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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
加拉太書第六章 14 節：「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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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把我們圈住，一直跟到我們向祢完全降服。求祢聽我們的禱告，我們
把所有的感謝都獻給祢，奉耶穌基督寶貴的名祈求。阿們！

督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
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每一個弟兄姊妹應該都很清楚，達到神永遠旨意的道路是十字架，

羅馬書第十二章第 1～8 節：「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

我的責任這次是講到「十字架與世界」
。前面的兩講我們已經講了一部分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

的真理，我們講到什麼是世界，約翰告訴我們：
「不要愛這個世界，若愛

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

這個世界，愛父的心就不在他裏頭了。」我曾經說到，在原文裏面有兩

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我憑著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

個字，英文聖經都把它翻譯成「世界」
。“Kosmos＂這個字是指著整個的

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

宇宙，包括在這宇宙中所有的事情，它的美麗和所有住在裏面的一切，

中道。正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肢體也不都是一樣的用處。我

這是一個字。另外第二個字“aio’n＂，說到一個時代，是講到時間的流

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裏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體，也是如此。按我們

一直包括的範圍。這兩個字，在整本聖經裏使用的時候都有帶著負面且

所得的恩賜，各有不同。或說豫言，就當照著信心的程度說豫言。或作

誨暗的意思。我們說這個世界是神所造的，神當初說一切受造的非常的

執事，就當專一執事。或作教導的，就當專一教導。或作勸化的，就當

好，但是撒但墮落之後，然後眾天使也墮落，然後人類也墮落，因著人

專一勸化。施捨的就當誠實。治理的，就當殷勤。憐憫人的，就當甘心。」

的墮落，有一個東西進到這個世界來，是從來沒有出現的，這個就是蛇

歌羅西書第二章 12～15 節：「又感謝父，叫我們能與眾聖徒在光明

的毒。這個毒就影響到整個的世界，也影響到整個的時代，沒有一樣能

中同得基業。祂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祂愛子的國裏。

逃過這件事的。因著這一件事聖經稱撒但是世界的王，撒但也來試探耶

我們在愛子裏得蒙救贖，罪過得以赦免。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

穌，牠對主說：
「祢若向我下拜，我就把這一切都賜給祢」
，主並沒有說：

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你撒謊」，主回答說：「當拜主祢的神，單要事奉祂。」
使徒們很直接了當的說，在約翰壹書第五章 19 節：「我們知道我們

禱告
親愛的主阿！我們相信祢在我們中間，因為我們是在祢面前聚集，
我們向祢承認，若不是祢自己來作工，我們作的都沒有永遠的價值。祢

是屬神的，全世界都臥在那惡者手下」
；加拉太書第六章 14 節：
「但我斷
不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論，
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論，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已經賜給我們聖靈的膏油，我們不敢忽略祂，因著信心我們就站在這一

前講我就說到，什麼是世俗化。好多人的觀念認為，世界只不過就

個恩膏的底下。這個恩膏為著說話的、翻譯的，與所有聽道的人。求祢

是你吃什麼、穿什麼，這些外表的事物。但是世俗化的中心是指著「眼

摸著我們的心，挑戰我們，讓我們沒有一個人從祢面前逃走，用祢的聖

目的情慾，肉體的情慾和今生的驕傲」
。我們可以講很多很多關於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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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它所包括的範圍從商業、金錢、驕傲、我們的事業等等，不一而足，

上當作燔祭，不是只是奉獻奉獻而已，乃是要把它焚燒，把它燒了。一

可以講得沒完沒了。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來，你需要把前兩個晚上所講

個焚燒的祭物，對神來講，除這個以外沒有可以接受的。你要分別為聖

的信息拿來聽一聽，你才知道我們講了很多，怎麼解決世俗化的問題，

嗎？你要聖潔嗎？你必須做一個活祭；你要討神的喜悅嗎？你要被神悅

除了十字架沒有第二個答案，這是神解決世俗化的唯一方法。只有當基

納嗎？你必須做一個活祭，沒有第二條路。這是整個福音的目的。

督釘十字架的時候，這個世俗化的問題才真正從根部解決。如果你是一

然後達到這個福音的最終結局就是新婦。在這個中間點，如果你被

個世俗化的人，基督怎麼能住在你裏頭呢？當基督釘十字架的時候，一

拯救，被寶血洗淨了，藉著耶穌十字架的工作你被稱義了，現在你的責

個基督徒怎麼能夠讓主住在裏面卻又去愛世界呢？約翰很簡單的說：
「人

任，就是把身體獻上成為一個活祭，沒有第二個方法。有的時候我們在

若愛世界，愛父的心就不在他裏面了」。這就是說我們在那裏一面愛世

基督教的範疇裏頭聽到有人說，我們應該把我們的天分奉獻給神，我們

界、一面愛神，這是說謊的。雅各說得更坦白點：
「你們這些淫亂的人哪，

應該把我們天然的恩賜獻上。如果你會講話，你就奉獻將來做傳道人；

豈不知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麼？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友的，就是

如果你會彈琴，那你奉獻給神將來你就帶領大家唱詩；你有組織的天才，

與神為敵了。」這是黑白分明的，在這裏沒有任何中間灰色的地帶。

奉獻給神，神會使用你把教會組織起來，變成很有秩序。但是神的要求
呢，只要我們做活祭，講到你的身體、你的性格、你整個的人，你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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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你的恩賜，你的能力，全部變成活祭。
在這裏保羅說：
「你們如此事奉乃是理所當然的」
，這是中文的意思，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我讀了羅馬書十二章第 1～8 節：「弟兄們，我

「是你們理所當然的事奉」
。但是原文的意思比這個還要更豐富，有的時

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

候，我們的敬拜有很多情緒的動作，沒有錯誤，如果你敬拜神像個機器

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羅馬書在聖經六十六卷書裏是講到

倒會很奇怪。因你有感覺，應該有感情，在我們的事奉裏面也帶著情感。

神的福音最完整的一本書，講到這個地方的時候，保羅把前面所講的做

有的時候我們把自己交托給神的時候，我們帶著情感的交托，在這樣的

一個大的總結：
「我剛剛前面十一章全部講完了，我現在求你們，弟兄們，

聚會裏面我們被神激動起來，不但在我們的靈裏面，也在我們的情感裏

因著神的慈悲，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這就是十字架，這是十字架

頭，甚至在我們的意志上。但是這一句話有一個特別的意思：
「所以弟兄

的行動，這是與基督同釘十字架最實際的表現，是活祭。他可以這樣說：

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

「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好好讀聖經。」這樣就會變成一個非

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是你們屬靈的理智作一個聰明的決定。」這不

常有學術性的操練。他也可以這樣說：
「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在聚會中

僅僅是在理念上的一件事，也不是單單的情緒上的一件事，這是屬靈的

好好聚會。」他都不是這樣說的，他乃是說：
「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

智慧。用另外一個表達，乃是你在非常冷靜的狀態之下，把自己清清楚

身體獻上，當作活祭。」今天晚上我不想作任何的妥協，把你的身體獻

楚地奉獻給神，這個是真正的敬拜。這裏不牽涉情感，這裏也不單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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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性，這是你用你的意志決定了這件事，這是在靈裏面的一個智慧的決

體，但是有一天，他們與元首聯合成為基督的身體。當聖靈從他們表明

擇。除了作活祭，就沒有第二條路。撒但懂這個道理，因為它懂這個道

出來，當時的猶太世界被這一群完全改變了，擴大到希臘的世界、羅馬

理，所以它想盡辦法攔阻任何的基督徒把自己這樣的奉獻給主。牠會勾

的世界，整個的大翻轉。那時他們沒有組織，不像今天，但是他們那一

引你，牠會引誘你，牠把你放在一個捆綁裏面，好像一個蜘蛛網一樣把

天靠著聖靈與元首聯合。是人看不見的，因為他們都是過這一個奇妙的

你困在網上脫離不了；或者像一個鱆魚一樣把你綁住，這邊才甩掉一隻

活祭的生活。

腳，另外一隻腳又綁上來了。這是仇敵的詭計，因為它懂這個道理，當
一個基督徒變成一個活祭的話，沒有什麼達不到的事情。

作活祭是脫離世界最妙也是惟一的道路

活祭把人帶進身體的見證裡
這裏不但世界的模式被打破，而且那個意識形態也被打破了，這一
群人改變了。如果教會裏面每一個屬基督的肢體，都是這樣奇妙的改變，

這種生活方式就能夠來察驗何為神的善良，純全可喜悅的旨意。但

你能不能想像這一群人可以怎樣影響這個世界。不但能夠明白什麼是神

如果你不是活祭的話，你就永遠不能了解。這個世界的模式、世界的風

的善良，純全可喜悅的旨意，也只有過一個活祭的生活，才能夠表現一

潮的捆綁，如果不是做活祭的話，我們永遠脫不開。你可以讀聖經，你

個身體的見證。他在這裏用的介詞，不是屬於基督的身體，乃是這一個

可以唱詩，你可以聚會，但世界的緊身衣還是牢牢地把你綁住，你逃不

身體在基督裏，而且每一個都互相聯絡作肢體。如果我們不是活祭，我

出來，這是一個意識形態的問題。不要效法這個世界的模式，乃是要心

們可以讀聖經放在我們的腦海裏，我們也可能為主發點熱心，我們還有

意更新而變化。當你的心思改變的時候，你就改了，你就從舊的模式裏

其他的東西，但是我們永遠是一個個體，我們一直是每一個人保留他自

跳出來了。那麼鱆魚就死了，蜘蛛網就扯掉了，你就能夠脫困了。這必

己的個體而已。我記得我第一次明白教會是什麼的時候，我看見就是基

須是活祭，只有當你成為活祭，這個世界模式的意識形態就在你身上破

督把我好像整個的人都震動了。我從那一天起就不再做一個浸信會的會

裂了。這樣，我們就有基督的心思意念；這樣，我們就可以做基督的奴

友，我那一天就變成基督身體上的一個肢體。那一天我忽然間覺得神兒

僕，我們才可能謙卑，這樣，基督能把我們升高。這一切都維繫在我們

女是屬於我的，我也屬於他們的。後來我又回到我原來的那個教會，我

是否做活祭。今天教會的咒詛是什麼，就是世界的模式，世界的意識形

忽然間覺得，我好像一條魚離開了水。那裏都是一個個的個體，沒有一

態，我們把主的教會已經變質成為好像世界上任何的一個組織，它有它

個人覺得你是屬於他的，他是屬於你的，那些人你認識好多年了，你還

的會員、章程、選舉職員的步驟，一步一步，它有了它的組織。世界上

是不認識他。基督的身體是很奇妙的事，你沒辦法去把他組織起來，他

所有的宗教俱樂部都差不多是這個樣子，這樣就把教會破壞了。但是你

必須是從神生的。這裏有一個核心，信主的核心，這些人都是過活祭生

去看初期的教會，一百廿個肢體，當聖靈降臨之前，他們是一百廿個個

活的，如果你有這樣一個核心，這樣，教會的見證就顯出來了。這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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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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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的事實

是教會，你們不是；我們認識真理，你們不懂；我們高級，你們低級；
我們是上層人物，你們是普通人物。」但是如果你是活祭，你就來無條

今天我還有一個感動，就是十字架的事實與它的挑戰。讓我們再回

件的服事所有神的兒女，你不與他們的罪有分，但是你愛他們，你服事

到加拉太書第六章這句話：
「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

他們，因為你裏面有愛。你知道你屬於他們，他們也屬於你，你就不受

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

這個捆綁了。問題是你必須是活祭。

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這是一個歷史的事實，當基督釘十字架，

他有恩賜，就是剛剛我講的那個天然的恩賜，如果他有口才，他講

我與祂同釘十字架，你與祂同釘十字架，你知道也好、不知道也好。另

道，你毫無感動。他們天生有這個恩賜，但是那個恩賜摸不到你的靈；

外一個點，今天江弟兄所交通的，舊人釘十字架，或者老我釘十字架，

這裏有一個人彈琴彈得很好，你聽見他彈的了，彈得真棒，好啊！或者

祂釘十字架，那個老我也釘十字架，這是歷史的事實。這裏告訴我們，

覺得彈得沒什麼了不起，但是你並沒有碰到生命；但是另外有一個人彈，

世界也釘了十字架，所以聖經才告訴我們，將來有一天是新天新地，有

你就摸到基督。差別在那裡呢？為什麼一個人講道你能夠摸到基督，另

義居住在其中。在新天新地裏頭，蛇的毒完全消失，沒有咒詛、沒有死

一個同樣講，你摸不到基督呢？而那個人很有口才的，但是只有口才。

亡、沒有眼淚、沒有悲哀，都過去了。這是事實，要靠著我們自己來對

一個人唱歌，聲音很洪亮；另一個來唱，好像來到主面前。有的人很有

付這個世界的世俗化的問題是毫無辦法的。

組織力，他們能組織到把聖靈趕出門去，教會的歷史這樣的人物太多了。
另外有人，他一組織就是主的手在做事。那麼關鍵在那裡呢？這個關鍵

十字架的挑戰

就在於是活祭。這裏不是表達你個人，你自己的才華，自己的滿足，我
們乃是表達基督。

今天對我們的挑戰是什麼呢？歌羅西書第一章 13 節：「祂救我們脫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就像我們很多的講道人一樣，講了三、五章聖

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祂愛子的國裏。」這裡有一個挑戰，不要再

經，他在那裏開始講的也就是他所講的結束的開始：
「弟兄們，我以神的

被惡的捆綁抓住了，不要讓撒但引誘你。開始總是看起來很好，那麼吸

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

引人，但是你會進入牠的圈套裏頭。一個可怕的圈套，不管是商業，或

如此事奉，乃是理所當然的。」把身體獻上，你曾經這樣做麼，你預備

者是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家庭，或者是你個人的生活，或者是教會的

好過一個活祭的生活嗎？

生活，對於那些事奉主的人，我們都包括在這個裏頭。神為著把我們從
黑暗的權勢釋放出來，祂付了最高的代價。撒但和牠的眾軍，本來在你
身上有權柄，也在我身上有權柄，因為我們是瞎眼的，我們無助，我們
被綁在那裏。但是經過基督完整的救贖，祂把我們的罪——你的罪、我的

十字架的路是過活祭的生活 199

200 達到永遠的旨意─十字架Ⅱ

罪——在祂身上來付出罪的代價，父神喜悅把祂壓傷。你們被神蹟一樣的

拿的婚宴上講過的一句話，那句話就是她對僕人說的：「祂告訴你們甚

從黑暗的權勢釋放了出來，你自己做不到，也沒有教會做得到，沒有任

麼，你們就作甚麼。」馬利亞的這句話是基督徒生活的一把鑰匙，跟隨

何宗教的組織做得到，只有神做得到。不只如此，注意聽，祂不但釋放

基督就抓住這把鑰匙就行了，“祂無論說什麼，照著去行＂。如果主對

你，把那個捆綁打破，而且祂把我們遷到愛子的國裏。這裏有一個挑戰，

你說把這個友情停止，你就要停止。可能將來神會還給你，但是祂如果

你是不是仍然在捆綁裡面？你是不是跟黑暗在玩遊戲？你有沒有跟這個

說了，你就照著去做。如果在你裏頭有些世界的東西，祂說放棄，你就

世界妥協？在生意上，在賺錢的事情上，在你的家庭生活上，在你的人

放棄。

際關係上，在你自己個人上，在教會裏頭，在事奉神的事情上。你不能

我記得有一位姊妹在飯店裏做女服務員，所以她只能早上來聚會。

與黑暗的權勢玩遊戲，而不讓黑暗的權勢進入你的生命；你不能玩火而

那天我們在擘餅，她沒有任何的宗教背景，她就在那邊看我們。我們擘

想不被火燒到；你不能與老虎玩遊戲而不被老虎吃掉。

餅了，杯傳了，她看見主了，她看見的不是那個擘餅的人，她看見的是
主，她那天得救了。她根本還不知道福音是怎麼回事，但是那一天她就

一、學習信靠主

得救了。她來看我，我就對她講，你做基督徒的秘訣乃是不論祂說什麼，
照著去行。我就問她對這句話有什麼問題，她說：
「不！不！不！沒問題，

第一個挑戰：你已經被基督釋放了，不要再走回頭路，又被撒但捆

我一定照著去做。」然後她就走了。她忽然又轉頭，她說「有一件事，

住，為什麼又被他捆起來呢？因為當野獸被軛套牢的時候，你就可以控

我的口紅不能去掉。」我說：「誰跟你講口紅啊！」在剛剛擘餅的時候，

制這個動物。

誰提到口紅的事呢？她說：
「沒有沒有，但是我那天聚會看每一個人的臉
上都沒有擦胭脂抹粉。我不希望做一個僵死的天鵝，我臉色蒼白，我的

二、學習順服主

膚色很白的。」我說：
「你怎麼忽然間想到這事了？沒有人提啊！沒有人
跟你說拿掉口紅啊！你得救了，你是神的孩子，你可以用，沒有問題的。」

第二個挑戰：如果你已經被遷到愛子的國裏，你就有一個王，有一

她不相信我的話。我說：「你聽，你要答應我」，她說：「什麼？」「你答

個主。那你的挑戰是什麼？順服在祂的主權裏。路加福音第六章 46 節這

應我你永遠不要把你口紅除去」
，她說：
「沒問題」
，她就走了，所以她塗

樣說：
「為什麼你們稱我主阿！主阿！卻不遵我的話行呢？」這是一個好

口紅有半年之久。有一天，忽然她不塗口紅了，我就去找她：
「你不是答

問題：
「你為什麼口裏稱我為主，但是我講話你卻不聽呢？」為什麼？我

應我你不會拿掉，除非是主說嗎，你現在是不是還要和大家一樣啊？」

告訴你，因為你沒有過活祭的生活，這就是原因。你永遠逃不出來，如

她說：「不、因為主說了」，那我就說：「你做對了」。任何健康的體育活

果你沒有這樣做，因為這個套還綁著你。耶穌的主權！很多的時候，我

動也是如此，其他一千零一樣事情也是如此，如果主對你說了，聽祂的，

用耶穌的母親說過的一句話來勉勵許多剛信主的弟兄姐妹，馬利亞在迦

只有信而順服，因為除此以外，不能得耶穌的喜悅。你懂嗎？我想我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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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你如果不是過活祭的生活，我這樣的講法你是聽不進去的。你想我

當然主後來又把一些事情給你了，祂拿回去又給你。當我小的時候，

的家要和人家分享麼？是啊！我的汽車，要我跟人家分享麼？在美國，

我喜歡剪刀，我那時才兩三歲，我那時就希望得到一把剪刀，所以我媽

你看一輛車一個人。我很喜歡美國的共乘線，因為平常到美國來很多弟

媽想我將來大概會作裁縫師，因為猶太人很多做裁縫的。大剪刀我也很

兄，接待我乘的車一定超過兩個人以上，因此都走在那條共乘線上。每

喜歡，我都喜歡。我媽媽就追在我後面說：「剪刀拿來，剪刀拿來」，我

一樣你擁有的東西，你不真正擁有它，因為你是主人的管家。你如果真

就說：「不」，我把它抱的緊緊地。媽媽把它搶過去，我就氣得要死。所

的屬於主，你就要做祂的管家，所以你有一天要向主人交帳。

以我想我媽媽是一個巫婆，她把我最喜歡的東西拿走了。我現在懂了，

我認識一個弟兄，他叫施達德(C.T.Studd)，是一個了不起的宣教

我現在長大了，現在我懂為什麼當年她把我心愛的剪刀拿走，因為那個

士，早年跟他一起共有稱為劍橋七傑的到中國去。他的身體不好，連醫

東西會傷害我。當主對你說把這個東西放棄，因為祂愛你，祂並不是故

生都說不行，渾身是病。但他說：
「有一個大醫生告訴我要去，雖然我全

意整你。主說：「交給我，因為你自己不知道這會傷害你。」但有一天，

身是病我也要去。」這個史達特弟兄是有名的曲棍球明星，他是在英國

祂會還給你。這裏有一個挑戰：順服你的王！因為神已經把你遷到祂愛

曲棍球歷史上一個很有名的名人。他有很多的錢，他如果用今天的錢算

子的國裏，順服祂。

起來有幾百萬，當他順服主的時候，他在一個禮拜裏全奉獻了，每一分
都奉獻了。他就離開了英國往中國去。他為什麼把所有的全奉獻呢？因

三、學習作管家

為主告訴他：「你要奉獻」。他就這樣的順服，有成千上萬的人因他而認
識主，我就是其中的一個。這個弟兄是一個很希奇的老人，他有很多的

第三個挑戰：學做管家而不是做主人。你不再屬於你自己，因為你

軟弱，他的一生就好像摩西看到的火在荊棘裏的異象，你在他的身上就

是被買來的，因此要在你身上榮耀神。讓我們來看幾處的聖經。林前第

能看見主，你在他的身上你就聽見主。為什麼主當年叫他把財產全部奉

六章 19～20 節：「豈不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靈的殿麼？這聖靈是從神而

獻呢？難道不能為主所用麼？但是在神的智慧裏，主知道如果他保留他

來，住在你們裏頭的。並且你們不是自己的人。因為你們是重價買來的。

的財富，這個財富要毀掉他。如果他保留他的財產，他就沒有辦法成為

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榮耀神。」彼前第四章 10 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

神要他達到的那個人。

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使徒行傳第四章 32 節：「那許

我還認識另外一個人，她是一個貴族，她二十歲的時候結婚的，她

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沒有一人說，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己的，

的貴族的頭銜是她父親傳給她的。她跟另外一個貴族軍人結婚，結婚三

都是大家公用。」當你是一個活祭，你再不做主人了，你是一個管家。

年之後，她的丈夫就死於疾病，是西班牙流感，就像我們今天許多人害

做管家與做主人是天壤之別。你做主人，你有權柄。你做管家，你是在

怕禽流感一樣，同一類的問題。她是神的孩子，做了寡婦，丈夫比她長

權柄之下。你所有擁有的東西，你不要做它們的主人，你要做它們的管

幾歲，但卻是非常有錢。她說：
「因著這樣的打擊，我幾乎瘋了，我就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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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離群索居，我想把整個的財富捐了。」但是她不知道這麼大的財富

記住的？她變成了鹽柱，鹽柱跟基督再來有什麼關係？因為這個女人沒

到底捐給那一個機構？那一個組織？怎麼捐法？她都不知道。有一天主

有把她的次序搞對。她有一個漂亮的家，而這個家偏偏在一個非常邪惡

忽然跟她講：「你在幹嘛？」「我在等候你告訴我，這些錢該捐給誰？」，

的城市裏，他們在那個地方是有名的好人，在那些年間，聖靈一定老是

主卻說：「誰告訴你要把這些錢捐掉的？」，「我一直認為是如此。主

提醒羅得的妻子把你的次序弄對。但是她還是搞不清楚。當審判臨到所

啊！」，主就說：「對於這些財富，你不過是管家，你又不是主人，你只

多瑪、蛾摩拉，天使要把她拉出去，到了那裏她還要回頭看一看，她就

要聽我的話就可以了。」那麼她就禱告，神就給她預備了一個能夠理財

變成一根鹽柱。今天教會裏面很多這種鹽柱，因為他們沒有把次序搞對，

的人，因為那個人很會理財，她那麼大的財富，在幾年之內翻了四倍，

他們老是回頭看，過去怎樣、怎樣、怎樣，那你就變成了一個紀念碑，

她就幾百萬，幾百萬的捐。你看這兩個人剛好相反，前面那個人要把所

變成了墓碑。某某人死在這裏，生在哪一年，死在哪一年。今天在教會

有的都捐掉，後面一個人，神說要用她，但都是站在管家的地位上。英

裏面很多羅得的妻子。這是挑戰，把你的先後次序搞對。

國的聖經公會之所以能夠一直存留，就是因為那一位姐妹的奉獻。你所
有的，你是主人嗎？或者你是一個管家呢？

四、把先後次序搞對

五、要明白神的旨意
第五個挑戰：明白神的旨意。以弗所書第五章 15～17 節：「你們要
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

第四個挑戰：要把你的先後次序搞對了。馬太福音第六章 33 節：
「你

邪惡。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因為現今的世代邪惡，

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那麼這些東

而且越來越壞，一直到敵基督顯現。我們不能行事為人像愚昧人，要像

西是什麼？穿什麼，吃什麼這一千樣事情，主在這章之前說，你們所求

聰明人，抓住每一個機會，不要做愚昧人，要明白什麼是神的旨意。要

的是外邦人求的事情。對中國人來講，吃什麼是我們的大問題；對法國

明白神的旨意，你必須要過一個活祭的生活，你才能明白什麼是神的善

人來講，穿什麼是我們的大問題。主在這裏告訴我們，要把我們的重點、

良、純全、可喜悅的旨意。但如果你不是活祭，你就害怕神的旨意。你

先後次序搞清楚。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其他一切祂都會管。我們的主

如果不讓主做主，你自己作主，不是做管家，你的次序搞不清楚，你就

一點都不殘忍，我們的主不是一個忍心的人，不是一個小器的人，我們

害怕神的旨意，好像神要損傷你，好像神要將你的平安喜樂都奪掉，你

的神不小器。我一生都經歷這個事實，我們的神慷慨，祂樂意給我們，

如果行神的旨意，你就會覺得很糟糕，真是愚昧！你要知道天父是你的

但是你要把先後次序搞清楚。你搞錯了，你就會發現你事事都難。注意

父，父神從來不要把我們放在一個可怕的環境裏面，讓你覺得痛苦祂就

聽！最短的聖經：
「要記住羅得的妻子！」因為這一句話是講到耶穌再來

高興，祂愛你啊！當祂把祂的旨意向你表明，最後你要發現祂的旨意的

的上下文裏，忽然聖靈說：「要記住羅得的妻子」。羅得的妻子有什麼好

的確確是善良、純全、可喜悅的。我現在已經年長了，我在等候一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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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體，我這一把年紀，知道很多跟我一樣年齡的人，但是對自己非常

我有我的工作，我有我的事業，這是我的事業。主，你靠邊站，站在我

不滿意。沒有例外，當我們在這個年齡還是這樣不快樂時，是因為我們

後頭，支持我，供應我，祝福我，這是我的工作，祢來使用它。我大概

沒有照著神的旨意活。但是我也看見在我這個年齡，許多的基督徒非常

稍微誇張了一點。但如果你是與神同工，那祂是主動的，你在祂的管理

喜樂，有笑容在他們的生活中，這一類基督徒因為他們是照著神的旨意

之下，祂沒有命令，你不能做，這是祂的工作。所以祂供應，祂呼召，

來生活。

祂一定供應你，在每一方面，祂給你錢，讓你毫無缺乏，祂也提供恩膏，

你注意約翰壹書第二章 15～17 節：「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大大的膏抹你。神是做工的神，是祂的工作，你與祂配搭，在祂的命令

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

之下，祂的工作，什麼事都可能。有兩種材料：金、銀、寶石；草、木、

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

禾稭。統統要經過火，那麼燒過以後，還剩下什麼？草、木、禾稭沒有

的。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唯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

了。

這是何等奇妙的應許，唯獨遵行神旨意的是永遠長存，因為神在他身上

我記得我曾經去馬尼拉馬可斯總統的椰樹皇宮，那個是專門拿來招

所做的是永遠長存，藉著祂做出去的也是永遠長存。為什麼？因為祂照

待總統的客人。我真是很希奇那個房子，在那個房子裏面每一樣東西都

著神的旨意去做。

是用椰子作的，地板、扶手、地毯、窗簾、燈，甚至那個燈罩。我很難
想像這個椰子可以做出這麼多東西來，我很吃驚。我走在那裏根本不相

六、與神同工

信那個真的是椰子，但那是真的。很好看，但是很容易燒起來。今天很
多主的工人他一生所經營建造的是一下就給燒掉了，做得真是聰明，工

第六個挑戰：我們對於神的兒女所做的貢獻。我這句話是什麼意思？

藝之巧，但是材料是草、木、禾稭。如果你的生命裏面充滿的都是草、

林前第三章 9 節：
「我們是與神同工的。你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

木、禾稭，你做出來的是什麼工呢？你如果要作金、銀、寶石的工，金、

的房屋」、11 節：「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

銀、寶石必須先在你的裏面，草、木、禾稭的東西就是所謂的世俗化的

能立別的根基」，12～13 節：「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稭，在

東西，而金、銀、寶石所代表的是屬天的東西，因為聖經講到天上的事

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有

物就用這些東西作代表。

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14、15 節：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

今天我所講到的，都是我們的挑戰，除非一個工人來過一個活祭的

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賞賜。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就要受虧

生活，能夠把他的工作建造在基督的磐石上，用金、銀、寶石，那是存

損。自己卻要得救。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裏經過的一樣。」我們是與神同

到永遠，到了將來，你能夠真正找到的，因為你能夠在新婦裏找到這些

工，你可以與神同工，或者是為神做工的工人，你為神做工，還是與神

材料。銀是指著來到主面前的那條路，何等的挑戰！這是何等的挑戰。

同工？如果你不是活祭，你就是為神做工。我們是一個為神做工的人，

我們時間不多了。當我年輕的時候，在我小的時候，要過一個生日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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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度一千年才過得到，我老是問我媽媽，生日什麼時候到啊！她說你剛
剛才過，我等不了了，我那個時候簡直沒法想像為什麼我的生日要過得
那麼的長。現在好像一眨眼就過去了，我要問我的助手，我幾歲了？我
覺得地球轉得快了很多。我跟你講，主回來的日子越近，每件事情就越
加速，我們剩下很少很少的時間。不要聽黑暗權勢的話，它對你說：
「你
還年輕，及時行樂吧！享受世界吧！這是為你，絕不會傷害你的。你還
年輕，等你老一點了，你再分別為聖就可以了。」當你結婚以後，當你
有了孩子，仇敵來了：
「家事夠你忙的了，不要再想別的事了，家裏已經
夠你忙的了。家庭生活、丈夫關係、兒女關係弄好就好了！」當你到了
中年：「你就中厚了，放鬆放鬆，你是中年人嘛！那是年青人他們的事，
你不要那麼認真。百分一百奉獻，那不需要，等你退休，你就可以有很
多時間，你就可以坐下來，你就可以理清每一件事。」但是當你老了，
白髮蒼蒼，牙齒動搖，魔鬼又說：
「你想神還會使用你麼？再下一步就進
棺材了，你什麼也不能做，你拖延太久了，你年輕時老早應該這樣做的。」
想想看，黑暗的權勢多聰明！如果你今天聽見主的聲音，不要硬著心，
這個世界要毀掉你，願神向我們每一個人挑戰。

禱告
親愛的主，求祢讓我們沒有一個逃得掉，我們在開始的時候這樣禱
告，不要讓我們放掉一個人。主阿！把我們圈在祢的圈裏，求祢向我們
施憐憫，把我們從罪惡的謊言中釋放出來，從撒但的引誘中釋放出來，
讓我們每一個人冷靜的，聰明的，在靈裏面把自己獻給祢，我們就相信
其他的責任，祢就要為我們挑起來。奉主的名祈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