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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 綱目 

照著靈顧到別人 

並領悟神的赦免而過國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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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太七 1~12，十八 1~35 

週 一 

壹 馬太七章一至十二節論到國度子民待人的原則，啟示出國度

子民身上屬天的管治，要求他們照著靈顧到別人—參士九

8~9： 

一 國度子民在國度屬天的管治之下，活在謙卑的靈裡，總是審判

自己，不審判別人—太七 1： 

1 我們若用公義審判別人，也要受主公義的審判（2）；我們若

用憐憫審判別人，也要受主憐憫的審判；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

的—雅二 13。 

2 我們對待別人，必須棄絕自己而考慮他們，同情他們，憐憫他

們；我們弟兄眼中的刺，必須使我們想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太

七 3。 

3 只要梁木還留在我們眼中，我們的眼光就模糊，不能看得清

楚—4~5節。 

週 二 

二 我們不該把聖物給狗，或把我們的珍珠丟在豬前，免得它們用

腳踐踏珍珠，並且轉過來撕裂我們—6節： 

1 在馬太七章六節，「聖物」必是指客觀的真理，那是屬於神的；

「你們的珍珠」必是指主觀的經歷，這是我們的。 

2 狗沒有蹄，也不反芻；豬雖分蹄，卻不反芻；因此，二者都是

不潔淨的—利十一 27、7，參徒十 1~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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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彼後二章十二節、十九至二十二節，腓立比三章二節所啟

示的，馬太七章六節的「狗」和「豬」是指那些信奉宗教，卻

不潔淨的人。 

4 當我們和別人談到真理和對基督寶貴的經歷時，我們必須察知

並斷定，他們是否有度量接受我們所要分享的。 

三 當我們接觸人，與人相處時，我們必須求、尋找、叩門，好得

著正確的路接觸他們—7~8節，提前五 1~2： 

週 三 

1 求是普通的禱告，尋找是專一的懇求，叩門是最接近、最情迫

的要求。 

2 國度子民接觸人最好的路，乃是照著國度並照著那靈—太七

9~12，參路十一 13。 

3 我們需要將自己禱告到神裡面，接受那化身在祂靈裡的豐富，

使我們自己和所有在我們照顧下的人，都得著餧養—1~13節。 

4 我們必須學習藉著十字架，憑著那靈作每一件事，好為著基督

的身體將基督供應到別人裡面—參代下一 10。 

週 四 

貳 我們要過國度生活，神人生活，召會生活，就必須謙卑，不

輕看任何信徒，乃要愛我們的弟兄，赦免我們的弟兄—太十

八 1~35，五 48，七 13~14，羅十四 17： 

一 要過國度生活，我們必須降卑自己，變成像小孩子一樣—太十

八 2~4。 

二 要過國度生活，我們不該絆跌人，也不立下絆跌人的事—5~9

節，參十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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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要過國度生活，我們甚至不該輕看信主的一個小子—十八

10~14。 

四 要過國度生活，我們應該無限度地赦免弟兄—21~35節： 

1 我們必須赦免得罪我們的弟兄，甚至七十個七次—21~22節。 

2 我們必須赦免人，如同主赦免了我們一樣： 

a 我們欠主的，不可能還清—23~26節。 

b 主在我們失敗的基督徒生活中免了我們的債，好恢復我們

與祂的交通—27節。 

c 別人欠我們的，比起我們欠主的，是何等的少—28節。 

d 我們若不赦免得罪我們的弟兄，這會使別的弟兄憂愁，將

這事帶到主面前—28~31節。 

e 我們今天若不從心裡赦免弟兄，來世就不得進國度—32~35

節，參可十一 25~26。 

週 五 

三 我們看見並領悟在神的國裡有五種赦免： 

一 永遠的赦免—這與生命有關： 

1 我們得救的赦免，乃是永遠的赦免。 

2 我們一次得赦免，就永遠得赦免；我們永遠得著永遠的生命，

並且永遠得稱義—路二四 47，羅四 7~8，詩一〇三 12。 

3 當我們一信入主耶穌的時候，我們一切的罪就得蒙赦免；主除

去我們一切的罪，我們在神面前沒有留下罪的痕跡—徒十

43，來八 12。 

二 假藉的赦免—這與召會有關： 

1 主將聖靈賜給祂的召會，叫召會在地上代表祂；如今神乃是藉

著召會來赦免—約二十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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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假藉的赦免，是神藉著人宣告赦免；一個人若剛得救，還不知

道赦免的意義，這時最好有召會的代表站起來對他說，「你今

天接受了主，你可以感謝主，因為祂已經赦免了你的罪！」 

三 恢復的赦免—這與交通有關： 

1 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犯了罪，良心就定罪我們，叫我們與神的

交通受了攔阻—徒二四 16，提前一 5，三 9，提後一 3。 

2 我們與神在生命上父子的關係無法改變，但罪會破壞我們與神

的交通；我們必須向神承認自己的罪與過犯，然後纔能在交通

中得蒙赦免—約壹一 7、9，二 1~2。 

3 我們若是得罪了弟兄，也要到他們面前去承認—太五 23~24。 

4 我們必須保守自己一直與神有交通；我們來到神面前，必須誠

實地承認自己所作的是罪，求神赦免；我們若這樣作，就會恢

復與神的交通，心中滿有救恩的喜樂—詩五一 12，箴十五 13

上，十七 22上，十五 15下。 

5 基督徒生活的秘訣就是保守自己與神一直有交通；我們若失敗

了，就必須求神赦免，在神面前恢復甜美的交通—約壹一 9。 

週 六 

四 政治的赦免—這與管教有關： 

1 這種赦免與神的安排、主宰、管教以及祂的手有關；神的政治

就是祂作事的辦法，祂的管理。 

2 神政治的赦免與神管理、管治並對付我們的方式有關—加六7。 

3 當我們犯罪得罪神，只要我們向祂認罪，祂都赦免；我們與祂

的交通能得著恢復，但祂可能改變對待我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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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衛認罪並承認自己的罪愆，好蒙神赦免（撒下十二 13，詩

五一），但神要使烏利亞的妻子所生的孩子死去，並要叫刀劍

不離開大衛的家（撒下十二 7~15）。 

5 我們在神政治的管教下唯一能作的，就是學習謙卑地服在神大

能的手下（彼前五 5~7）；我們越抗拒神政治的手，就越遭遇

難處。 

6 摩西在米利巴擊打磐石之後（民二十 10~12、24，二七 14），

就落在神政治的手下： 

a 神沒有動怒，摩西卻動了怒，沒有在神的聖別性情上正確

地代表神；他擊打磐石兩下，沒有遵守神在祂經綸裡的話；

因此，摩西違犯了神的聖別性情和祂神聖的經綸。 

b 為這緣故，他雖然與神親密，被視為神的同伴（出三三

11），卻失去了進入美地的權利。 

c 在我們所說並所作一切關於神子民的事上，我們的態度必

須按照神聖別的性情，我們的行動必須按照祂神聖的經

綸；這就是尊祂為聖。 

7 對於別人，我們要學習寬大，要學習常常赦免別人；我們若隨

便批評別人，輕易定罪別人，總是抱怨別人的行為，總是說別

人對自己不好，這要叫我們落在神政治的手裡；我們若對人

緊，神對我們也緊—太六 15，十八 23~35： 

a 我們必須學習敬畏、尊崇、尊重、尊榮並畏懼神—詩二

11~12，八六 11，林後五 10~11，賽十一 2。 

b 別人碰著困難，是我們該幫助的時候，不是我們該批評的

時候—參創十四 14~16。 

c 有許多弟兄，今天跌倒得不像樣，沒有別的，就是因為他

們從前批評別人太厲害；他們今天許多的軟弱，都是他們

從前批評人的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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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我們對人要寬大，免得神政治的手落到我們身上來；願意

我們學習愛人，寬大地待人—弗四 32。 

五 國度的赦免—這與行政有關： 

1 我們若待人太嚴厲或在今世有不赦免的靈，就會在國度時代受

管教—路六 37~38，太十八 33~35。 

2 我們若苛刻地對待人，尖利地批評人，將來神要以同樣的方式

對待我們—七 1~2。 

3 求主施恩，叫我們能作憐憫人的人，不以苛刻、尖酸刻薄的手

段對待人，好叫我們在那日也可以得蒙神的憐憫—五 7，參提

後一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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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太七 1~2 不要審判，免得你們受審判；因為你們用甚麼審判審

判人，也必受甚麼審判；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

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 

主在馬太七章一至十二節的用意，……是鼓勵我們忘掉自己，顧到

別人。在前兩章，主已經挖出我們的脾氣、情欲、裡面的所是、己、肉

體和憂慮。現在祂帶我們到一地步，我們必須學習顧到別人。當你審判

別人時，必須照著你願意別人怎樣審判你來審判別人。這樣考慮問題，

就是顧到別人（馬太福音生命讀經，三一五頁）。 

信息選讀 

在馬太七章一節主說，「不要審判，免得你們受審判。」審判，或

譯作，論斷。國度子民在國度屬天的管治之下，活在謙卑的靈裡，總是

審判（論斷）自己，不審判別人。主說不要審判，免得我們受審判，這

話似乎不是說顧到別人。可是當我們深入這話，我們看見它真實的意義

就是顧到別人。……二節說，「因為你們用甚麼審判審判人，也必受甚

麼審判；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在國度

屬天的管治之下，國度子民用甚麼審判人，也必受甚麼審判。他們若用

公義審判別人，也要受主公義的審判；他們若用憐憫審判別人，也要受

主憐憫的審判。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的（雅二 13）。不要常常審判別

人，因為你怎樣審判別人，也必怎樣受審判。你若顧到別人，就不會受

別人審判。 

我們對待別人，必須考慮他們，同情他們，憐憫他們。國度子民對

待別人時，必須顧到別人。 

〔馬太七章一至十二節〕所隱藏的基本原則，就是我們必須忘掉自

己，顧到別人。你知道你為甚麼批評別人，審判別人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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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太想到自己了。你忽略了別人的感覺，沒有顧到他們。你只顧自

己的感覺。因此，你審判並批評別人。所以我們若要不審判別人，就必

須顧到別人。這要求我們忘掉自己，考慮別人。我們若以自己為中心，

不顧別人的感覺，我們就會批評他們。但我們若顧到別人，就不會審判

他們。 

在馬太七章三節主說，「再者，為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的刺，卻不

想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我們是國度的子民，在國度屬天的管治之下，

活在謙卑的靈裡，每當我們看見弟兄眼中的刺，就必須想到自己眼中的

梁木。我們弟兄眼中的刺，必須使我們想到自己眼中的梁木。 

四節接著說，「或者，你怎能對你弟兄說，讓我去掉你眼中的刺，

而你自己眼中竟有梁木？」主在三至四節的話非常深。祂在這裡的心意

不是囑咐我們顧到自己，乃是囑咐我們顧到別人。 

五節說，「你這假冒為善的人，先從你眼中去掉梁木，然後你纔看

得清楚，從你弟兄眼中去掉刺。」只要梁木還留在我們眼中，我們的眼

光就模糊，不能看得清楚。我們指出弟兄的缺點時，必須領悟自己有更

大的缺點。弟兄的缺點好比一根刺，我們的缺點好比一根梁木。因此，

主的用意再次是要我們顧到別人。每當你要指出別人的缺點時，你也許

顧到那個缺點，卻沒有顧到人。……你顧到弟兄，就不會只顧到他的缺

點。反之，你會說，「他的缺點和我的比起來，不過是一根刺，我的缺

點卻是一根大樑木。因此，我樂於寬容他的缺點。」（馬太福音生命讀

經，三一六至三一七、三一九至三二○頁） 

參讀：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第二十三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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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太七 6~8 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免

得它們用腳踐踏珍珠，並且轉過來撕裂你們。求，就

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為

凡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

開門。 

〔在馬太七章六節，〕「聖物」必是指客觀的真理，那是屬於神

的；「你們的珍珠」必是指主觀的經歷，這是我們的。狗沒有蹄，也不

反芻；豬雖分蹄，卻不反芻。因此，二者都是不潔淨的（利十一 27、7）。

根據彼後二章十二節、十九至二十二節，腓立比三章二節所啟示的，馬

太七章六節的「狗」和「豬」是指那些信奉宗教，卻不潔淨的人（馬太

福音生命讀經，三二一頁）。 

信息選讀 

馬太七章六節也與顧到別人有關。許多時候你看見某個真理、教

訓或亮光時，你就告訴別人，不管他們是「狗」，是「羊」，或是「狼」；

你只顧自己興奮的感覺。你也許說，「哦，我看見了關於召會生活的光！

召會既榮耀又美妙！」你一興奮，可能就把這點與不對的人分享。這就

是把聖物給狗。當你要把聖物給別人時，你必須考慮到聽話的人。你不

該把聖物給狗，也不該把你的珍珠丟在豬前。當你和別人談到聖物或真

理，以及珍珠或經歷時，你必須遵守顧到別人的原則。你必須斷定別人

能否接受你所要分享的。你也必須察知他能接受多少。換句話說，你和

別人談到屬靈的事時，不要照著自己的感覺或願望說；乃要照著他們能

接受的度量對他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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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顧到別人，就不會與每個人分享每件事，也不會向某些人作

見證。這是國度子民待人的原則。……你待人會有智慧，考慮「狗」能

接受甚麼，「豬」能領會甚麼。但你若興奮到只顧自己，不顧別人，你

就會陷入麻煩，甚至引起麻煩。過去我們有些青年人到別處去聚會，因

為只顧自己的熱心，就說了一些不智慧的話。他們是火熱的，但因為他

們沒有顧到別人，徒然引起了麻煩。 

國度子民必須是最有智慧的子民。每當我們接觸別人時，我們應

當曉得他們的熱度，並且顧到他們的情形。我們應當行事得體，不該激

怒狗咬我們，或者激怒豬攻擊我們。他們可能會轉過來撕裂我們。 

七至八節……的意思是我們對待別人時，必須仰望天父。我們必

須求祂，尋求祂，向祂叩門。很多時候我們沒有這樣作。但這些經文指

明，我們在接觸人，與人交往的時候，必須仰望主，說，「主，告訴我

如何接觸這些人。主，指示我如何對待他們。」有時候光求不彀，我們

必須尋找，甚至叩門。這指明接觸人是嚴肅的事。絕不要以為這是微不

足道的事。我們國度子民必須嚴肅的處理這事，絕不要輕率隨便，或僅

僅照著自己的感覺待人。我們對待別人，必須顧到別人。我們必須求一

條路，尋找一條路，甚至為一條路叩屬天的門。因此我們必須求、尋找、

叩門；然後我們纔會有正確的路接觸人（馬太福音生命讀經，三二一至

三二四頁）。 

參讀：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第二十三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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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太七 11  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

在諸天之上的父，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祂的人麼？ 

路十一 13 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東西給兒女，何況天上

的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祂的人麼？ 

在馬太七章中，接觸人正確的路就是照著國度的原則。主在九至

十節用了兒子求餅、求魚的例子之後，接著在十一節就說，「你們雖然

不好，尚且知道把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諸天之上的父，豈不更把

好東西給求祂的人麼？」因為馬太福音是一卷論到國度的書，所以十一

節的「好東西」無疑就是屬於國度的東西。然而，和馬太七章十一節平

行的路加十一章十三節說，「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東西給兒女，

何況天上的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祂的人麼？」在路加十一章十三節，

「好東西」換成了「聖靈」。我們若把這兩節擺在一起，就看見國度子

民接觸人最好的路，乃是照著國度並照著聖靈。……我們與人交往時，

必須求、尋找、叩門。最終，我們要照著國度並照著那靈，得著引導與

人交往。因此，我們與別人接觸的支配原則，乃是國度和那靈。我們與

別人的接觸若是基於這原則，我們就不會犯錯。……〔也不會〕在接觸

人的事上……對任何人都沒有益處（馬太福音生命讀經，三二四至三二

五頁）。 

信息選讀 

我們都必須學習顧到別人，並且禱告說，「主，把路指示我。」

首先你需要求。如果路沒有開通，你就必須尋找。如果路還是不通，你

就必須叩門。叩門的意思就是親近你所尋找的那一位。你求的時候，也

許還有距離；但你叩門的時候，就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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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距離了，你直接在你所尋找的那一位面前。因此，你需要花時間尋找

主。在接觸別人時，我們需要求、尋找、叩門。這樣，門就開了，接觸

人的正路就有了，我們的接觸就有益處，並且我們蒙拯救免於犯錯。 

我們……需要對求、尋找、叩門，再說幾句話。求是普通的禱告，

尋找是專一的懇求，叩門是最接近、最情迫的要求。八節的求和得著，

適於國度子民為著遵守國度新律法而有的禱告。他們為此而求，就必得

著。尋找和尋見，適於六章三十三節。國度子民尋求父的國和祂的義，

就必尋見。叩門和給他開門，適於七章十四節。國度子民叩門，窄門就

要向他們開啟（馬太福音生命讀經，三二六頁）。 

關於召會屬靈、神聖的事，我們必須記住四個緊要的點。第一，

我們必須經過十字架。我們本土的味道該被基督除去。美國人和中國人

都要被除去。在召會中，天然的人沒有地位，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

切之內（西三 11）。在十字架上，猶太人和外邦人都被除去了。第二，

一切都該憑著那靈。第三，這是要將基督分賜給別人。第四，一切都是

為著建造召會。換句話說，無論我們作甚麼，都該經過十字架，憑著那

靈，將基督分賜給別人，以建造召會作基督的身體（神聖奧秘的範圍，

九六至九七頁）。 

參讀：神聖奧秘的範圍，第六章。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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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太十八 3 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像小孩子一

樣，絕不能進諸天的國。 

  21~22 ……彼得……對耶穌說，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

當赦免他幾次？到七次麼？耶穌對他說，我不是對你

說到七次，乃是到七十個七次。 

馬太十八章論到在諸天的國裡應當怎樣生活行動： 變成像小孩子

一樣（2~4）； 不絆跌人，也不立下絆跌人的事（5~9）； 不輕看信

主的一個小子（10~14）； 聽召會，不要被召會定罪（15~20）； 無

限度地赦免弟兄（21~35）。這一切指明，我們要進入諸天的國，必須

謙卑、不輕看任何信徒，卻要愛弟兄、赦免弟兄（聖經恢復本，太十八

1註 1）。 

信息選讀 

我們都必須學習赦免人；我們沒有人喜歡這麼作。在我們內心深

處，我們不願赦免人。 

根據聖經，赦免就是忘記。……要忘記人對我們的冒犯是何等的

難！沒有主的憐憫和恩典，我們甚至在永世裡都會記得別人的冒犯。但

神赦免時，祂就忘記了。希伯來十章十七節說，「我絕不再紀念他們的

罪和不法。」……我們在天上的父看我們如同未曾犯過罪，因為祂已經

赦免並忘記我們的罪。但我們赦免某種冒犯，卻常常提醒人。……真正

的赦免是說，我們忘記人的冒犯。 

〔在馬太十八章二十二節，〕七十個七次，意思是我們必須不計其

數地赦免人。不需要數算或記錄你赦免人的次數。一次一次又一次，你

需要赦免他們。 

在二十三至三十五節，主用一個比喻作例證。……算帳是指主在今

世對付我們，……叫我們領悟我們欠主多少，並且求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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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免我們。照著二十四節，一個奴僕欠〔主人〕一萬他連得銀子，數目

如此之大，指明欠債的人不可能把債務償清。這是指我們得救後，得罪

主所累積的重債。 

那奴僕求〔主人〕寬容他，直到他把債務還清，「那奴僕的主人就

動了慈心，把他釋放，並且免了他的債。」（27）這是指在我們失敗的

基督徒生活中，我們的債得赦免，好恢復我們與主的交通。 

二十八節說，「但那奴僕出來，遇見一個和他同作奴僕的，欠他一

百銀幣，便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嚨，說，你所欠的，都要償還。」……

這節所說的一百銀幣，比一萬他連得銀子的多少萬分之一還少，這是指

我們得救作了主的奴僕之後，弟兄得罪我們的罪。弟兄欠我們的，比起

我們欠主的是何等少！ 

然而，我們也許不願赦免人。〔在〕二十九至三十節……主不是對

付罪人，乃是對付信徒，得救的人。祂對付一個被得罪卻不願赦免人的

弟兄。 

三十一節說，「那些和他同作奴僕的，看見所發生的事，就甚憂愁，

去把一切所發生的事，都完全告訴他們的主人。」我們若不赦免得罪我

們的弟兄，這會使別的弟兄憂愁，將這事帶到主面前。 

三十四節……是指……我們若不赦免得罪我們的弟兄，就要受主管

教，直到我們從心裡赦免他；這乃是說，直到我們還清一切所欠的債，

主纔會赦免我們。……這含示我們今天若不從心裡赦免弟兄，來世就不

得進國度（馬太福音生命讀經，六七一至六七二、六八五至六八七頁）。 

參讀：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第五十一至五十二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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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羅四 7  不法得赦免，罪得遮蓋的人，是有福的。 

約二十 22~23 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入一口氣，說，你們受聖

靈。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你們留

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 

以弗所四章說，神是因著耶穌基督饒恕了我們的罪（32）。在約翰

二十章主說，祂的門徒有權柄赦免，就是「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

赦免了」（23）。然後約壹一章九節說，我們基督徒若承認我們的罪，

神必赦免。馬太六章十四至十五節又說，我們若赦免別人，神必赦免我

們；我們若不赦免，我們必不得赦免。雅各書五章十四至十五節也說，

我們若犯了罪，請長老來為我們禱告，就必蒙赦免。我們若讀這五處經

節，就發現它們都說到赦免的問題，但它們說到五種不同的赦免，不只

一種（倪柝聲文集第二輯第二十六冊，一八七頁）。 

信息選讀 

關於我們得救的赦免，可給它起一個名字，叫作神永遠的赦免。這

就是主耶穌在路加二十四章所說的赦免：「並且人要靠著祂的名，傳悔

改以得赦罪之道，從耶路撒冷起，直到萬邦。」（47）這就是永遠的赦

免。羅馬四章七節所說的赦免，也是永遠的赦免。 

這一類的赦免，所以稱它作永遠的赦免，乃是因為神一次赦免我們

的罪，就把我們的罪永遠赦免了！神把我們的罪扔在大海裡，丟在深淵

裡，祂就不再看見，不再紀念了。這就是我們得救的時候所得著的赦免。

每一個人，當他一信主耶穌的時候，主耶穌就赦免他一切的罪，除去他

一切的罪。他在神面前再沒有留下一個罪了。這就叫作永遠的赦免。 

許多時候，是神自己對人說，「我赦免你！」也有許多時候，是神

藉著召會來宣告說，「神赦免了你的罪！」所以在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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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裡，另外有一種赦免，我們稱它作假藉的赦免。約翰二十章二十二至

二十三節：「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入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你們

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

在這裡主是將祂的聖靈賜給祂的召會，叫召會在地上代表祂，作祂的器

皿來赦免人的罪。這就叫作假藉的赦免。……是主向召會吹入一口氣，

說，「你們受聖靈！」受聖靈的結果，就是說，你們能彀知道誰的罪要

留下，誰的罪要赦免。你們能彀在那裡宣告：誰的罪留下，誰的罪赦免。

召會所以有這一個權柄，是因為在聖靈的權柄底下。……所以這一種假

藉的赦免，乃是神藉著召會作器皿來赦免人的。 

你們看見有一個人是真信，你們就能對他說，「你今天接受了主，

你可以感謝神，神已經赦免了你的罪！」……就是因為召會運用主所給

她的權柄，……這乃是在聖靈的權柄底下說的。……這是聖經裡第二種

的赦免。神不是直接赦免人的罪，乃是假藉召會的手來赦免人的罪。……

永遠的赦免是神直接赦免人的罪；……假藉的赦免是神藉著人的手來宣

告說，誰的罪得赦免了（初信造就下冊，一二八至一三一頁）。 

我成了基督徒以後，常常跌倒。我知道我不該如此，我卻如此。我

已往的罪得了赦免，我卻又犯罪，……我得救，成了基督徒以後，若再

犯罪，我就失去與神的交通。我仍是祂的兒子，但我不喜歡見祂的

面。……身為基督徒，我不會失去我的生命，但我會失去與神的交

通。……所以在約壹一章九節約翰說，「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

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主的話〕說，我們若認自

己的罪，我們必得赦免〔約壹一 9〕。……這裡的赦免是恢復我們的交

通（倪柝聲文集第二輯第二十六冊，一八九至一九○頁）。 

參讀：倪柝聲文集第二輯第二十六冊，第一百九十三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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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太七 1~2  不要審判，免得你們受審判；因為你們用甚麼審判審

判人，也必受甚麼審判；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

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 

在聖經裡，還有一種的赦免，我們給它起一個名字，叫作政治的赦

免。這一種赦免見於以下的聖經節：馬太九章二節、五節、六節，雅各

書五章十五節，馬太六章十四節、十五節，十八章二十一至三十五節。

這些地方，我們都稱它作神政治的赦免。 

你犯罪，你得罪神，每一次一認罪，神都赦免，但是你不能攔阻神

來給你一個新的管教。神赦免你，你能彀恢復和神的交通，但是神要把

一個新的辦法放在你身上。所以人在神面前，要學習知道：神管教的手，

是不容易動的，也是不容易挪開的。……如果神不是有十分的把握說，

祂的兒女行了，神政治的手是不容易挪開的。 

政治的赦免，和永遠的赦免，和假藉的赦免，和交通的赦免，完全

不同；政治的赦免是說，神怎樣料理我們，神怎樣管理我們，神怎樣對

付我們（初信造就下冊，一三四、一三六至一三七頁）。 

信息選讀 

要明白政治赦免的意義，還得把舊約大衛〔和烏利亞妻子〕的例子

拿來看。……大衛犯了兩個罪，他犯了姦淫，殺了人。……大衛犯了這

兩個罪之後，……他覺得說，我所作的是何等的不好，是何等的污穢，

是何等的得罪神！他是誠心地在神面前認罪。……大衛在詩篇五十一篇

的認罪之後，就恢復了與神的交通。 

神已經除掉了大衛的罪，可是神要叫烏利亞的妻子懷孕所生的兒子

死掉，……神要叫刀劍永不離開大衛的家〔撒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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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換一句話說，罪可以得著赦免，但管教並不馬上離開。 

我們的神是政治的神。一個人得罪了神，神不會立刻就動政治的

手；許多時候，神不動，神讓你去。但是神如果動了政治的手，……你

在那裡，只有學習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我們越服在祂大能的手下，越不

抵擋，神政治的手越容易挪開。越是在那裡不服，越是性急，在裡面有

話，在裡面不平，……神政治的手越難挪開。……從摩西在米利巴擊打

磐石那一件事以後（民二十 10~12），摩西和亞倫兩個人都落在神政治

的手下（初信造就下冊，一四一至一四四頁）。 

神沒有動怒，摩西卻動怒，沒有在神聖別的性情上正確代表神；他

擊打磐石兩下，沒有遵守神在祂經綸裡的話。……因此，摩西違犯了神

的聖別性情和祂神聖的經綸。為這緣故，他雖然與神親密，被視為神的

同伴（出三三 11），卻失去了進入美地的權利（聖經恢復本，民二十

12註 1）。 

要學習寬大，要常常學習作一個赦免別人的人。你老在那裡抱怨別

人的行為，老在那裡說別人對你不好，請你記得，這一件事要叫你落在

神的政治裡！……你如果對人緊，神對你也緊。 

你要學習溫柔地、慈心地、寬大地對待弟兄。許多事情，讓人去作，

少說閒話，少去批評。人碰著困難的時候，是我們該幫助的時候，不是

我們該批評的時候。 

有許多弟兄，今天跌倒得不像樣，沒有別的，就是因為他們從前批

評別人太厲害。他們今天許多的軟弱，都是他們從前批評人的軟弱。……

所以對人要寬大，免得神政治的手落到我們身上來！願意我們學習愛

人，寬大地待人（初信造就下冊，一五○至一五二頁）。 

參讀：初信造就，第四十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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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 申言 

申言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