建造，第十一

篇】 

 

望断以及于耶稣，我们信心的 

创始者与成终者 

 

所以，我要一再的提醒众人，好好准备

运用你们的信心，因为黑夜是越过越深

的。然而，当黑夜深到尽处时，就是黎明

的早晨来到。在那一天来临之前，我们不

太可能从这漫漫长夜的试炼道路上离

开，除非我们倒下或退后。我们要操练信

心，同时要记得旧约里许多的古圣，都是

信心的见证人；他们不是信心的创始

者，更不是信心的成终者。为我们信心创

始成终的那一位，乃是主自己。主是我们

信心的创始者，也是我们信心的成终者。

所以，我们要追求认识祂。这是希伯来书

要给我们看见的。 

 

希伯来书头几章，全数是说到这位主是

怎样的一位。希伯来书启示主耶稣，和启

示录所启示的不同。启示录乃是给我们

看见，主耶稣在神的计划里，是怎样的有

地位、有荣耀；而希伯来书乃是给我们

看见，主耶稣在信徒生活的信心里，是怎

样一个光景。启示录是说到神计划里的

基督，希伯来书是说到信徒生活里的基

督，说到基督在信徒生活里，是怎样的一

位， 

 

有什么地位。所以，当你从第一章读起

时，就要领会神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位基

督，是怎样的一位，乃是要在我们生活

里，成为我们信心标的的那一位。祂要在

我们生活里，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成为

我们信心的标的。所以，希伯来书里有相

当的话，说到主的为人，这是启示录里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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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三篇 抵挡魔鬼（一） 
造 就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

督。’这给我们看见，撒但要用各样的计

谋当作坚固的营垒，把人的心意围在里

面。主如果要得着人，就必须把撒但坚固

的营垒攻破了，然后才能冲进去夺回人的

心意。 
 

1 撒但的计谋和试探 
 

计谋是什么？‘计谋’这一个辞，按希腊

文的意思可以译作‘理由、’‘幻想’或

‘思想’。撒但在许多时候会用各样的幻

想把人围起来。我们人很愚昧，以为这些

幻想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岂知这是撒但

所作坚固的营垒，叫我们的心意不能顺服

基督。许多时候，他会把一个幻想摆在你

的头脑里，如果你以为这一个幻想是你自

己的，那你就上了他的当。许多情形都是

从幻想来的，并没有事实；也有许多罪是

从幻想来的，并没有事实；你与弟兄姊妹

中间的难处，也有许多是从幻想来的，并

没有事实。许多时候，撒但给我们一个很

大的幻想，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许多时候，

撒但给我们一个忽然的思想，我们接受那

一个思想，就接受了他的工作；我们拒绝

那一个思想，就拒绝了他的工作。许多思

想不是我们自己想的，而是撒但想好了给

我们的；我们必须学习拒绝这一种从撒

但来的思想。 
 

撒但的试探，大多数是在心思里的。撒但

知道，如果他明目张胆的来攻击，许多神

的儿女就要坚决的起来抵挡他。所以，他

来试探我们，常常是一点不惊动我们，在

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把一个思想摆在我

们的头脑里，叫我们有了这一个思想，接

下去我们就自己在那里想这一个思想。你

如果越想越有理由，越想越以为这一件事 

 

 

 

 

读经： 

雅各书四章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

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

了。’ 
 

彼得前书五章八至九节：‘务要谨守、儆

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

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

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

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免得撒但趁着

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

计。’ 
 

魔鬼又名撒但。（启十二 9。）他本来是神

所创造的一个基路伯，（结二八 12 ～ 14，）

是当初的天使长；（启十二 7，太二十五

41 ；）后来因他想高抬自己与神同等，就背

叛了神，因此受了神的审判，（赛十四 12

～ 15 ；结二八 15 ～ 19，）就变成了撒但，

成为神的仇敌。撒但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抵

挡者，就是仇敌。凡是神所作的事，魔鬼都

在那里抵挡；凡是神的儿女，魔鬼也要想

方法与他们作对。 
 

现在，我们要稍微看一点到底魔鬼是怎样

攻击神的儿女，我们也要稍微看一点神的

儿女该怎样抵挡他。 
 

壹 撒但的工作 
 

  我们把撒但的工作分四方面来看： 
 

一 撒但作工在人的心思里 
 

林后十章四至五节：‘我们争战的兵器，

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

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

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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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怎样拒绝从撒但来的思想 
 

我们用什么方法去拒绝从撒但来的思想

呢？拒绝从撒但来的思想是非常容易的

事。神所给我们的心思是我们的，不是撒

但的，只有我们自己有权利用我们心思，

撒但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所以，只要不给

他想就好了。撒但只能用欺骗的方法来用

我们的心思。他给你一个思想，叫你以为

这个思想是你的，其实是他给你的。你只

要认识这不是你的，就好了。 
 

撒但试探人，撒但攻击人，总是偷偷摸摸

的，蹑手蹑脚的，不光明的。撒但不是大

声喊说，‘我来了！’他常常用撒谎和假

冒的方法，使你受欺骗。他不给你知道这

是他作的。如果你晓得这乃是撒但的攻

击，你一认识他的真相，你一拆穿他的假

冒，你就很容易把他抵挡掉。主耶稣说，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

由。’（约八 32。）真理的意思就是事实

的真相。你明白真相，你就得着自由。撒

但的能力是在他的欺骗上；他一不能欺

骗，他就失去能力。所以，你一晓得事情

的真相是撒但在那里攻击你，你就得着自

由了。有些神的儿女，口里说这是撒但作

的，灵里却不清楚是撒但作的，这样，他

虽然说是在那里抵挡撒但，其实他并没有

认出撒但的真相，所以他也抵挡不掉。等

到他真的看见这是撒但作的，他一抵挡，

就抵挡掉了。 
 

撒但在我们的心思里攻击我们，就是用

欺骗的方法，叫你以为这个思想是你自己

要想的，其实这是他给你的。你识破了他

的真相，你也就不接受他所给你的思想。

抵挡的意思就是不接受。撒但给你一个思

想，你说，‘我不要，’这就是抵挡。他

给你这一个，你说‘我不要；’他给你那

一个，你说‘我不接受’，他就没有办法。

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位神的仆人曾说，

‘你不能拦阻鸟在你头上飞过，但是至少 

是对的，那你就已经上他的当了。你所接受

的那个思想，就是撒但给你的试探。如果我

们在心思上不受撒但的攻击，那么撒但的

试探就失去了一条最容易进攻的路。 
 

神的儿女之中有许多的难处，都不是事实

上的难处，而是思想上的难处。有的时候，

你看见一个弟兄或姊妹，你觉得他与你有

事，与你很疏远，因此你就与他有了间隔，

而实际上却并没有这么一回事；这就是撒

但在你的心思里作祟，撒但也在那个弟兄

或姊妹的心思里作祟，结果你们之间就出

了事情。其实这根本是莫须有的事。所以，

神的儿女要拒绝忽然来的思想，忽然有的

感觉，要学习在心思上不给撒但留地步。 
 

在这里，我们要题起一个警告：我们不能

过分的注意从撒但来的思想。有的人有一

个极端，根本不注意撒但注射进来的思

想；有的人有另外一个极端，过分的注意

撒但注射进来的思想。一个人如果一点不

顾到从撒但来的思想，他就容易受欺骗；

一个人如果一直注意从撒但来的思想，他

的神经就容易出毛病。一个人过分的注意

撒但的试探，他的思想就要紊乱，反而容易

中撒但的诡计。因为人的眼睛一不仰望主，

就会出事情。所以，我们一面要看见，撒但

会攻击我们的心思，另一面要看见，只要一

拒绝就好了。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在那里

拒绝撒但，他的心思就出毛病，路就走错

了。所以，一面不能不知道，因为不知道要

受欺骗，另一面也不能过分的注意，因为过

分了也要受欺骗。撒但若不是要叫你完全

的不管他，就是要叫你过分的注意他。因为

你的眼睛如果一直注意他，他也能得着他

所要得着的，能叫你这一个人没有用，叫你

一天到晚在那里注意他的思想。任何弟兄

姊妹过分的注意他自己的思想，他已经受

了欺骗。所以，我们要学习维持平衡，任何

过分的注意都是错的。如果人的心思一直

注意从撒但来的思想，那就反而给撒但一

条路可以进到他里面来。所以千万不要走

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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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拦阻鸟在你头上作窝。’这是非常宝贵

的一句话。撒但要来试探，你不能拦阻，但

是你能不让他作窝，不让他有立足点，这一

个权柄是你的。任何的思想来到你里面，你

如果不要想它，它就必须停止。 
 

另一面，我们还得积极的用我们的心思。

有许多人的心思很懒惰，所以撒但很容易

把思想摆进去。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说，‘凡

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

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

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我们可以思念

许多属灵的事，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要多

用心思。如果一个人常用他的心思去想倾

向罪恶的事，撒但就很容易把他的思想塞

进去，因为他的思想和撒但塞进去的思想

差不多。如果我们常思想属灵的事，那么撒

但就很不容易把他的思想注射到我们的里

面来。有许多人都是因为自己被动，自己空

闲，或者自己所想的东西不够清洁，都是那

些不相干的事，所以撒但能有机会把他的

思想摆在这些人里面。 
 

还有一点也要注意，就是你的心意不要喜

欢撒但的思想。有许多人的心意喜欢撒但

的思想，听见别的弟兄属灵的情形好，不感

觉兴趣，听人在那里说东家长、西家短，反

而欢喜。这样的人所喜欢的就是撒但的工

作，他就不能拒绝撒但的思想。我们必须恨

恶撒但的工作，才能拒绝撒但的思想。一切

污秽的思想，一切伤害主里面的交通的思

想，一切伤害主里面的爱的思想，都是出乎

撒但的。如果你不喜欢这些事，这些思想就

不会来；如果你倾向这些事，这些思想就

很容易到你身上来。所以，要学习拒绝一切

出乎撒但的事。 
 

我们要特别注意，所有不洁净的思想都要

拒绝。撒但往往给人不洁净的思想，来引诱

人陷到罪里去。起头不过是一个不洁净的

思想，如果你容让它，它就要生出罪来。所

以，我们必须拒绝这一种从撒但来的思想。 

在这里发生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对于

不应该有的思想，你已经抵挡了，如果它

还不走，那怎么办呢？我们要知道，对于

不应该有的思想，只要抵挡一次就够了。

抵挡只要有一次，不要有第二次。雅各书

四章七节说，‘…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

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这里是说，你们抵

挡魔鬼，魔鬼就必逃跑。我们必须相信：

我们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跑。如果我们

怕魔鬼还留在那里，所以要再抵挡，那就

错了。你到底相信谁的话？经上说，抵挡

就逃跑；而你里面却有一个意思说，抵挡

了还没有逃跑，这是谁说的？这是撒但说

的！有许多人就是这样相信撒但的话，所

以受了亏。我们如果抵挡过了，就要宣告

说，‘我已经抵挡魔鬼，他已经逃跑了！’

他还在这里’的那一个感觉是虚谎的，不

是事实，不是出于主的。他必须逃跑，他

没有地位。我们要清楚：第一次的抵挡是

对的，第二次的抵挡是错的；第一次的抵

挡是荣耀神的名，第二次的抵挡是疑惑神

的话。 
 

许多人的错误，就是在一次抵挡之后去

问感觉说，‘魔鬼走了没？’感觉说没有

走，于是再抵挡。第二次的抵挡一起来，

第三次、第四次又得来，第一百次又得来，

第一千次又得来，结果就会使你觉得你没

有方法去对付。可是，如果你一次抵挡了，

第二次你睬也不睬它，你就得胜了。我们

要相信神的话的事实，不要管感觉。在事

实上，你一抵挡，他就逃跑了。抵挡了不

逃跑，那是感觉上的虚谎，如果你相信它，

魔鬼就又回来。所以，我们要学习相信神

荣耀的话。如果已经抵挡过了，就不必再

有第二次的抵挡了，因为这一件事已经过

去了。 

 

关于撒但在人的心思里作工的问题，我

们要学习认识撒但会攻击人的心思，我们

应当拒绝从撒但来的思想，同时也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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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叫我们以为是由于天然的原因生这

一个病。你如果让他躲在天然的后面，那

么这一个疾病在你身上就不容易过去；

你如果拆穿了他的工作，斥责了他，这一

个疾病就得着医治。有一次，有一个基督

徒发很高的热，非常痛苦，睡都不能睡。

他一直莫名其妙是怎么一回事。后来他清

楚这是撒但的工作，他就祷告主。到第二

天，热就退去了。 
 

所以，基督徒如果生病，应当查考生病的

原因。要查问：生这一个病是不是有正当

的理由？这到底是真的出于天然的疾病

呢，或者是撒但的攻击？如果没有正有当

的理由，如果查出的确是撒但的攻击，就

应当抵挡他，拒绝他。 
 

撒但在人身体上的工作不只是叫人生

病，也叫人死。撒但从起初是杀人的，像

他本来是说谎的一样。（约八 44。）所以，

不只要抵挡魔鬼所给的疾病，也要抵挡魔

鬼的凶杀。所有以为‘不如死了倒好’的

意念都是从撒但来的，任何以为‘死了算

了’的意念都是从撒但来的，凡一切想要

死的意念，都是从撒但来的。撒但在约伯

身上的工作就是要他想死。撒但不只向着

约伯有这个意思，也向所有神的儿女有这

个意思。所以，一切要自杀的意念，愿意

死的意念，盼望早死的意念，都是撒但给

人的试探。他试探人犯罪，他也试探人想

死。就连在我们旅行的时候，所有遇险的

思想，也都是撒但的试探。任何时候有这

一类的思想，我们都要拒绝，不能接受。 

 

 

 

 

 

道，从撒但来的思想一拒绝就过去了。另一

面，我们也不要过分的注意，免得思想紊

乱，反而中了撒但的诡计。 
 

二 撒但作工在人的身体上 
 

我们在圣经里能看到，有许多身体上的疾

病，明显的是出于撒但的攻击。 
 

像彼得岳母的热病，是出乎撒但的攻击，

所以主耶稣要斥责那热病。（路四 39。）必

须是具有位格的东西，主耶稣才能斥责他。

我们不能斥责一只茶杯，不能斥责一张椅

子，我们只能斥责有位格的东西。发热乃是

一个病状，主不能斥责一个病状；可是这

一个热病的后面有撒但，是有位格的东西，

所以主一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 
 

在马可九章里，有一个又聋又哑的孩子。

按人看来，聋是病，哑也是病，可是主耶稣

却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

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25。）

这一个孩子的聋和哑，是被鬼附的现象，而

不是普通的疾病。我们要知道，有许多病是

医学上的疾病；也有许多病是魔鬼攻击的

疾病。圣经记载主医治疾病，那就是医学上

的疾病；可是还有一种不是医学上的疾

病，而是魔鬼攻击的疾病，圣经就不说主医

治，乃是说主斥责。约伯全身所长的疮，非

医药所能治疗，因为这不是医学上的疾病，

这是魔鬼的攻击。除非把魔鬼解决，才有方

法对付这一种的疾病。 
 

我们承认，有许多时候，是由于人不小心，

违背了天然律，所以有疾病发生。但是，也

有许多时候是由于撒但的攻击，那只要你

求主斥责一下，这个病就过去了。这一类的

疾病，常是突然而来，突然而去的，因为这

是撒但的攻击，不是普通的疾病。 
 

问题在这里：撒但所给人的疾病，是怕被

我们揭露、拆穿的，所以他总是躲在天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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