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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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神圣三一之生活的指明。信心是为着

给我们活神，彰显神，并将神供应给人。

我们应该总是带着一个指明，我们什么

也不是，但神在基督里乃是我们的一

切。 

 

联结的信乃是神圣的要求，使得胜者

可以在基督凯旋回来时与祂相见。凭信

而活的得胜者要得着基督的赏赐，在千

年国里与祂同掌王权，并一同有分于对

神圣生命的最高享受。那时主要对祂的

得胜者说，『好，良善又忠信的奴仆，

…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凭这联结

的信，我们在基督里联于神，有分于包

罗万有之基督所是、所有、并所达到的

一切，以产生基督生机的肢体，好构成

并建造祂生机的身体。这身体要终极完

成于新耶路撒冷，作永远之三一神在祂

无限的荣耀里，在神性与人性奥秘之调

和里的扩大和彰显，直到永远。【摘自：

台北市召会】 

我们要成为满有信心的人，就需要看见

『信是由于听，听是借着基督的话』。信

的源头乃是话。神在圣经里写出来的话，

成了基督这活的话，基督作为那灵，就是

那灵的话，应用于我们。我们越是这样得

着神，神就越成为我们的信。我们需要看

见信的果效－对信而言，没有一事是不

可能的。信徒是在基督里相信的人，是信

仰之家。 

 

信徒在基督里的信，把信徒带进与基督

生命的联结里。神的话是具体化在基督

里，并实化在那灵里，作我们的信。信徒

凭这信而活基督并行事为人。接受这联

结之信的路，乃是借着呼求主，向主祷

告，祷读主话并默想主的话，来接触这信

的源头，就是那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

神。这信要把我们联于神，并把神分赐、

灌输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有信心的

人。 

 

罗马书十二章三节说，『不要看自己过

于所当看的，乃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

心的度量，看得清明适度』。信是信徒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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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约 20:23-31 21:1-14 21:15-22 21:23-25 徒 1:1-8 1:9-14 1: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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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周。 

2. 本周“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启示录生命读经，第 68 篇与创世记生命读经， 

 第 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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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页。） 
 

4. 本周继续追求“神在信仰里的经纶”晨兴圣言：第六周。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 

 “圣经之旅”第八册：第 15 课，书报追求进度：“生命的经历与长大”：第三篇。 

 大专书报追求进度：“包罗万有的基督”：第十一章。 

报

告

事

项 

 
 
 
 
 
 
 
 
 
 
 
 
 
 
 
 
 

1. 生命造就成全聚会 

 日期： 05/09/2022 

 时间： 7:30PM   

 地点： B二楼会厅 

 备注：请弟兄姊妹踊跃出席，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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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访人数 接待日期 接待单位数量 

30/09 ~ 02/10 15 
35  

03/10 ~ 05/10 15 

备注：圣徒们也可全程接待。请将接待名单（注明接待日期）于 12/09（周一） 

    前转发给陈铭锋弟兄（012-8908975）。 

 
进 度 

 
纽西兰众召会访问团到访消息（30/09~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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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2022 一会所 04/09/2022 六会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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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22年青少年成全训练报名通启 
  训练日期： 12-30/12/2022 

  训练地点：美里市召会会所 
  训练对象：今年就读初中三（Form 3）及高一（Form 4）的青少年弟兄姊妹。 
  训练费用：每人 RM500 

  报名截止： 03/10/2022（周一） 
  备注：欲知详情请查阅报名表，报名表可到会所办公室领取。请將填妥的报名表 
   及费用一同缴交到会所办公室。联络人：黃夏俊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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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洁服事 

 

 
 

04/09 整洁范围 11/09 

6 ─ 3   A三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4 ─ 1 

3 ─ 4   A二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2 ─ 3 

1 ─ 3 
  A一楼：厕所，走道，大门楼梯及 A 至 B 楼   
 的阶梯。 

3 ─ 1 

3 ─ 3 
  B 底楼： B 底楼厕所，走道，通往 A 楼底下  
 层的阶梯。 

9 ─ 2 



 联结的信使得胜者有资格在基督凯旋回来时与祂相见 交 通 

比较起来，我信隐藏在主恢复中相信

的人，要比在别的地方多。人们也许评

论我们说，『他们什么也不能作。他们

只会说，「哦，主，阿们，阿利路亚！」

他们来在一起时，就说，「主耶稣，我

爱你。阿利路亚！赞美主！阿们。」这

就是他们所能作的。』这是因为我们只

为着基督自己。我们不是为着大神迹、

大工作、或大事业。当主回来时，祂盼

望找着这样的人。基督盼望在祂回来

时，找着凭这样联结之信而活的人。基

督盼望找着我们作祂隐藏的得胜者。 

 

凭联结之信过得胜与欢腾之生活的

信徒，在基督回来时要对祂显为宝贝，

备好得着他们魂的救恩，作他们信心的

结果。（彼前一 8 ～ 9。）就一面的意

义说，我们不知道什么，也不作什么。

我们只知道如何凭联结之信得胜并欢

腾。今天凡凭信而活的人，最终要得着

他们信心的结果，就是他们魂的救恩。

我们已经得着一个救恩，但这只是起初

的救恩。救恩长进的阶段乃是变化的阶

段。救恩完成的阶段乃是得荣的阶段。

如果我们在长进的阶段凭联结的信而

活，使我们被变化，我们就要在千年国

里与基督一同作王。 

 

我们今天乃是为着那日预备自己。预

备自己就是成为得胜者，一直凭活的信

心联于三一神。每一天，无论早晚，你

必须说，『主，我赞美你，从早到晚我 

联结的信使得胜者有资格在基督凯旋

回来时与祂相见，这是对得胜者的神圣

要求。这是根据路加十八章八节，主在那

里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在地上找

得到信心么？』今天，整个世界都是不信

的。今天不仅在外邦人、异教徒中间，甚

至在犹太人、天主教徒、更正教徒、和灵

恩派的人中间，何处找得到信心？如果

主今天来了，祂在那里找得到信心？地

上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相信的。但因着祂

的怜悯，在已过年间，借着倪弟兄的带

领，我们被带进一种光景，学习在凡事上

不信靠我们自己，只相信我们的神是一

切。 

 

我盼望主回来时，祂能找到你我都是相

信的人，是一直信靠祂，不信靠自己，对

自己没有确信的人。我们的确信完全在

祂身上。这是联结的信。这信是得胜者的

资格，这是神圣的要求，使你我作为得胜

者，可以在基督凯旋回来时与祂相见。 

 

最终，主会找到一些人，就是少数的得

胜者，他们在主回来时，是凭联结的信而

活。古时以利亚向神控告以色列人说，

『主阿，他们杀了你的申言者，拆了你的

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

的命。』（罗十一 3。）主告诉以利亚说，

『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

屈膝的。』（4。）你看今天的世界，很

难看得见任何相信的人。但在各处都隐

藏着一些相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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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作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生机体。

所以这样的信心，将得胜者构成，以满

足基督的愿望。因此，这得胜的信心是

作主得胜者的资格；他们等候主，并热

切期望主回来；主回来时要找着他们，

就是有祂联结之信的人，（路十八 8，）

在祂作王一千年的国度里作祂的珍宝。 

 

这是罗马一章十七节终极的完成，那

里说，『义人必本于信得生并活着。』

义人必本于信得生并活着！这话该作

为神永远经纶的标语；神的经纶完全

是在信里的事！（提前一 4。） 

 

义人，就是那些在神、在人前都完全

是对的人，必得生，就是得着神圣的生

命。然而，我们这些败坏的罪人，怎能

照着神的义得着公义之神的神圣生

命？乃是凭着信！信就是那在基督里

运行并作工的神，祂将我们放在基督

里，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林前一

30 ；）我们这些罪人乃是凭着这信，才

能按着神的公义，合乎法理的得着神圣

的生命。凭这联结的信，我们在基督里

联于神，有分于包罗万有之基督所是、

所有、并所达到的一切，以产生基督生

机的肢体，好构成并建造祂生机的身

体，这身体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

作永远之三一神在祂无限的荣耀里，在

神性与人性奥秘之调和里的扩大和彰

显，直到永远。（启二一 2 ～二二 5。）

这是罗马一章十七节  『义人必本于信

得生并活着』这福音永远的成就！【摘

自﹕罗马书结晶读经，第十一篇】 

与你联结。有活的信心把我联于你，使我

能活你，与你同行，并与你同活。我与你

是一，正如你与我是一一样。』这使你有

资格作得胜者，可以在基督回来时与祂

相会。 

 

得胜者要得着基督的赏赐：在千年国

里与祂同掌王权，并一同有分于对神圣

生命的最高享受。（启二十 4，6。）那

时主要对祂的得胜者说，『好，良善又忠

信的奴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太二五 21，23。）这正如达秘曾说的：

『哦，何等喜乐，能够一无所有，一无所

是，一无所见，惟见在荣耀里活的基督，

并且一无所顾，惟顾祂在此地的权益。』 

 

结 语 

 

本篇信息里所讲的三点，对于一个过追

求基督之神人生活的信徒，是极其重要

的，这使他能成为一个主所要得着的得

胜者，好在这末后的日子，就是这世代的

终结，能完成神永远的经纶。我们受基督

吸引，接受基督进到我们里面作我们的

救主和生命之后，那神圣的恩，也就是终

极完成的三一神，就开始在我们里面增

多。神圣之恩增多的第一个结果，乃是联

结的信，也就是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活神，

把我们联于祂一切追测不尽的丰富。神

把祂那格外增多的恩典分赐到我们里

面，以应付我们的需要，乃是照着这联结

的信的度量。（罗十二 3。）这样的信指

明一个追求基督之神人所过的生活，这

是在那作神具体化身之基督里终极完成

之神的真实彰显，为着建造基督生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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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三篇 抵挡魔鬼（二） 
造 就 

我们里面有一点感觉，以后里面越过越

亮，叫我们清楚我们有错。如果是从撒

但来的控告，那就在我们里面叽咕不

休。圣灵的责备，好像是在我们里面一

直长大的；从撒但来的控告呢，从起头

到末了都差不多。圣灵在人里面的感

觉，是从下面爬起来慢慢的高上去；撒

但的控告，则从起头到末了都是叽叽咕

咕的，一直在里面搅不清。 
 

第二，从圣灵来的责备，如果我们顺

服的话，那么到下一次，这一个罪在我

们身上的力量就削弱了。每一次给圣灵

责备一下，这一个罪的力量就削弱一

下；所以，圣灵的责备能叫罪萎下去，

罪的力量总是越过越弱。撒但的控告却

不是这样，它使你下一次犯罪的力量还

是那么大。 
 

第三，圣灵责备的结果乃是把我们带

到主面前去，而撒但控告的结果却是叫

我们灰心。越是有圣灵的责备，在我们

里面就越刚强，叫我们在主面前去对付

清楚；而撒但的控告却是叫我们想

‘算了罢’。圣灵的责备叫我们觉得要

到主面前去，要倚靠主；撒但的控告叫

我们回头看自己，叫我们灰心。 
 

第四，如果是圣灵的责备，那么在主

面前认错以后，即使没有喜乐，至少也

有平安；可能有的时候有喜乐，有的时

候没有喜乐，不过至少有平安。但是撒

但的控告完全不同，即使你承认了错，

也没有喜乐，也没有平安，好像你生了

一场大病，也好像是作了一台戏，就是

这样过去了，没有下文了。圣灵的责备 

 

 

三 撒但作工在人的良心里 
 

启示录十二章十节说，‘…那在我们神

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这给我们

看见，撒但有一个工作，就是控告我们，

他这一个工作是表现在人的良心里。一

个人得救之后，他的良心就活过来，就开

始觉得什么是罪。撒但知道这一个，也知

道圣灵常常叫神的儿女良心里觉得有

罪，在神的面前认罪、求赦免，所以，撒

但就来作假冒圣灵的工作，于是在人的

良心里就有了撒但的控告。这乃是撒但

对于神的儿女很普遍的工作，这是使神

的儿女非常痛苦的。 
 

许多神的儿女不会分别什么是圣灵的

责备，什么是撒但的控告，所以他们不敢

拒绝，因此撒但能实行他的控告。有许多

神的儿女，本来很可以在神的手里作有

用的人，可是因为接受撒但在他们良心

里的攻击，一直受控告，一直以为自己有

这个罪，有那个罪，因此良心就软弱到极

点，在神面前爬不起来，在人面前也爬不

起来，结果就在属灵方面成了终身残废。 
 

不错，我们信了主，要接受圣灵的责备，

但是我们必须抵挡撒但的控告。我们要

注意圣灵的责备与撒但的控告的分别。

我们必须看见，有许多的‘责备’都是假

冒的，事实上是撒但的控告 
 

1 撒但的控告与圣灵的责备的不同 
 

到底撒但的控告与圣灵的责备有什么

不同呢？我们要来分别一下。 
 

第一，凡从圣灵来的责备，都是起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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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都得了赦免。这是神的话：‘祂儿

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

壹一 7。） 
 

我们要认识，羔羊的血是我们在神面

前蒙赦免的根据，羔羊的血也是我们在

神面前蒙悦纳的根据。不要刚硬的在那

里一直觉得自己好，但也不要一天到晚

在那里看自己不好。人在那里骄傲是愚

昧，人一直在那里看自己也是愚昧。那

以为自己是好的人是愚昧，那看不见主

的能力拯救他的人也是愚昧。人相信自

己的能力是愚昧，人不相信主的能力也

是愚昧。我们要看见羔羊的血已经满足

了神所有的要求，胜过了撒但所有的控

告。 
 

第二，是因自己所见证的道。这一个

见证的道。就是宣告属灵的事实，宣告

主的得胜。我们要对撒但说，‘用不着

你来打扰我！我的罪靠着主的血已经

得着了赦免！’我们要用信心宣告耶稣

是主，我们要用信心宣告基督的得胜，

我们发出声音来把这些见证的话说给

撒但听。不只是心里相信，并且向撒但

宣告，这是见证的道。 
 

第三，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前

面所说的‘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

的道’，那是胜过撒但控告的两个条件。

这里所说的‘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

命’，乃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是：

不管撒但怎么作，即使他想害我们到

死，我们还是要靠羔羊的血，还是要对

他宣告主的得胜。我们如果一直这样，

撒但的控告就完了，撒但不能胜过我

们，我们必定胜过他！ 
 

有时候，有的弟兄姊妹所受撒但的控

告很多，多到一个地步，到底是撒但的 

是有下文的，没有喜乐也有平安；可是

撒但的控告没有下文。 
 

第五，圣灵的责备都是领我们去想到主

的血；但是撒但的控告，你即使想到血，

他也会对你说，‘没有多大用处，恐怕主

不赦免你！’换句话说，圣灵的责备是领

我们信靠主的血，撒但的控告是叫我们

不能信靠主的血。你有那一个感觉的时

候，你去看到底你是想到主的血，或者你

是越过越离开主的血，你就能知道这到

底是圣灵的责备或撒但的控告。 
 

第六，圣灵的责备过去以后，神使你刚

强，使你爬起来以后能跑得更快，使你更

热心的往前去，使你不相信自己而更相

信祂。可是，撒但控告的结果是使你良心

软弱，使你的良心在神面前爬不起来，不

只说不相信自己，并且也不大会相信主。

圣灵的责备一面叫我们软下去，叫我们

不相信自己，另一面叫我们更倚靠主；

但撒但的控告不是这样，它使我们不相

信自己，也不相信主，好像变成了一个麻

木的人一般。 
 

2 怎样胜过撒但的控告 
 

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说，‘弟兄胜过

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里的

‘他’，是指控告弟兄的撒但。我们怎样

胜过他呢？ 
 

第一，是因羔羊的血。我们万一不幸犯

了罪，一面总要在神面前承认，另一面要

对撒但说，‘用不着你控告！我今天乃

是靠着主的血来到主面前的人！’要胜

过撒但的控告，就必须给撒但看见，我们

是藉着羔羊的血得着赦免。我们一切的

罪，不管是大的罪、小的罪，靠着羔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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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告或者圣灵的责备都弄不清楚了，这

样，他就应当暂且停止他的认罪，因为

主不要我们糊里糊涂的作事。他可以在

主面前祷告说，‘我有罪，我承认我的

罪，求你赦免。但是我受撒但的控告，

所以，求你把我一切的罪都遮盖，以后

在你血的底下，不论是罪、不是罪，我

都不管了！’在这样情形中的人，必须

有一段时间的‘不管’，才能分清楚什

么是撒但的控告，什么是圣灵的责备。 
 

3 怎样帮助受撒但控告的人 
 

我们对于受撒但控告的弟兄姊妹，千

万不要增加他们良心的不安。第一，我

们帮助他们，总要照着他们的力量所能

作得到的。不然的话，他们的力量作不

到，反而使他们容易受控告。所以，我

们必须摸着他们在神面前有够多的力

量能走到前面去，才可以给他们强一些

的东西，帮助他们向前走一步。第二，

如果看见圣灵在那里作工，我们可以把

要求提高一些。因为有主的灵、复兴的

灵动了工，主的话就能把人提高。如果

主的灵没有动工，而我们把要求提得很

高，那不但不能帮助他们前进，反而使

撒但有机会来控告他们。 
 

我们不要随便指出人的失败。假定一

个弟兄有某种失败，可是他还能祷告，

还能读圣经，还能参加聚会，那只要你

里面有把握帮助他，就能把他带过去。

如果你里面没有把握，你没有力量提高

他，只把他的失败指出来，那反而使他

连祷告也没有了，读圣经也没有了，聚

会也不参加了。将残的灯火要剔亮，不

要吹灭；压伤的芦苇要扶持，不要折

断。所以我们不要以自己为标准叫别人

的良心受压，我们要学习不作破坏人良

心的事。 

我们要告诉受撒但控告的人，希伯来

十章二十二节说，‘我们心中天良的亏

欠已经洒去，’所以我们的良心不应当

再觉得有罪。良心不觉得有罪乃是基督

徒生活的原则。基督徒的良心一感觉有

罪，立刻会在神面前软下来，在属灵的

事情上软下来。撒但的目的是要我们不

能持守这一个生活的原则，所以一直要

控告我们。因此，我们应当靠着血抓住

这一个原则。撒但越要你感觉有罪，你

越应当靠着血洗净你所有的罪。弟兄胜

过他，不是靠着自己的刚强；弟兄胜过

他，是靠着羔羊的血。你可以宣告说，

‘撒但，我是承认我有罪，但是，我还

有主的救赎！我不是不欠债，我是欠

债，但是主替我还清了！’我们不是以

没有欠债来对付撒但的控告，乃是以还

债来对付撒但的控告。 
 

四 撒但作工在环境中 
 

我们的环境都是神安排给我们的。可

是，也有许多环境，虽然是神所许可的，

但直接的、主动的在那里作工的乃是撒

但。 
 

像约伯的遭遇：牲畜被掳，房屋倒塌，

儿女压死，这些都是环境，这些环境虽

经过神的许可，但都是撒但直接作的

事。 
 

像彼得的跌倒，一半是彼得自己跌倒，

另外一半是撒但在环境中的攻击。主

说，‘西门，西门，撒但想要得着你们，

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路二二

31。）所以彼得的跌倒，还是撒但主动

作的事，不过也是主所许可的。 
 

像保罗的那一根剌，也明显的是撒但

的工作。保罗说，‘有一根剌加在我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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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与撒但的攻击分开了。这一个你一清

楚，一抵挡，事情就过去了。 
 

第三，要拒绝惧怕。撒但在神的儿女

身上作工的时候，他总要先找地步。他

没有地步就不能作工。所以他第一个试

探就是要得着地步；然后从那个地步

来攻击我们。我们不给他留地步，这就

是我们的得胜。有一个地步，是最大的

地步，就是惧怕。撒但要我们遭遇一件

事，总是先叫我们惧怕。有一位有经历

的姊妹说，‘所有的惧怕，都是撒但的

名片。’你一接受惧怕，撒但就进来；

你拒绝惧怕，他就进不来。 
 

一切惧怕的思想，都是撒但的试探。

你接受那一个惧怕，你就会得着那一个

遭遇。约伯说，‘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

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伯三 25。）

可见约伯的这些遭遇，都是他所惧怕过

的。撒但在环境中的攻击，许多都是从

惧怕而来。你抵挡那一个惧怕，就没有

那些事；你留下那一个惧怕，就让撒但

有机会那样作。 
 

所以，神的儿女要抵挡撒但的工作，

第一就要抵挡任何的惧怕。如果撒但给

你一个思想，使你怕要遭遇这一个，怕

要遭遇那一个，你千万不要接受这一个

思想。你该说，‘不是主要我遭遇的，

我绝对不接受！’人一脱离惧怕，就脱

离撒但的环境；人一拒绝撒但所给的

惧怕，就拒绝撒但在环境里的工作。这

就是保罗所说的‘不可给魔鬼留地

步。’（弗四 27。） 
 

为什么我们能够不怕？因为那住在

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

壹四 4。）如果我们惧怕，那是我们的

愚昧。 

 

 

 

体上，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击我。’（林

后十二 7。）这又是撒但的工作，是撒但

在环境中攻击神的儿女。 
 

更明显的，像马太八章，主耶稣那一次

吩咐门徒渡到海那边去。主知道在海那

边有厉害的鬼需要赶。主耶稣和门徒上

了船，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

掩盖。那时主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祂

说：‘主阿，救我们，我们丧命啦！’

（25。）这些门徒有好几个是打鱼出身

的，是富有航海经验的人，可是他们觉得

这一个风浪不对了。主耶稣责备他们的

小信，也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是没有

位格的，主所以斥责，是因为风和海的后

面有鬼，是撒但在那里兴风作浪。 
 

总之，撒但不只攻击我们的身体，不只

攻击我们的良心，不只攻击我们的心思，

他也在环境中来攻击我们。我们对于撒

但在环境中的攻击，应该怎样作呢？ 
 

第一，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雅各书四

章和彼前五章这两个地方，告诉我们要

抵挡撒但，这两个地方也都告诉我们要

顺服神。当撒但在环境中攻击我们的时

候，我们第一个态度应该是顺服神。你如

果不顺服神，你就不能抵挡魔鬼。你若不

顺服神而抵挡魔鬼，你的良心就立刻出

毛病。所以第一个态度是服在神的手下。 
 

第二，要抵挡魔鬼。神的儿女在环境中

遇见没有理由的、无缘无故的事情发生

的时候，如果里面清楚这是出于撒但的

攻击，就该抵挡魔鬼。一抵挡，这件事就

过去了。一面你要服在神的手下，另一面

你要抵挡撒但在环境里的工作。就是因

为你这样一服，你在神面前的态度一清

楚，神就会给你看见，是撒但要你这样，

并不是神要你这样，于是，你就把神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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