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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課 聖靈的管治 - 最大受恩之法 

于宏潔弟兄 2013年 11月 3日《新人門徒訓練》的信息整理文章 

 

背誦經文：「 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

的人。 29 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

弟兄中作長子。 30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

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羅 8:28-30) 

 

禱告： 

主耶穌，我們謝謝祢。我們永遠都是祢的門徒，願意一生跟隨祢到底。主啊，但願我們走

在這條跟隨祢的路上，祢不斷地來改變我們。讓我們真正達到做門徒的目的 ─ 就是能夠更像

耶穌，更多活出祢的榮美。謝謝主！祝福我們底下的時間。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這是我們《新人門徒訓練》第二階段裏，另外一個重要的題目，講到我們接受『聖靈的管

治』。我們不喜歡被‚管‛，但是其實 神的‚管‛永遠都是積極的。我常常講在時間裏，就連 

神的審判都是恩典，更不要說 神的管教。希伯來書第十二章說到： 「因為主所愛的，他必

管教。」祂管教的出發點是愛 — 是為了叫我們更好，叫我們像祂，叫我們真能在祂

的手中有用，在人的中間帶下祝福。所以，在時間裏，就連審判都是恩典。那更不要說 

神的‚管‛、 神的‚教‛，或是 神在這裡製作我們。 

什麽叫作『聖靈的管治』呢？神的旨意是要把我們眾子帶進榮耀裡去，但是因為我們

太不榮耀了，跟榮耀根本無份的，差太遠了。為了要達成這個目的，聖靈調度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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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各樣的事情、各樣的環境，在我們身上效力。為了把我們真正模成 神兒子的形像，

讓我們裏面的生命能夠長成基督豐滿的身量，叫我們真正可以像主。所以聖靈在我們

身上這樣的計劃和工作就叫作『聖靈的管治』。這是我們「最大的受恩之法」。 

倪柝聲弟兄在《人的破碎與靈的出來》裏，有一段講到‚最大的受恩之法‛，就是講到『聖

靈的管治』。因為奉獻是我們對 神的態度：主，我願意為祢活；主啊，因祢的愛折服了我，我

願意把我的這一生獻給祢；我願意為祢活，為祢做事，來討祢的喜悅。這是我們對自己的瞭解，

我們對 神的態度，比較多是主觀的。你願意把自己奉獻給 神，但是到底能不能被 神用，這

是客觀的。我們有很多的地方還不能被 神用，雖然我自己感覺我很愛 神，但是到底在 神的

眼中， 神怎麼看我們？這是客觀地從 神的角度來的。所以，聖靈知道我們願意把自己奉

獻給祂；願意為祂而活。祂就開始在我們身上工作，把我們的心願；把 神在我們身上

的榮美計劃，真正地落實在我們的身上。所以，奉獻是我們對 神；『聖靈的管治』是 神

對我們。 

我曾經跟你們講過，我認識的一個弟兄，有一次，他做夢：夢中他在寫他墓碑上的墓誌銘。

他在寫的時候，他說：‚這裡躺著一位全心全意愛主的人‛。寫完以後他心裡面就被主責備，

被主光照。 神就給他加了兩個字：‚在這裡躺著一位願意全心全意愛主的人‛ 。醒來以後，

他很蒙光照，就想到：我自己愛主的心還不夠，雖然我很有心要全心全意來愛主，可是在 神

的眼中，我只不過是有心願而已。我還不是一個能夠被算為全心全意愛主的人，只是願意全心

全意愛主的人。所以，奉獻是講到我們對 神，主觀上怎麼看我們自己。但是聖靈的管治

是祂針對我們真正的情形、真正的光景，把 神的工作做在我們身上。對這兩個方面，我

們都要瞭解。 

以弗所書第二章第十節說：「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這個‚工

作‛ 在原文裏是‚傑作（masterpiece）‛的意思：我們原是祂的傑作，在基督耶穌裏作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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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讓我這個人能夠達到我這一生最高的果效。今天的主日信息講尼希米記，因為時間實在不

够了，我本來在結束的時候，想提到愛因斯坦曾經說過的一句話。他說：‚不要去羡慕做一

個成功的人，要去羡慕做一個有價值的人！‛因為每一個人對成功的定義都不一樣，但是

神會衡量這個價值。到底在 神的面前是不是真有價值？能不能夠達到我這個人最高的價值？

這些都是我們裏面盼望能夠做到的。 

一九九一年我到英國出差的時候，去參觀倫敦塔（London Tower），英國歷代的國王有很

多的財寶、貴重的珠寶放在那裏。我看到了非洲之星（The Star of Africa），一個很大的鑽石。

那是一位英王過生日的時候，人家獻給他的。他們在非洲的一個大的鑽石礦，採到的那顆鑽石，

重量將近三千克拉。但是因為中間混了很多摻雜的東西、一些不是純鑽石的東西，所以，他們

就把它送到荷蘭。找到一位切割鑽石的專家，請他幫忙從這個鑽石裏，切割出最貴重的那一部

份，就是最純的、最好的那一部份，他們準備獻給英王。這個荷蘭的專家拿到這個鑽石以後，

他花了很多的時間從各個角度去研究，想要讓它的價值達到最高。在他研究了很久以後，準備

下錘的那一天，所有人都在旁邊看著他。他非常緊張地拿起他的工具一錘下去，結果他自己昏

倒了。因為太緊張，壓力太大，所以那次沒有成功。醒過來以後，他再研究，然後到最後下手

的時候，就打出了幾塊。他們把其中最大的兩塊，也就是從那顆將近三千克拉的鑽石裏所鑿出

來的最貴重、最精華的部份，當成傑作，獻給英王。最大的一顆是五百多克拉重，叫作非洲之

星（The Star of Africa），成為英王冠冕上的那顆寶石。另外一顆，大概是兩百多克拉重，成為

他手中權杖上的寶石。 

撒迦利亞書說到，我們這些歸回的百姓是 神冠冕上的寶石。弟兄姊妹， 神在我們身上

都在作一個工作，叫作『聖靈的管治』，包括 神在我們身上所有的管教工作、拆毀工

作。祂的拆毀是為了建造，祂的倒空是為了充滿。所有的十字架不是目的，基督才是

目的。這是 神在我們身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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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蒙恩有很多方法，你自己覺得你蒙恩、蒙福的方法有哪些？讀經、禱告、聚會、唱詩、

讀屬靈書報、跟弟兄姊妹交通……很多的方法可以讓我們蒙恩、蒙福。但是倪弟兄把『聖靈的

管治』稱為「最大的受恩之法」。你如果要讀經，那麽你需要找出時間讀經，那個時候你就得

到祝福；如果要禱告，你也要分別時間；如果要聚會，你要在禮拜天、禮拜五、禮拜二聚會的

時候來；或是你要跟大家聚在一起，聖徒們交通的時候得祝福……但是「最大的蒙恩之法」

就說到不管在什麽時候，不管在什麽處境裏，我們都可以因著相信、順服聖靈在我們

身上的工作，而蒙恩、蒙福，被 神改變。 

相信我們這麼多年的信息，基本上都是圍繞著這個道理、沿著這條線的（along the line）：

講到基督成為我們的生命、我們的中心、我們的一切、也成為我們榮耀的異象，祂要透過我們

出來，我們個人、家庭和教會都要做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見證人。所以，聖靈為著這個目的、

朝著這個方向一直在作工。聖靈在我們身上所有工作的方向就是要把我們模成 神兒子的形

像，有一天基督要率領眾子進到榮耀裡去。所以「最大的蒙恩之法」就是講到你在任何時

候、任何地方、任何處境 — 喜歡的，不喜歡的；得勝的，失敗的 — 你都可以來經

歷主，來得到主，也都可以來被祂改變。我們《新人門訓》第二階段講到『被改變的生命』，

這個生命的被改變不僅是藉著聚會，而是在我們所有的生活遭遇裏，祂都要來改變我們。 

 

一、聖靈內在的運行與外在的管治 

1. 內在：與 神的性情有份 ─ 生命的更新與變化 (西 3:4，加 

4:19, 5:12) 

 「心思被更新，情感被煉淨，意志被折服」 

  由「基督內住」到「基督成形」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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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裡提到兩個：聖靈內在的運行和外在的管治。聖靈內在的運行，為的是要叫我

們與 神的性情有分，讓我們的生命能夠被更新、被變化。歌羅西書三章四節講到：「基督是

我們的生命」，加拉太書二章二十節講到：「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

活著。」都是說到基督內住，祂成為我們的生命。但是加拉太書第四章、第五章也講到，基

督不光內住，基督還需要成形在我們的裏面。祂需要藉著不斷地更新、改變我們，讓我們這個

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把我們模成 神兒子的形像。 

    所以，聖靈內在的工作是重在讓我們的性情被 神改變。彼得後書第一章第三節到第

四節說：「3 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

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4因此，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

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 神的性情有分。」這節《聖經》其實講到 神在我們身上工

作很重要的方向和原則。祂先用基督的美麗、美德、以及基督的生命來吸引我們，讓我們開始

脫離從情慾來的敗壞，或是從肉體裏面來的敗壞，但是這個是消極的。積極的是叫我們得以「與 

神的性情有分」。歌羅西書第二章第九節和第十節：「 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

居住在基督裡。你們在他裡面也得了豐盛。」這裡講到我們在基督裏面也得了這豐富。所

以 神藉著基督住在我們裏面，藉著聖靈在環境中的工作，在我們裏面的運行，讓我們

不斷地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而且讓我們跟 神的性情有分（to be the partakers 

of His divine nature），就是在 神的神聖性情上，我們能夠一起有分（become the 

partakers）、一起來承受。 

 

     弟兄姊妹，《屬靈偉人得力的秘訣》講到戴德生的時候，他特別講到那個交換的生命 — 

就是我們在主的面前能夠跟主交換：放下我的敗壞、無能、軟弱、以及放下我一切的

不行，但是，我在這裡是在跟 神交換。我脫離這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得以與 神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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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這是一個交換的生命，一個交換的人生。聖靈來，就是幫助我們做這樣的事情。 

     倪弟兄在《人的破碎與靈的出來》裏面提到三件事情：我們心思要被更新，情感需要

被煉淨，意志需要被折服。這是我們天然肉體屬魂的生命裏面三個最主要的部份 — 心思，

情感和意志。但是我們的心思很複雜、老舊、消極、主觀、屬世、混亂，所以我們的思想需要

被 神不斷地更新。 

    以前我父親曾經講過一個例子，有一對父母親跑到美國來看孩子，跟女兒住在一起。快要

回去前的那一個月，爸爸媽媽心裡都很難過，因為女兒一下了班，就回房間關起門來，一直到

吃飯才出來，吃完飯又跑進房間。媽媽心裏馬上就想：你看看才住了幾個月就嫌我們了。心裏

就產生很消極的思想。發現女兒每天都是這樣，爸爸媽媽心裏很難過，想早點回去算了。沒想

到，有一天女兒從房間裏，拿出來一件她自己親手幫爸爸媽媽織的毛衣。想到他們回去了，天

涼了，為了讓爸爸媽媽能夠享受她的愛，她每天下了班回到家，第一件事就跑到房間偷偷去做，

不想讓爸爸媽媽知道。吃完飯，又跑回房間去做。做好了以後，才拿出來獻給爸爸媽媽，爸爸

媽媽才知道冤枉了她。你就發現我們很容易有消極、反面的思想。 

    徐華醫生也說：你看你們做太太的，先生如果今天加班，回家晚了；或是你生日到了，先

生下班後，出去幫你買禮物。因為以前沒有手機，不方便通知你，你大概不會想到：先生是不

是還在公司忙著？或是去幫我買禮物了？很可能你心裏想到的都是：他是不是出車禍了？是不

是外面有小三了？常常我們想的都是消極的思想。我們天天害怕的、擔心的都是這些消極的、

反面的、灰色的思想，所以，我們的思想實在需要被 神更新。我不是說我們自己隨便去找一

些積極的思想，而是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以基督的心思為心思 — 這就是我們的思想

需要被更新。 

    我們的情感需要被潔淨、被煉淨。我們的情感裏有摻雜，所以我們會偏心、會偏愛；我們

會有很多的主觀。所以，很多的時候我們在情感裏會有不純淨；或是我們弟兄姊妹的相處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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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純淨的思想或情感。這些都是講到我們的情感需要被煉淨。該剛強的地方，我們是該剛強；

該柔軟的地方，很多時候我們太硬了，需要被主柔軟。所以，我們的情感需要被 神煉淨。 

    我們的意志，更是需要被 神折服。不管是慕安德烈，還是其他屬靈的前輩們，他們都講

怎麼樣教養孩子。而他們所有講教養孩子的方法裏，有一個絕對共同的點，就是一定要幫助孩

子們在小的時候就學會順服，要讓他的意志被折服（bend his will）。不然的話，這個孩子長大

後在 神手中沒有用的。他做什麼事情都要憑著自己認為：我覺得這樣是好的，這樣是對的，

我認為 神的旨意是這樣的。這個人不夠柔軟、不能被折服。很多的時候，我們都以為自己是

對的， 神就興起環境顯明我們是錯的；很多的時候， 神就向我們顯明：就算我們的方法

是對的，甚至我們的動機是對的，但是我們的人不對， 神還是要來折服我們。所以，

很多的時候我們會覺得很冤枉：明明我是對的，但是 神卻在這裡管我，卻沒管別人。神就是

要為了要製作我們。 

    葛理翰（Billy Graham）大概是目前還活著的人，或曾經活的人之中，聽他傳福音、講道

的人最多的一個人，他曾經對全世界大概幾億的人傳過福音。他年輕的時候，被 神大大地使

用：他在漢城的聚會有上百萬人聽他講道。可是 神在他身上一直對付他一個點，就是他的驕

傲。因為每一個元首都買他的賬，他到世界各國，都是元首來招待他的；他的聚會都是全場滿

滿，他一呼召，整個體育場決志的人站的地方都不夠了。所以， 神非常重用他。但是他的成

就大到會讓他驕傲了，這是人性。所以， 神就折服他。他說他好幾次在驕傲的時候，救護車

都已經來了。因為他上臺講道前，醫生量他血壓，發現他出問題，要趕快送到醫院去，所以他

撈不到講道。他每次碰到類似的事情，他都知道 神在他身上管教他， 神在折服他。 

    我們每一個人要被主折服的地方不一樣。雖然我們沒有像葛理翰那麼偉大，但是 神在小

事情上也一樣管我們。有一次我在台灣高雄碰到一個弟兄，他說他那次在發脾氣的時候，忘了

是跟太太發脾氣，還是跟弟兄姊妹發脾氣，反正他就覺得他有理。他發脾氣到一半，下巴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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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歪得很難看，而且痛得很不舒服，趕快送去醫院，請醫生把下巴推回去。 

    我以前很喜歡打排球，正想要好好地殺一球的時候，結果沒殺到，反被球打到頭，在衆人

面前丟臉。以前在臺灣我們都騎腳踏車上學。因為我們是‚和尚‛學校，初中、高中都是男生，

沒有女生，而我們騎腳踏車回家的路上會經過女校。所以，一個弟兄有一次騎腳踏車經過女校

的時候，他就很神氣放開雙手表演，結果車子就突然壓到一個石頭。‘嘩’一下，他就在女生

面前栽了一個跟頭。他後來自己做見證了，知道是 神在管教他。 

    神總是有辦法管教我們的。亞哈作以色列王的時候，出去打仗前，先知告訴他說：你出去

會陣亡，百姓們會哀哭。他就很生氣，覺得這個先知從來不講好話的，可是他又聼。所以，出

去打仗的時候，亞哈王就不敢勇敢地穿著王服出去打仗，於是他就化妝，不穿王服了。打仗的

時候，亞蘭王要找以色列王，因為以色列王是主要來挑戰亞蘭王的，但他們不知道以色列王跑

到哪裏去了。《聖經》上就告訴我們一件很希奇的事情：有一個人隨便拉弓，然後就恰巧射入

以色列王的甲縫裏。那天亞哈王穿著一個普通軍人的盔甲，盔甲和盔甲之間只有一點點夾縫而

已。亞蘭王找不到他，沒想到有一個人隨便拉弓，然後就恰巧射入他的甲縫裏，他就陣亡了。

這個叫作『聖靈的管治』，這個叫作 神的手：你不需要瞄準他的，你不需要去找他的，有一人

随便拉弓，就射中他了； 神要你走，你就是要走； 神要你面對什麽環境，就是什麽環境，因

為聖靈調度萬事、管理萬事。 

    所以，弟兄姊妹，我們是屬 神的兒女，新約裏特別講到 神的管教：「焉有兒子不被父

親管教的呢？」（來 12:7） 神所愛的，祂一定管教，甚至鞭打所收納的兒子，這是 神

在我們身上的工作。不光是為了管，更是為了教；不光是為了在我們身上有管治，更

是為了要改變我們。這是叫作『聖靈的管治』。 

 

2. 外在：「人的破碎與靈的出來」(林後 4:11-12) - 流露基

http://www.o-bible.com/cgibin/ob.cgi?version=hb5&cv=hb5&book=Heb&chapter=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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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模成祂兒子的形像) 

    在裏面是叫我們生命更新、變化，能夠像主。在外面呢，就是我們這個人要被破碎，好

讓我們裏面的生命能出來，讓我們能流露基督，或是被模成 神兒子的形像，這是聖靈

的工作。所以，同樣的環境臨到我們身上，我們怎麼回應，就決定了這件事情臨到我

們有沒有達成它該有的目的。這也是我們常常講的，要『得到主的結局』。以賽亞書五

十五章說到：「 神的話語從天而降，像雨水從天而降，並不徒然返回。卻要成就…… 神

發他去成就的事上。」所以，神每一次講話的時候，都帶著一個神聖的目的（Divine 

purpose）， 神的話出來要成就發他出來所要成就的事情。同樣地，每一個遭遇臨到我

們身上， 神是有目的的，是有一個純全、善良、可喜悅的目的的。到底有沒有成就？

在乎我們怎麽回應祂？我們是以腳踢刺，抗拒呢？或是我們是像無知的騾馬，拒絕呢？

還是我們在主的面前，雖然經過抗拒，經過悖逆，但是最後我們願意降服主的帶領。 

    以前有一個女孩，她常常喜歡埋怨，為了她的環境、為了她的同學、為了老師對她不公平，

在家裏常常嘮嘮叨叨，常常埋怨。碰到的痛苦、生病，她都會埋怨。有一天她的爸爸看她又在

埋怨，就拿給她三樣東西：一個胡蘿蔔、一個生蛋、還有咖啡粉。叫她放在三個小鍋裏加水，

拿到爐子上去煮。女兒也不知道爸爸到底要幹嘛，她就拿去煮了。煮完了以後，爸爸就把這三

個東西放在她面前，他說：‚女兒，你看到了沒有？同樣放在爐子上用水煮，遭遇一模一樣。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這三樣東西，在煮之前跟煮之後有沒有什麽不一樣？‛這女兒說：‚胡蘿蔔

從硬的變成軟的了‛。因為煮了以後，胡蘿蔔就從硬的變成軟的了。那個蛋呢？從原來是生蛋

裏面都是軟軟的，煮完以後變成硬的了。這個咖啡粉呢？煮了以後，就化了，變成一杯可以享

受的咖啡。她的爸爸就跟她講：‚你看到了沒有？一模一樣的遭遇臨到三樣不同的東西，因著

它們對這個遭遇的回應不同，結果不一樣‛。他說：‚你到底要用什麽態度去面對你人生的環

境，你要永遠都用埋怨來面對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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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當然這個只是一個生活的例子，那麼，今天在我們生活裏，為什麽這個人越受

苦，他生命越美、越像耶穌？為什麽這個人經過試探，反而他的生命更純淨了？而那個人經過

試探，卻被打倒了？為什麽這個人在被人冤枉、被人譭謗、被人傷害的裏面，他越來越尊貴，

他越來越得勝？而那個人卻天天忿忿不平、天天在那裏為自己爭辯，甚至跟人家吵架？弟兄姊

妹，這個就是我們如何去面對 神量給我們的環境。夫妻的關係也好、同工的關係也好，為什

麽他能夠說，她是我的骨中骨，是我的肉中肉呢？而你卻要說：她是我骨中的骨刺，是我肉中

的肉瘤呢？就看我們怎麽回應了。 

    所以，為什麽有的人能夠在每一個聚會裏面都蒙恩，講得好也蒙恩，講得不好他也蒙恩？

為什麽，我們只有講得好的時候才蒙恩，講不好的時候就不蒙恩呢？都在乎我們怎麽樣去回應

我們所處的環境。所以，要認識 神的手、 神工作的法則，更要認識 神在我們身上的旨

意和計劃。祂有一個純全、善良、可喜悅的旨意，祂要把我們帶進榮耀裏去。為了達

到那個目的，我們需要被改變，需要被模成 神兒子的形像，好讓我們的生命像主，讓

我們這個人活出來的就是基督。這是聖靈一直在做的事情。 

    所以，今天不管你是做老師、做律師、做醫生，做家庭主婦，也不管你是在人生的哪一個

階段，不管我們健康、還是我們生病；不管你今天高興、還是你不高興，聖靈在所有的環境裏

都在做事情。所以 神會許可一些特殊的環境臨到我們，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很多的故事

可以講。但是，希望在我們所有的遭遇裏，我們至終都『得到主的結局』。在面對試探、面對

苦難、面對一個我們特殊的遭遇，或是我們很不喜歡的環境、人、事、物的時候，我們可能

會暫時軟弱、滑跌、埋怨、痛苦、灰心，但是要把握住我們的大方向 — 就是希望主

的工作能夠做成在我們身上；主的結局能夠臨到我們身上。這樣所有的過程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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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大受恩之法：順服聖靈的管治 

 神的旨意是要眾子同進榮耀，而聖靈一切工作的法則就是因著這個目的

而調度萬事，為了將我們模成 神兒子的形像，這就是「聖靈的管治」。

因此，神兒女所面臨的一切環境都是聖靈為了管教、煉淨、建立，提升

我們的生命，為了使我們「像主」。因此，人的相信與順服自然也成了

我們蒙恩、蒙福之路。 

 積極地信而順服『聖靈的管治』成了我們「最大的受恩之法」 

『聖靈的管治』是為著叫我們能夠被模成 神兒子的形像；能夠活出主的榮形，所以這是

我們「最大的蒙恩之法」。我們要積極地信而順服『聖靈的管治』，才能使它成為「最大

的蒙恩之法」。我們到底能不能順服，我們用什麽態度來接受，決定了我到底蒙不蒙恩，

我到底有沒有被改變，我到底能不能『得到主的結局』。所以，很多的事情，我們可能是

之後從 神的角度，或是從我們的經驗裏面，我們才發現原來是 神的恩典，當初我們冤枉了 神。 

我聼別人講，《密室》這本書的作者她們姐妹被德國人關到集中營去的時候，她們曾經被

放到一個很髒亂、很可怕的房間，裏面有很多跳蚤。所以，剛開始的時候她們還埋怨：怎麽會

這麽多跳蚤？全身都是。可是後來她們才發現這是 神的恩典。因為跳蚤太多了，所以德國士

兵沒有進來強姦她們，就得免其害，而關在其他房間的女人，常常被強暴。她們才發現原來是 

神的恩典。 

這是從我們經過以後，我們從環境裏來看，來數算主的恩典，發現原來主就是恩典。可是，

當我們多幾次這樣的經歷以後，我們應該產生對主的所是該有的信心和信任。以至於

當有些的環境臨到時，雖然我們當時不能明白，甚至我們不能夠瞭解 神為什麼要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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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但是，我們能夠在信心裏先發出讚美。像約伯在苦難的裏面，在那麼多的剝奪裏面，

他能夠憑著信心說：「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甚至到了十二章，他還能夠說：就算他殺我，我還要信他。弟兄姊妹，這叫信心。他不是只是

根據我有沒有蒙福，有沒有得到我所盼望的，有沒有得到好處，來衡量 神是怎樣的 神。而是

因為他已經對 神產生了一個絕對的信任、一個深的認識。以至於任何的遭遇來到，他

知道 神絕對是積極的， 神不僅不會做錯事情， 神也不隨便做一件事情。而且， 神

所有所做的事情都帶著積極、正面的目的。 

我再說，第一個： 神絕對不會做錯事情。所以， 神從來不說：‚哎呀！‛ ‚哎呀‛就

表示做錯事了，失手了。第二個： 神從來不隨便做一件事情。祂不僅不會做錯事情，祂也不

會隨便做事情。第三個：祂所有所做的事情都是積極的、都是正面的、都是帶著榮耀的目的。

這是我們的 神。所以，我們如果能夠信而順服『聖靈的管治』，它就要成為我們「最大的受恩

之法」。而且，當我們真認識這個的時候，我們連一個環境都不想糟蹋。因為基督是一

切，又在一切之內（Christ is all and in all）。在我們所有的環境裏，我們都可以

來經歷基督，來得著基督。 

我曾經打過一個比方，就好像 神託給我們每一個人一個百貨公司，裏面放了千百樣的東

西，這是這一生 神給我們的託付，讓我們去經營。在人生結束的時候，你要把你所有所賺的、

所得到的跟主交帳。你到百貨公司去，裏面有收銀員。你把東西給他的時候，他會劃過掃描機

（scanner），然後告訴你該付多少錢。如果劃一下沒有聲音，他會再劃一下。劃兩、三下如果

都還沒有聲音，他會把那個帳號打上去，他不會讓你隨便過的。他不會說劃一下沒有聲音，就

說：‚那沒有關係，東西送你了。‛再劃一下，沒有聲音：‚沒關係啦，你今天有福，送你了。‛

他不會這麼做的。他一定會很認真地把所有的東西的價錢，都收下來，一個都不少的，因為他

要交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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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我們的遭遇裏，這個掃描機（scanner）就是『到底我得到基督沒有？』如果沒有得

到基督，不要讓它隨便過去，再回來，再回來，直到我們真正得到了它該有的價值，我們才容

許它過去（let go）。弟兄姊妹，這叫作『得到主的結局』。而在我們這一生結束的時候，我們

要為著我們所有經營的這一切來交帳。你不要說：‚我只有出去十分之一啊，所以，我只交十

分之一的賬。‛不是的，你這一生結束的時候，你所有的東西都已經出去了。我現在舉這個比

方的意思，就是希望我們這一生所有的遭遇從我們身上經過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得到基

督；要得到這個環境臨到我身上該有的目的、該有的結局。哪怕是我們真的不小心失

敗了，得罪 神，犯罪了，我們一樣要在主的面前『得到主的結局』：學到我們該學的；

接受祂的赦免、寬恕；體會祂那個不肯放我們的愛；體會祂怎麼樣重建我們，怎麼樣

把我們最弱的、最不行的地方做得剛強；把我們最捨不得的，用祂自己來替代 — 這

都是讓我們在一切的遭遇裏，來得到基督，來經歷基督。 

我曾經舉了一個例子，這是一位弟兄講的。他說：有一個人剛剛决志了、信主了、受浸了。

天上就有天使們想要來當他的老師，來訓練他。甚至天使長米迦勒都來了，米迦勒是很有能力

的爭戰天使，他說：‚我來教‛。 神說：‚你站到一邊去。這是我的兒子，我要親自教導他。‛

加百列也來了，也說：‚我來教。‛ 神說：‚你退到一邊去，這是我的兒子，我要親自來教

導他。‛弟兄姊妹，這個故事聽起來，我們也許覺得不痛不癢，但是如果我們真看見在屬靈境

界是怎麼回事的時候，我們就不會這麽覺得了。以色列人對天使敬拜得不得了，因為天使大有

能力，他可以行超自然（supernatural）的事情，可以做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他們崇拜

天使、敬拜天使。但是，《聖經》上希伯來書說：「天使豈不都是服役的靈、奉差遣為那承

受救恩的人效力嗎？」連天使長都不配教我們，因為 神說祂要親自教導我們。 

申命記也說到，神要親自訓練我們：在曠野、荒涼野獸吼叫之地，祂遇見我們，環繞我們，

祂保護我們，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仁 — 講到祂這麼愛我們，眷顧我們、保護我們、帶領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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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接下來說到：祂親自攪動鷹巢，訓練我們飛行，「這樣，耶和華獨自引導他，並無外邦

神與他同在」。所以，我們做主耶穌的門徒，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恩典。跟隨耶穌成為羔羊的同

伴；跟隨祂的腳蹤，被祂改變，蒙福無窮，這是講到「最大的受恩之法」— 接受聖靈在我們

身上的管治。所以，在基督徒的字典裏，沒有‚倒楣‛這個字，也沒有‚運氣‛這個字，所有

的東西都是在聖靈的調度、管理底下。 

約拿就是最有名的例子。他那樣地悖逆、那樣地不肯順服神， 神仍然為他調度萬事：要

大風吹，大風就吹；要海起波浪，海就起波浪；當人要把約拿丟下去的時候， 神對那個大魚

說：‚過來，嘴巴張開‛，牠就張開嘴，接得好好的，約拿就平安進去了，沒有因為撞到大魚

的牙齒而頭破血流；然後，到了大魚的胃裏面去以後， 神讓這個大魚三天不可以消化，不然

約拿就給牠磨光了，胃酸就把他給弄死了，所以這個大魚胃痛三天； 神是最好的導航儀

（GPS），就告訴牠怎麼游，游到對的地方以後， 神說：‚吐‛，大魚就把約拿吐得剛剛好到

岸邊，平安降落；太陽出來，要炎熱就炎熱；要蓖麻樹一夜長起來，它就長起來；那個蟲出來

吃，牠都已經吃到手扶著墻，再也吃不下了， 神說：‚吃‛，牠就把那顆蓖麻樹咬到死。每

一件事情都聽 神的調度。 

萬事都在 神的管理底下，獨獨 神所造的人不聽 神的話，這就是今天的問題。神調度

萬事，萬事（Everything）都聽 神的，目的是為了訓練我們，為了是要改變我們，得

著我們。這是 神偉大的心。所以，弟兄姊妹，我們在 神的面前，凡事都有祂的美意。

如果我們明白祂的心意，我們就讚美 神；如果我們暫時不明白祂的心意，我們也深信

凡事都有祂的美意。這是克羅斯比姐妹（Fanny Crosby）的詩歌：‚我深知道凡事臨我，祂

有美意不必測‛。這是 神在我們身上的心意。 

所以，我們一定要很謝謝周圍的弟兄姊妹或是那些讓我們不舒服的人、事、物，要特別

謝謝他們。我也講過，環境像我們睡的床墊（mattress）：只能夠你在它上面，不能夠它在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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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如果床墊在你上面的話，你就會被它壓得喘不過氣來，壓得非常辛苦，非常不自由。可是，

如果你在它上面的話，它就可以為你效力，讓你在環境裏面得力。所以，同樣的環境，到底是

折磨我們、壓制我們、讓我們受苦喘不過氣呢？還是我們可以在遭遇中，得著主，在這條去而

不返的路上，我們不斷地得力，能夠一直力上加力地往前？ 

 

三、活出「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見證 

聖靈在我們的身上所有的管治至終叫我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 讓我們能夠真正

地像祂，能夠真正地活出祂來。我在這裡提到了三件事情。 

 

1. 對 神：滿足 神 

    人真正被破碎，裏面基督的生命能夠被流露出來，是最滿足神的事情。你再好， 神

都不在乎。但是，當我們能夠活出基督的時候，這是 神最大的喜樂。有很多不信主的人，

有很好的行為超過我們，他們做得比我們還要好。但是， 神所在乎的不是人的好， 神所

在乎的是祂的兒子。所以，到底我們能不能活出基督來，這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雅

歌書第一章第十二節說：「王正坐席的時候，我的哪躂香膏發出香味」。但願在我們的生命

裏，真正有基督的馨香從我們裏面出來，能夠滿足 神。 

 

2. 對仇敵：除滅魔鬼的作為 

    約翰一書第三章第八節說到：「 神的兒子顯現出來，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所以兩

千年前，當 神的兒子來到地上的時候，祂醫病、趕鬼，叫人得釋放、得安慰，祂走到哪裏去，

就趕除魔鬼的作為，消除（undo）所有仇敵在人身上的破壞。今天這個生命一樣地放在我們裏

面。所以當我讀到《人的破碎舆靈的出來》的時候，我裏面有一個很深的感觸。倪弟兄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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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千年前， 神曾經把祂榮耀的生命，那個聖潔、超凡、屬天的生命，放在拿撒勒人耶穌的裏

面，就是祂兒子的裏面。拿撒勒人耶穌在地上三十三年半的時間裏，在所有的環境裏面，祂把

這個生命沒有保留地彰顯出來。這個叫作榮耀，這叫作道成肉身。他說：今天， 神再一次

地把同樣的生命，甚至是一個更榮耀的生命，一個經過死而復活、擄掠仇敵、得勝升

天、進了榮耀的這麽偉大的基督的生命，也放在你我的裏面。 

    但是為什麽我們活不出來？因為我們外面的殼子太硬了，我們這個天然的生命有太多問題

了，所以裏面的生命出不來。所以人需要被破碎，讓裏面的生命能夠出來。瓦器需要被摔碎，

讓哪躂香膏能夠發出香味來。這是 神在我們身上的工作 — 叫我們心思被更新，情感被

潔淨，意志被折服，到最後基督能夠從我們裏面出來。所以兩千年前 神的兒子在地上

除滅魔鬼的作為，今天，這個生命在你我的裏面，哪裏有基督被彰顯，哪裏就沒有仇

敵的作為。 

    七九年我剛來到美國的時候，中國還沒有真正改革開放，還沒有很多人來到美國。但是那

時候已經可以陸陸續續地收到一點大陸弟兄姊妹的消息。當時我在一篇文章上看到一位福州的

小弟兄寫的一句話，我就很感動。他說：‚我們都知道，哪裏有鳳仙花，哪裏就沒有毒蛇出現。

同樣地，哪裏有基督被高舉，哪裏就沒有仇敵的作為。‛底下署名是：一位福州的小弟兄。今

天我們個人、家庭、教會，都是這樣 — 當我們裏面基督的生命，真正能夠得到彰顯的時

候，魔鬼的作為被趕除了。破裂的性格、人生，以及破裂的家庭、教會都要因為有更

多的人活出基督，而被轉變過來。 

 

3. 對人：彰顯基督、流露基督的馨香之氣 

    當我們真正在這裡彰顯基督，流露基督的馨香之氣的時候，就像哥林多後書第二章所講

的，這馨香之氣可以叫人活，也可以叫人死。這個影響力是一個最大的影響力 — 祂可以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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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人的身上叫他們活，也祂可以在另外一班人的身上叫他們死。該死的就死，該活的就活。 

    我在這裡用的這三節經文都有一個共同類似的動作、動詞，叫作‚流露‛或是‚彰顯‛。

「王正座席的時候，我的哪躂香膏發出香味」，這講到從裏面出來，人的破碎，靈的出來。

對仇敵：「 神的兒子顯現出來」，所以我們什麽時候讓基督在我身上出來、得勝，魔鬼的作

為就被趕除。第三個，我們對人的影響：「感謝 神！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裏誇勝，並藉著我

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林後 2：14)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人在這裡居然可以滿足 神，居然可以勝過撒但，居然能夠藉

著流露基督的馨香之氣，帶下我們最大的影響力。可以叫該活的活，該死的死，叫罪

惡、邪惡、不正直、不公義的事情能夠在我們中間被除去。弟兄姊妹，這都是講到基

督從我們裏面出來。 

    當我們買會所的時候，碰到很多的困難。記得我們認為我們第一次的公聽一定會過，結果

沒有想到在最後的十分鐘裏，市政府的律師出言恐嚇，嚇得人家不敢投票。所以那天我們回來

的時候，都體會到仇敵的權勢、黑暗的權勢這麽嚴重，我想很多同工都記憶猶新。我記得那次

公聽沒有過，對我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挫折，因為我覺得第一次就應該過，應該足能得勝。結

果沒有過，我不能明白為什麽。那天夜裏，我跟 神禱告，跟 神辦交涉， 神就用了一句話來

安慰我，然後成為我禮拜天的信息 — 《哈巴谷的禱告》。我那時候講到三件事情：要真實（be 

true）、要智慧（be wise）、要剛強（be strong）。 

    我說要真實，沒有過就是沒有過，但是我們並沒有失敗，並沒有被拒絕，我們只是沒有過。

我們裏面有軟弱、有灰心、有懷疑、有埋怨，通通不需要隱藏。就是要真實（just be true），向 

神禱告：主啊，我就是不能明白；主啊，我就是軟弱了。要真實（be true）。第二個，要智慧

（be wise）。就是我雖然灰心、失望、沮喪，但是我要選擇來相信 神：相信 神不會錯；相信

在這件事情上， 神有祂的美意；我仍然要選擇來相信祂、來歸向祂。第三個，要剛強（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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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繼續靠主剛強、站住。結果， 神給我們的得勝，是何等榮耀的得勝；而且第一次雖

然沒有過，但是一點不會讓我們裏面覺得是失敗，反而覺得 神有祂特別的意義，讓我們體會

到仇敵的權勢原來是這麽強，我們需要儆醒，需要同心，需要更深地來倚靠 神；而且讓我們

不敢驕傲，真的不敢驕傲。所以我們相信，每一件事情都有 神的美意。 

昨天想起來葛理翰的太太露絲（Ruth Graham），她還活著的時候，就曾經講過：如果將來

我死了，我會在我的墓碑上寫‚工程結束了，謝謝你們的寬容和忍耐（Construction is over,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因為不管在臺灣，還是在中國，或在美國，你常常會看到‚施工中

（under construction），諸多不便，敬請原諒‛的標誌牌，原來是三綫道的，因為施工只剩下一

綫道，引起塞車，很不方便。所以他們基本上都會放一個‚施工中（under construction），諸多

不便，敬請原諒‛的標誌牌。我想我們都是在 神施工中的人，所以有時候會有脾氣、會有不

愉快、會有爭執、軟弱，會給教會帶來一些虧損，真的需要向弟兄姊妹抱歉：真的還在施工中，

諸多不便，敬請原諒。 

但是露絲（Ruth Graham）還活著的時候就說：將來我死了，我要在我的墓碑上放這幾個

字。四年前我到北卡去講道的時候講起這件事，會後就有人跟我講，她現在的墓碑上真的就是

這樣寫。所以昨天晚上，我就在網上搜索（search）‚露絲（Ruth Graham）‛，發現她的墓碑

上真是這麽寫：上面寫了一個中文的‚義‛字，‚公義‛的‚義‛，底下寫著她出生的 1920

年 6 月 10 號，到 2007 年 6 月 14 號，她活了八十多嵗。最底下就寫著‚工程結束了，謝謝你

們的寬容和忍耐（construction is over，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弟兄姊妹，我們在 神的家中，真的需要彼此包容。但是希望我們更積極地起來，一起

接受聖靈在我們身上的工作、管治，祂真是為了一個榮耀的目的 — 要讓我們成為祂

手中的傑作，比那顆非洲之星還要有價值；比五百多克拉的鑽石還要有價值。因為 神

親自下刀，我們都是祂手中的傑作，藉著耶穌基督做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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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主啊，我們再次感謝祢！祢在我們身上的恩典，不僅僅救我們脫離黑暗、罪惡、死亡，祢

更是把我們帶到祢愛子光明的國度裏；祢更是把我們帶到祢那榮耀有福的旨意裏。祢把我們放

在祢那榮耀的工作裏面，藉著聖靈，為我們調度萬事，叫萬事都在這裡為我們效力。主啊，許

多的環境，我們真的都是在埋怨、掙扎、痛苦的裏面經過，甚至白白受苦。主啊，祢再一次用

祢自己的旨意，用祢的話來安慰我們，讓我們看見，這一切都是為了造就我們，為了祝福我們，

因為我們原是祢手中的工作。主，我們謝謝祢！把一個活潑的盼望賜給我們，當我們正在施工

中（under construction）的時候，祢讓我們不灰心、不喪志；讓我們能夠積極地、勇敢地、喜

樂地接受祢在我們身上的工作；更讓我們在每一個環境裏，真實地得著祢的結局。好讓我們被

改變像祢，與祢的性情有分，更是能夠活出祢的形像來。謝謝主！聼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