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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 綱目 

 

在生命上儆醒並在服事上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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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太二五 4、9~10、14~15、20~23 

週 一 

壹 為著生命，我們需要油，神的靈，甚至祂的充滿，使我們能

過童女的生活，作主的見證—太二五 4、9~10： 

一 「那時，諸天的國好比十個童女，拿著她們的燈，出去迎接新

郎」—1節： 

1 童女象徵信徒生命的一面—林後十一 2。 

2 信徒是國度的子民，乃像貞潔的童女，在黑暗的世代裡為主作

見證（燈），並從世界走出去迎接主；為此，她們不僅需要聖

靈的內住，也需要聖靈的充滿。 

3 燈象徵信徒的靈（箴二十 27），裡面裝著神的靈作油（羅八

16）： 

a 信徒從他們的靈裡，照耀出神的靈所發的光；為要讓神聖

的光照進人內裡的各部分，神的靈作為油，必須浸潤（調

和）作為燈芯的人的靈（參 16），並與人的靈一同「焚燒」

（十二 11）。 

b 因此，信徒成了世上的光，如同燈照耀在這黑暗的世代裡

（太五 14~16，腓二 15~16），為主作見證，使神得著榮耀。 

4 精明的童女拿著她們的燈，又在器皿裡帶著油—太二五 4： 

a 人是為著神造的器皿（羅九 21、23~24），人的個格是在

他的魂裡；因此，馬太二十五章四節裡的「器皿」象徵信

徒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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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五個精明的童女不僅在她們的燈裡有油，也在器皿裡帶著

油；燈裡有油，表徵她們有神的靈住在她們的靈裡（羅八

9、16）；器皿裡帶著油，表徵她們有神的靈充滿，浸透她

們的魂（參彼前二 25，來十三 17）。 

c 馬太二十五章九節裡的「買」指明需要付代價；聖靈的充

滿是要出代價的，就如撇下世界、對付己、愛主勝過一切、

因基督將萬事看為損失等等；我們今天若不出這代價，到

復活之後還是要出—參啟三 18，林後五 10。 

d 我們急切的需要，乃是更多得著那靈，就是經過過程之三

一神的終極完成，而過一種生活，得以買額外的一分那靈，

好浸透我們的全人—太二五 9，參但五 27。 

週 二 

二 我們每天需要儆醒，付代價買那靈（就是金油），使我們能用

那靈供應眾召會，作耶穌的見證，並得主賞賜，有分於羔羊的

婚筵—太二五 9~10，啟三 18，亞四 6、12~14，士九 9： 

1 我們需要愛主勝過一切，叫我們的眼睛得以開啟，看見祂無上

的寶貝—太二二 37，腓三 8，彼前二 4、6~7，一 19。 

2 我們需要因基督將萬事看作虧損，為要贏得祂，給人看出在祂

裡面，並認識祂—腓三 7~10。 

3 我們需要每日清早在主的話上享受主，使我們每天有新的起

頭—詩一一九 147~148。 

4 我們需要徹底對付罪—約壹一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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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們需要天天、時時住在與主的交通裡—6節，林後十三 14。 

6 我們需要贖回光陰，花工夫被神的聖言浸透並泡透—提後三

16~17，西三 16。 

7 我們需要為我們禱告的生活儆醒，警戒，贖回光陰禱告—弗六

18，但六 10，西四 2。 

8 在這些邪惡的日子裡，我們需要贖回光陰，在靈裡被充滿，用

詩章、頌辭、靈歌，彼此對說，凡事時常感謝主，憑著敬畏基

督，彼此服從—弗五 14~21。 

週 三 

9 我們不可說敗壞、腐壞（有毒、難聽、無價值）的話，乃該說

恩典的話，好將恩典供給聽見的人—四 29~30。 

10 我們不該銷滅那靈，乃該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對我們的旨意—帖前五 16~19。 

11 我們需要照著調和的靈生活、行動、舉止、行事並為人—羅八

4，林前六 17。 

12 我們需要被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就是基督身體的供應）

所充滿，而活基督，使基督得顯大—腓一 19~21上，詩一三三，

帖前五 25。 

週 四 

貳 為著服事、工作，我們需要銀子，屬靈的恩賜，使我們能裝

備為良善的奴僕，完成主所要完成的—太二五 20~23，參二

四 45~51： 

一 「諸天的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就叫了自己的奴僕來，

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按照各人的纔幹，個別的給了一個五他

連得銀子，一個二他連得，一個一他連得，就往外國去了」—

二五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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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奴僕象徵信徒服事的一面—林前七 22~23，彼後一 1，羅一 1。 

2 「他的家業」象徵召會（弗一 18）同所有的信徒，他們乃是

神的家人（太二四 45）。 

3 銀子象徵屬靈的恩賜（二五 15~23，羅十二 6，林前十二 4，

彼前四 10，提後一 6~7）；在生命上那靈的充滿，是為著我們

在服事（工作）上運用屬靈的恩賜；在服事上屬靈的恩賜，配

上在生命上那靈的充滿，使我們能成為基督完美的肢體。 

4 「你主人的快樂」表徵在要來的國度裡對主的享受，作為我們

忠信服事祂的賞賜（太二五 21、23）；這不是指外面的地位，

乃是指裡面的滿足；有分於主的快樂，乃是最大的賞賜，比國

度裡的榮耀和地位更好。 

5 在今世我們必須運用主的恩賜拯救人，並將祂的豐富供應他

們—27節。 

週 五 

二 我們裡面服事主的動機，乃是我們對祂的愛—出二一 5，啟二

4~5。 

三 我們服事主，應當總是本於祂這祝福的源頭，藉著祂作方法和

能力，並歸於祂，使祂得著榮耀—羅十一 36，參民十八 1。 

四 我們需要照著神的旨意，藉著與身體的肢體配搭，用全人服事

主—羅十二 1~2、11，徒十三 36，林前十二 14~22。 

五 我們需要運用主的恩賜，以基督服事人，將基督當作恩典供應

給他們，而建造召會—太二五 27，彼前四 10，西一 7，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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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需要作神福音勤奮的祭司，拯救罪人，將他們當作可蒙悅

納的祭物獻給神，至終把他們在基督裡成熟地獻上—羅十五

16，十二 1，西一 28。 

2 我們需要按時把基督當作屬靈的糧供應人—太二四 45： 

a 無論得時不得時，我們需要天天對各種人講說基督—徒五

42，八 4，提後四 2。 

b 我們需要迫切而竭力地建立在任何聚會中說話的習慣—林

前十四 26、4~5、12、31。 

3 我們需要以我們父神愛和赦免的心，並我們救主基督牧養和尋

找的靈，照顧人；在我們的所是所作上要建造基督的身體，愛

乃是極超越的路—約二一 15~17，林前十二 31下，十三 4~8、

13。 

週 六 

4 我們不該因批評、審判、暴露，而虐待作我們同伴的信徒，乃

該勸戒不守規矩的人，撫慰灰心、「小魂」的人，扶持在靈、

魂、體方面軟弱的人，或是在信心上軟弱的人，又要對眾人恒

忍—太二四 49，帖前五 14。 

5 我們不該因著與世界的牽連，而將主的恩賜棄之不用，以屬地

的藉口為掩飾，任其荒廢—太二五 18~19。 

六 我們在福音上為主工作勞苦，不是憑我們天然的生命和纔幹，

乃是憑主復活的生命和大能；復活乃是我們事奉神的永遠原

則—民十七 8，林前十五 10、58，十六 10： 

1 賜生命的靈乃是三一神的實際，復活的實際，以及基督身體的

實際—約十六 13~15，二十 22，林前十五 45下，弗四 4。 

2 所有認識復活的人，都是對自己絕望的人，他們知道自己不

能；凡是死的，全是我們的，凡是活的，全是主的—民十七 8，

林後一 8~9，參傳九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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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一無所是，一無所有，並且一無所能；我

們必須到了盡頭，纔相信自己是一無用處—出二 14~15，三

14~15，路二二 32~33，彼前五 5~6。 

4 復活的基督作為賜生命的靈，活在我們裡面，使我們能作我們

在自己裡面絕不能作到的事—林前十五 10，林後一 8~9、12，

四 7~18。 

七 我們需要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知道我們在主復活的生命

裡，用主復活的大能為祂勞苦，絕不會徒然；其結果必要完成

神永遠的定旨—林前十五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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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太二五 1~4 那時，諸天的國好比十個童女，拿著她們的燈，出去

迎接新郎。其中五個是愚拙的，五個是精明的。愚拙

的拿著她們的燈，卻沒有帶著油；但精明的拿著她們

的燈，又在器皿裡帶著油。 

我們有聖靈在我們重生的靈裡；但問題是，我們是否有額外的聖

靈在我們魂裡，浸透我們的所是。問題不是童女的燈。甚至五個愚拙童

女的燈也是燃燒的。她們的燈要「滅了」（太二五 8），這事實證明愚

拙童女的燈是點著的，裡面有油，卻沒有充足的供應。她們器皿裡沒有

額外的油。 

油象徵神的靈（賽六一 1，來一 9）。燈象徵信徒的靈（箴二十 27），

裡面裝著神的靈作油（羅八 16）。箴言二十章二十七節說，人的靈是

耶和華的燈。在燈裡，就是在我們重生的靈裡有油，就是聖靈。人是為

著神造的器皿（羅九 21、23~24），人的個格是在他的魂裡。因此，這

裡的器皿象徵信徒的魂（實行主當前行動之路，一○四至一○五頁）。 

信息選讀 

我們讀馬太二十五章一至十三節的上下文，就能看見儆醒就是被

聖靈充滿。我們若不是整天被充滿，就不是儆醒的。這是嚴肅的。……

作為得救的信徒，我們應當是充滿那靈而時時儆醒的人。我們的燈天天

都燃燒，並且我們的魂、我們的所是，天天都充滿額外的聖靈。這靈乃

是浸透的靈，我們需要讓這靈從我們的靈浸透我們全人，達到我們的

魂，甚至浸潤我們的魂。這樣，我們就肯定是儆醒的人，預備好自己，

為著祂的回來。我們基督徒在主面前有兩種身分—我們在生命上是童

女，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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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奴僕事奉主。我們必須在生命上儆醒，在事奉上忠信，在主回來時

預備好。 

我們若對主今日的行動認真，就必須每天早晨被那靈充滿。我們

需要認罪，但我們也需要出代價。進到我們靈裡的聖靈是白白賜給的，

但充滿我們全人，尤其是浸透我們魂的那靈，不是白白給的。這是你必

須出代價去得的，你必須買。我們作為罪人悔改並認罪、相信主耶穌時，

立刻就得著重生，那靈就白白的賜給我們。但我們天天需要祂的充滿、

祂的浸透，從我們的靈浸潤我們的魂。我們需要出代價。我們是那麼愛

自己，我們早晨那麼喜歡睡覺。我們許多人愛我們的床過於愛主。我們

每天的生活中，我們也許愛許多事物。即使這些事物也許不是罪惡的，

但它們取代了主。我們也許不把我們上好的愛給祂，乃是給許多其他的

東西。現在我們必須放下這一切其他的東西，意思就是我們必須出代價

預備好自己。 

無疑的，你的燈會是燃燒的，因為你已經得救；但你的器皿，你

的魂，你的所是裡面是否有額外的油？你的所是已經被那靈浸透了

麼？……你是活的麼？你是充滿的麼？你是整天儆醒的麼？你是禱告

的麼？你每天進入祂的話，並留在與祂的交通中麼？你也許說你很累，

你沒有時間，但你也許有很多時間打電話閒談，你為甚麼不花十分鐘禱

告？你也許打電話超過一小時，卻沒有五分鐘的禱告（實行主當前行動

之路，一○七至一○八、一一○至一一一頁）。 

參讀：實行主當前行動之路，第七章；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第六十三至

六十四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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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弗六 18  時時在靈裡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醒，且為

眾聖徒祈求。 

 五 18  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放蕩，乃要在靈裡被充滿。 

   16  要贖回光陰，因為日子邪惡。 

每天早晨我們需要與主親近的時間。我們需要禱告：「主，我接

受你作我的贖罪祭和贖愆祭。我何等感謝你，你的寶血今天早晨還洗淨

我。主，我需要裡外都充滿你自己，充滿包羅萬有的靈。我需要你！我

需要你的浸透！我需要你的泡透！」你不能每天早晨花很短的時間這樣

禱告麼？你在這樣作麼？這是嚴肅的事。……你今天是儆醒的麼？我們

沒有昨天或明天。我們基督徒只有今天。每天對我們都是今天。你今天

是儆醒的麼？（實行主當前行動之路，一一三至一一四頁） 

信息選讀 

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在於可否看電視、看報紙、看運動比賽或沉迷

於屬世的享樂等規條，也不是僅僅在於事情是否合乎聖經；基督徒的生

活乃是一件關於我們買油的事。你可能不禱告，卻去看電視。你可能不

禱告，卻讀報紙。你可能不禱告，卻去運動。在你的日常生活裡有許許

多多的「卻」；你就是不禱告。你也許沒有作罪惡的事，然而這個童女

的比喻，不是指明主要照著我們犯了多少罪來審判我們，而是指明主要

照著我們器皿裡有多少油來審判我們。接受聖靈進到我們的靈（燈）裡

是白白的，然而得著那靈浸透我們的魂卻不是白白的。你若要讓聖靈浸

透你的魂，就必須出代價對付你的魂。 

我必須多方對付我的魂，好去買油。有時候似乎是我對某人開玩

笑的好時機，我也說了幾句玩笑話，我就受定罪。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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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塊大理石，而是一個活人。每個活人都有他的意見，然而，許多時

候當我想要發表我的意見時，就被「買油」所停止。這個異象經常影響

我的日常生活。我與妻子吵架，能得到更多聖靈麼？我去某個地方，能

得到更多聖靈麼？我可能想去某個地方，但我裡面沒有平安。重點乃

是—每一天都該是我們在各方面得著油的日子。每天早晨我們一起床就

需要禱告：「主，我不願在不儆醒之下作任何事，不願作任何事而不是

在買油。我願隨時在任何事上買油。否則，就是浪費我的時間。」這該

是我們的禱告，我們該有這樣禱告的態度。許多時候到了晚上，我就懊

悔自己沒有花費我所有的時間在靈裡。 

在新約裡，儆醒與禱告有密切的關聯。以弗所六章十八節告訴我

們，我們該儆醒，以便禱告。我們需要為禱告的生活儆醒、警戒。十八

節的「在這事上儆醒」，指前面的禱告和祈求。除了禱告之外，沒有其

他的路可以得著油。你若不禱告，意思就是你不出代價去買油。藉著禱

告，我們更多得著那靈。每次我們禱告，都會深深地感覺，我們在禱告

中得著了一些那靈。我們花時間禱告而不作其他許多的事，意思是我們

出代價去得著油。 

我們重生時起初所接受的那靈，不是我們進入婚筵的門票。足彀

的油，合式的油，要成為我們進入婚筵的門票。……我們絕不能藉用別

人的屬靈〔太二五 8~9〕。一個人的屬靈只能使他自己彀資格（實行主

當前行動之路，一四二至一四四頁）。 

參讀：實行主當前行動之路，第八至九章。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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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弗四 30  並且不要叫神的聖靈憂愁，你們原是在祂裡面受

了印記，直到得贖的日子。 

帖前五 16~19 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

神在基督耶穌裡對你們的旨意。不要銷滅那靈。 

每天早晨你必須到主面前說，「主，感謝你，我在這裡。充滿我，

浸透我，滲透我。我要在你裡面被你滲透。」我們需要這樣的禱告。每

天有三次這樣的禱告，並不太過。我建議年輕人每天有十次這樣的禱

告。我們越多這樣禱告越好。人也許教導你不該喫得太多，但沒有人教

導你不要呼吸得太多。你的呼吸不該減少，反之，你最好操練更多地呼

吸，並操練深呼吸。這樣禱告乃是在你的器皿裡得著油（實行主當前行

動之路，一一八頁）。 

信息選讀 

以弗所四章三十節告訴我們，不要叫神的聖靈憂愁；不要叫祂不

喜樂。現今那在印我們、直到我們身體得贖的聖靈，乃是在我們裡面。

我們必須叫祂喜樂。因為祂已經使我們與祂聯結為一（林前六 17），

當我們不喜樂，就指明祂也不喜樂。你若不來聚會，或者你若來聚會，

卻不盡功用，這就使那靈不喜樂。一天的末了，你可能覺得不太好，但

是當你來到聚會中並且盡功用，你就覺得真是喜樂。這意思是聖靈在你

裡面喜樂。你若不覺得喜樂，這就指明你叫祂憂愁了。你為甚麼叫祂憂

愁呢？因為你沒有買祂，你沒有為祂付代價；祂就是油。 

帖前五章十九節說，「不要銷滅那靈。」有時我們甚至到一個地

步，不僅叫聖靈憂愁，也銷滅祂。有時我們也許告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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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祂容忍我們一段時間，不要來感動我們。我們也許知道那靈在我們裡

面運行，但我們也許不喜歡這運行。銷滅那靈就是拒絕買油。在許多事

上我們沒有買那靈，所以我們錯過累積多而又多的那靈在我們裡面的機

會。 

全本新約幾乎最末了的一個囑咐，乃是照著靈而行（羅八 4）；這

靈乃是我們人的靈調和著神的聖靈（參 16），也就是我們調和的靈。

行的意思是生活、行動、舉止、作事、為人。我們的行事為人必須照著

靈，這就是買那靈。我們的思想、我們的說話、我們態度的表達應當照

著靈。如果你照著靈行事為人，這就是買那靈。但照著靈而行、照著靈

行事為人，需要我們付極大的代價。你也許需要停止過多的電話交談，

停止從報紙的頭一頁往前讀到下一頁。 

我的負擔是與你們交通，好使你們能興起，過一種生活，在作任

何事上總不浪費時間，而買額外的油。你若作些事，而感覺在浪費時間，

你最好停止作那件事。用那時間去接觸主，去禱告。這就是儆醒禱告。

儆醒就是不讓你的時間過去，不浪費你的時間，抓住所有的時間作為買

油的機會。買油就是贖回光陰最好的路，因為時日短少了。 

我們每個人都需要過這樣一種天天買油，甚至時時買油的生活。

我們都需要在我們穿著、購物、談話並生活的方式上買油。在每件事上

我們都必須嚴肅，並思想主耶穌在馬太二十五章一至十三節所提的嚴肅

比喻。……這是一生之久的事，不是隔夜的事。……主所需要並我們所

需要的一件事，乃是興起付代價，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隨時在一切事上

買油（實行主當前行動之路，一四五至一四六、一四八至一四九頁）。 

參讀：實行主當前行動之路，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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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太二五 14~15 諸天的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就叫了自己

的奴僕來，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按照各人的纔

幹，個別地給了一個五他連得銀子，一個二他連

得，一個一他連得，就往外國去了。 

關於信徒有兩面：儆醒預備的一面，和忠信精明的一面。信徒……

有雙重的身分。這雙重身分的第一面與生命有關，第二面與服事有

關。……在生命上，我們是童女；在服事上，我們是奴僕。……在儆醒

上，我們是童女；這與我們的所是有關。但在忠信上，我們是奴僕；這

與我們的所作有關。 

我們也許喜歡「童女」一辭，卻不喜歡聽見我們是奴僕。然而，

我們不僅是童女，也是奴僕。對童女而言，主是新郎；但對奴僕而言，

祂是主人。因此，不僅我們有雙重的身分，主也有雙重的身分。一面，

祂是使我們喜樂的新郎；另一面，祂是我們嚴厲的主人。有時候祂非常

喜悅我們，但有時候，祂嚴厲地對付我們（馬太福音生命讀經，八三五

頁）。 

信息選讀 

童女需要內在的東西—油在器皿裡內在的充滿。然而，奴僕需要

外在的東西—屬靈的纔幹。聖靈的充滿是內在的，但是纔幹，屬靈的恩

賜，是外在的。我們是器皿，裡面需要油；我們是奴僕，外面需要纔

幹。……充滿器皿的油達到器皿的底部。我們這人的更新是從裡面進行

的，變化也是從裡面發生的。今天在基督徒中間非常缺少這種內在的工

作。反之，許多基督徒在努力改善他們的外表，好作虛飾。宗教與外在

的表現有關，但神在聖靈充滿裡的恩典進到我們裡面，從裡面變化我

們。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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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油與外在的修飾大不相同。修飾立刻改變我們的臉色，但神的路乃

是我們飲於那靈，並讓那靈浸透我們這人，那麼我們的外表就要從裡面

改變。例如，我喫得好，喝得好，並且營養的食物浸透我這人，就使我

有健康的臉色。 

我們需要從裡面得更新，這不是說，我們不需要外面的活動。那

領五他連得銀子的，用這些殷勤作買賣，另外賺了五他連得。這指明我

們需要裡面的更新和外面的服事，裡面的長大和外面的行動。我們對這

原則需要有深刻的印象。在生命方面，我們需要從裡面得更新；在服事

方面，我們外面需要十分活躍。有時候我們可能外面很活躍，以致忽略

了裡面的更新。但有時候我們可能很注意裡面的生命，以致沒有好好工

作。這樣就是沒有翻過的餅（何七 8），一面燒焦成炭，另一面是生的；

兩面都不適合喫。我們需要是個翻過的餅。我們若過度工作，主會告訴

我們要休息。但我們若休息太過，主會告訴我們去工作。 

馬太二十五章十四節說，這人把他的家業交給他的奴僕。……我

信交給奴僕的家業包括福音、真理、信徒和召會。……十五節說，「按

照各人的纔幹，個別地給了一個五他連得銀子，一個二他連得，一個一

他連得。」……童女比喻裡的油，象徵神的靈；這節比喻裡的銀子，象

徵屬靈的恩賜（羅十二 6，林前十二 4，彼前四 10，提後一 6）。為著

生命，我們需要油，神的靈，甚至祂的充滿，使我們能過童女的生活，

作主的見證；為著服事、工作，我們需要銀子，屬靈的恩賜，使我們能

裝備為良善的奴僕，完成主的工作（馬太福音生命讀經，八三五至八三

七頁）。 

參讀：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第六十五至六十六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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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太二四 45  這樣，誰是那忠信又精明的奴僕，為主人所派，

管理他的家人，按時分糧給他們？ 

林前十四 31  因為你們都能一個一個地申言，為要使眾人有學

習，使眾人得勉勵。 

我們要怎樣在服事上忠信？……首先，馬太二十四章四十五至五

十一節清楚地告訴我們，主託付我們照顧祂的家人。祂的家人是指信徒

（弗二 19），就是召會（提前三 15）。今天召會乃是主的家，也是主

的家人，就是我們所說的家屬。……主囑咐我們，託付我們，要供應祂

的家人，就是供應召會裡的信徒。 

按照馬太二十四章四十五節，我們所供應的乃是食物。……我們

必須按時分糧，就是分配生命的供應給主的子民。不要說別人有教導的

恩賜，能教導你神的話，供應你屬靈的食物，但你沒有那樣的恩賜。這

裡沒有這樣的思想。所有主的僕人都為著他們的使命，領受了恩賜（實

行主當前行動之路，一二四頁）。 

信息選讀 

主升天之前，將祂的召會連同所有的信徒交給我們。祂若只給我

們銀子去供給生命的供應，這樣我們要供應給誰？然而，祂給了我們兩

類的東西：一類是祂的家業，一類是銀子。今天我們有召會連同所有的

信徒作家業，這是我們的分，我們能供應給他們，我們也有銀子作屬靈

的恩賜。你不能說你沒有恩賜。事實上，你很有恩賜。為此，我總是鼓

勵你要盡功用。有些人也許以為這只是我的實行。他們也許說，在整個

基督教裡，他們只看到好的教師向大會眾講道。他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

聚會有這麼多人站起來說話。……一個接一個站起來，好像爆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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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一樣。有「爆玉米花聚會」是很好的。這正是我們所盼望有的。這不

是我的教訓，這是聖經的教訓（林前十四 24、26、29~32）。我們都必

須學習盡功用。……你說話就是按時分糧給主的家人。 

供應食物的人知道指定的時候。你若每天供應食物，你就必須作

早餐、午餐和晚餐。泡杯咖啡、買一個甜甜圈作早餐，乃是懶惰的方式。

在屬靈的範圍裡，我們若是像這樣，我們就不是好僕人，沒有按時將生

命的供應供給主人的家人。按時就是在早晨供應早餐。此外，好妻子總

是會預備最好的三明治給丈夫帶到辦公室，作為按時的午餐，並習慣為

家人預備豐盛的晚餐。 

同樣，每當我們聚在一起，這就是你按時供應合式的食物給主的

家屬的時間。然而，如果我懶惰，沒有讀主的話；如果我在主的話上沒

有彀多的殷勤勞苦，就來對你們說話，我就只能供應你們「一杯咖啡和

幾個甜甜圈」。烹煮一頓滋養、美味的早餐，需要你的殷勤。照馬太二

十五章十四至三十節這個比喻的上下文，忠信的人就是殷勤的人。〔二

十四章四十五節的〕忠信在此等於殷勤，〔二十五章二十六節的〕「懶

惰」等於怠惰。我們必須殷勤尋求主的話，使我們預備好，來到聚會時

能供應美好的食物。用餐的時候就是「按時」；聚會的時候就是「按

時」。……聚會的時間，就是指定的時候，我們眾人必須將一些生命的

供應，供給神家的人，供給同作信徒的人，就是供給我們的家業。 

主將召會給了我們，作為我們服事的物件，祂也給了我們纔能、

技巧、恩賜，來顧到我們的職責（實行主當前行動之路，一二五至一二

七頁）。 

參讀：實行主當前行動之路，第十章。 
第七週 • 週六 

晨興餧養 

太二四 49  〔惡僕〕就動手打那些和他同作奴僕的，又和酒

醉的人一同喫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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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18~19 但那領一他連得的，去掘開地，把他主人的銀子

埋藏了。過了許久，那些奴僕的主人竟然來和他

們算帳。 

我們眾人都應該按時分糧給主的子民（太二四 45），並且充分使

用主的恩賜（二五 20、22）。在消極一面，我們不該動手打那些和我

們同作奴僕的人（二四 49）。你可能沒有盡你的責任去完成你的事奉，

反而在批評，有時甚至強烈地和弟兄們作對。你不是在作工，乃是動手

打同作奴僕的。 

雖然我無意暴露任何人，許多人卻藉著我所釋放信息裡的光被暴

露。那不是我的工作，乃是主的工作。我們都必須停下我們的批評、論

斷、反對和怨言，那些都是在動手打人。我們必須花費我們的時間、我

們的精力和我們的一切，為著主的權益有積極的事奉（實行主當前行動

之路，一五六至一五八頁）。 

信息選讀 

再者，我們不該是那些「和酒醉的人一同喫喝」的人（太二四 49）。

這比動手打同作奴僕的人漂離得更遠、更墮落。你墮落到世界裡去了，

成了一個愛世界的人。屬世的人被屬世的事物迷醉，甚至麻醉。他們被

現今的世代所麻醉。與他們一同喫喝，就是享受他們所享受的。……我

們不該與酒醉的人一同喫喝，也不該掘開地，把主的銀子埋藏了（二五

18）。地乃是象徵世界，所以掘開地是表徵鑽進世界。任何與世界的聯

合、牽連，甚至一點世俗的交談，都會埋藏主所給我們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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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成為忠信的，路就是散佈主的話，這話對每一個饑渴的人

乃是食物。主的家業不僅由信徒組成，也由罪人組成。誰要去餧養饑渴

的罪人？我們都必須說，「我去！」我們必須去。……我們必須盡所能

地傳佈神的話。……許多基督徒幾乎沒有甚麼真理；他們有神的話，但

他們不在意神的話，也不明白有多少豐富在其中。在這背道的時代，靠

著主的憐憫，祂向我們打開祂的話。許多神聖的豐富都刊印出版了。……

我們為甚麼不帶著這些豐富出去？……這是餧養主子民的一條路。 

主把銀子給了祂所有的奴僕。……每一個人都需要去作生意，作

事業，為主的國度賺錢。我們要作這事，就必須按時餧養祂的子民。每

一天都是指定的時候，都是用餐的時候。……各處都有人預備好要喫，

所以我們需要充分使用主的銀子。 

此外，我們必須靠著祂的憐憫，藉著祂的恩典，盡所能不動手打

同作奴僕的，就是同作信徒的。不要批評或埋怨他們；不要用消極的話

說到他們，因為你沒有時間這樣作。你的口不是被造來批評的，乃是被

造來說出基督的。批評弟兄們就是動手打同作奴僕的，這會使我們受懲

治。我們也不該鑽到世界裡，與麻醉的屬世之人一同享樂。我們必須是

清明的人。我們不該掘開地，把我們的銀子埋起來。我們應當有工作好

賴以維生，但我們不該鑽進去。我們與屬世之人不同。我鼓勵我所有的

孫子盡所能的得著最高的教育。……我也鼓勵召會中所有的青年人受最

高的教育，但不要鑽一個洞，把主給你的恩賜埋起來。我們都需要在對

主的服事上忠信（實行主當前行動之路，一五八至一五九、一六三至一

六六頁）。 

參讀：實行主當前行動之路，第八、十章。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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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八週 • 綱目 

傳揚國度的福音，並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使神的國得著擴展與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