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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0 年 8/29~ 9/3 
主日早上聚會 

杨震宇弟兄家 

擘餅聚會                          10:00-10:45 AM 

信息聚會                          10:45-11:30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王麗斌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曹英杰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闵永恒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一. 9 月 12 日~13 日的特別聚會，將由謝德建弟兄釋放信息，請弟

兄姊妹出席。 

【家訊信息】信心 
我們在聖經中看見，神所要求於祂兒女的，就是信心。若沒有

樣的注重信徒的信心，我們真是希奇。幾乎全部聖經所表明的完

恨惡人──無論罪人或聖徒──自己的行為。凡一切從自己出來

的，就是一切不必倚靠

的，但是神都恨惡。主耶穌告訴我們說，惟獨有一位是好的，就

好，都是罪惡。在神之外再沒有好的了。所以，一切在神旨意和

能力之外的工作，也都沒有好的了。所以信徒一切的行為必頇出

 

【甚麼是信心】就是這裏，信心的問題就進來了。信心有兩個根

平常的看法，我們都是以為相信、倚靠、等候神來作工，就是信

心了，豈知在此以前還有停止人自己工作的一步。這一步的停止

人自己的工作，就是信心的行為。等候神來作工，乃是在信徒心

裏的，乃是不可得而見的。但是，停止自己的工作，乃是外面有

為信徒作工，乃是停止信徒自己的行為。 

這一步的要緊真是不會過言的。神從來不肯將祂自己的工作，

混調在人肉體的行為裏。祂所要求於信徒的，就是完全停止一切

屬乎自己的，不管是主意也好，是能力也好。祂喜歡受信徒的依

靠，受信徒的委任。但是，這樣相信神的心是從那裏表明出來

呢？就是從自己完全寂靜，完全安息看出來。這就是信心行為的

第一步。那裏有人已經完全信靠朋友了之後，還是自己勞勞碌碌

的打算、作工呢？神如果是可靠的，祂的能力如果是夠大的，難

道還應當有我們的幫助麼？如果我們相信神為我們工作，那麼我

們還為甚麼掛慮呢？難道怕祂作得不好麼？如果這樣，就是說，

我們還沒相信。信心要求我們有完全的安息：心裏安息不憂愁，

身上安息不勞碌。如果我們心身尚有不安息的地方，無論是掛慮

也好，勞碌也好，都是表明我們沒有信心。信心第一個的原則原

是停止我們自己的工作。我們如果尚是因注目微小的自己，和艱

難的環境而心憂，那就是說，我們還未仰望神過。如果我們還是

因利用自己的才幹、能力、交情、和手腕而勞力，那就是說，我

們還未知道自己的無用，還未將事情完全交在神的手裏。信心的

生活，乃是捨己的生活。信心的行為，就是捨己的行為。信心需

要我們捨去我們自己的微小，和因自己微小所發生的憂慮；並捨

去我們自己的能力，和因自己能力所發生的勞碌。完全停止自己

的行為，就是信心行為的頭一個表顯。 

【信心乃是神所賜】說起來也奇妙，這樣的信心，並不是信徒自

己有的。我們當初得救時的信心，如何是神所賜的(弗二 8)，我們

日常生活的信心也如何是神所賜的。不要說別的證明，信徒自己

是怎樣無用。只說對於信神的事，信徒自己卻連信心都沒有，應

當從神那裏接受。所有的信心都是神所賜給的。使徒說聖靈的恩

賜裏有信心這一件，也有這樣的意思。 

在許多時候，我們豈不是很願意信神，將事情完全交托給神

麼？我們聽見別的弟兄對我們說，我們應當運用信心來相信神，

但是，無論怎麼運用，我們都信靠不來麼？豈不是在許多時候，

我們很用力運用，好像心都要裂開一般，但是我們這樣的信心並

不發生效力麼？我們會萃全身的精神來和疑惑爭鬥，但是我們還

徒和疑惑交戰的

時候，是最難過的時候。 

但是這並不是信心。信心不是人所能鼓動的，所能造作的，所

能從他的心裏帶領出來的。這個信心是神所賜的。乃是這個信心

信心以成功一件事，但是，我們沒有地方去尋找這個信心。在許

多時候，我們自己沒有甚麼意思，但是，神卻賜給我們信心，叫

給我們，好讓我們成功我們的欲望。我們的正當地位就是死，就

意和榮耀。信徒從自己定規甚麼，要甚麼，作甚麼，從來不是合

法的。神要我們作祂的器皿，但是要我們死。就是在相信神以得

事工成就，神也不過只要我們作一個器皿。乃是祂要成功甚麼，

有活動的可能，並沒有欲望的餘地。但是，一個真實的信徒乃是

死的工具，來成功神至高的旨意。 

你看，神是何等的有智慧呢！如果信心是我們所有的，是從我

們裏面發出來的，那我們自己就可以作主：當我們要作某件事的

時候，

然。信心乃是神所賜的，當神還沒有賜下信心的時候，我們是沒

法相信的。許多的信徒都有經歷，就是在許多的時候，我們自己

真是沒法進入安息，因為我們自己造不出信心來。但是忽然神賜

給信心了(

直覺裏明白了神的旨意)，我們就立時安心了，心中自然而然的冷

必急切，也不必操心來運用，乃是自然而然的不招自來。當神這

樣的賜給信心之後，信徒就會立時發出信心的行為──安息無

慮，其他的造作  

【兩種信心】說到這裏，我們應當分別一下。這樣說來，並不是

有特別與普通二種。特別的信心就是神對於特別的事情，神所賜

給我們的一種信心，相信神必為我們成功這事情。這種特別的信

心，不是每一次遇事時所都有的。普通的信心，就是一位老練信

徒日常對神的信心；這並不是對於甚麼特別的事情的，乃是對於

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一樣的信心，相信神所作的總不會錯。失敗

【禱告事項】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兒童服事禱告。 

◆ 為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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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功都有神的美意在裏面。雖然我們不時常有特別的信心，但

凡事臨到我們總當有普通的信心，相信我們的神一切都作得不

錯，甚麼都在祂的手裏，祂知道我們是受苦好，還是成功好。這

一種普通的信心，無論何時，我們總當有。就是在特別事情發生

的時候，我們也不應當失去這一種信心。但是，無論那一種信

心，總有行為上的表明：總是叫有信心的人安息，不再勞碌，用

血氣的力量來幫助神。── 倪柝聲《基督徒的生命與生活》 

【拾穗】 

【神的要求是相信不是感覺】一次慕迪在美國非拉鐵非城內傳福

音，正對講臺首排坐著一位婦人，注目傾聽，似乎句句都是說到

她的裡面。會後，慕迪問她：「你是基督徒麼？」她答：「尚

未，但我盼望是。我已尋求耶穌三年了。」「這裡定規有錯。」

婦人驚奇地說：「你不信我麼？」「不錯。你想你在尋求耶穌。

可是一個迫切的罪人，不必用三個年頭來遇見一位迫切的救主

阿！」「那麼該作什麼呢？」「問題就是在此。你一直想要作些

甚麼。其實，你只要相信主耶穌就好了。」那位婦人反駁地說：

「阿！我簡直討厭這個相信，相信，相信！我不懂得什麼是相

信。」慕迪答說：「好罷，我們就把它改作倚靠好了。」「假如

我說我要倚靠他，他會救我麼？」「你真地倚靠他；他必定拯救

你。」「好罷，我真心倚靠他，可是我並不覺得有什麼進步。」

這時慕迪知道了她的癥結所在，立刻答說：「阿！我懂得了。三

年之久，你一直在注意感覺，並沒有注意主耶穌。信心是朝上

看，不是往裡看。不要理會感覺，要像約伯一樣地說：『他縱然

殺我，我仍要倚靠他』（伯十三：15）。」婦人對他看了幾分

鐘，伸臂拉著他的手說：「慕迪先生，我倚靠主耶穌，他已救我

靈魂了。」她跑了過去，也對幾位長老說了同樣的話。她走出門

口，和教會一位執事握手，再說：「我倚靠主耶穌；他已救我靈

魂了。」 

第二晚，她又坐在前排正中，滿面光彩，永生光輝從她眼中透

出。會後，她進了談道室，還去幫助別人信主。她的雙臂圍著一

位女友，說道：「只要倚靠他，我發現的確是這樣的。」此後，

她成為一位非常得力的個人談道者。 

人是因信得救，非因感覺得救，神的要求是相信，不是感覺。

你只要符合信的條件，神必成就他的應許。然而這也不是說，永

無感覺。相信的人自然會有赦罪的平安，聖靈的喜樂，以及其它

許多恩典充滿心中。但是要緊的是先相信，後感覺。 

倪弟兄說，信心不是看他自己的感覺如何，乃是看他所相信的

神如何。信心能夠取得神在過去所已為我們成功的，也能夠取得

神在將來所將為我們成功的。 

我們若不能憑著信心與基督同在，我們也就不能憑著感覺與基

督同在。 

要得經歷的人，應當先不顧自己的經歷，只相信神的話，才能

得著經歷。── 林元度《真理靈命造就故事》 

【把所有神的應許視作信用良好】慕迪年青時，曾在芝加哥一間

商店作店員。店主常擁有一些分類且作記號的帳單。他向慕迪解

釋：期票上作 B 記號的表示信用不好；作 D 記號的表示有疑問；

作 G 記號的表示信用良好。他叫慕迪也要如此分類處理。 

照樣人對神的應許，有的注上信用不好；有的注上疑問；但是

我們該把所有神的應許，都注上信用良好，因為神是信實的大能

者。創世記一開頭用的神字是 Elohim，意即信實的大能者。他是

立約的神，也是守約的神，從不爽約；創世記第九章裡神立了約

就立虹為記，和啟示錄第四章裡有虹圍著寶座，都是說出這個； 

「我必不背棄我的約，也不改變我口中所出的」（詩八十九：

34） 

慕迪認識一位元老姊妹，她在聖經的每一個應許旁邊，注明 T

或 P 兩個字母。T 的意思是「試驗了」，表示她已親自試驗過，

知其所言確實；P 的意思是「經歷了」，表示她親身經歷過，知其

所言確是這樣。神的應許每一個都是可試驗，可經歷，確是如

此。 

倪弟兄說，我們對於神的應許，必頇用信心接受。我們對於神

的事實，不只當用信心接受，並且還要享用神所已經成功的事

實。── 林元度《真理靈命造就故事》 

【在試煉中站住】有人問慕勒先生，如何可得堅強的信心。這位

信心之王回答說﹕“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忍受試煉。我個人學得

信心，都是因為在凶險的試煉中站住的緣故。”這話是真實的，

當一切都無可靠之時，才是信靠神的時候。 

【真理知多少】信靠神 
1. 神和基督是我們的倚靠  詩 71:5; 耶 17:7; 林後 3:1-6; 加 5:10; 弗 

3:12 

2. 信靠神的價值 

a) 使我們確信他保守的能力⊙ 腓 1:3-6 

b) 激發我們過基督徒生活⊙ 林後 5:5-9; 帖後 3:4; 來 3:12-14; 約一 

2:28, 3:21-22 

c) 保護我們免於恐懼⊙ 創 15:1; 詩 3:5-6, 23:1, 4-5, 27:1-3, 13, 34:4, 

46:1-2, 7, 91:4-8, 112:7-8, 118:6-7; 箴 1:33, 3:25-26; 羅 8:15-16; 

來 2:14-15, 13:6; 彼前 3:12-14; 約一 4:16-18 

d) 使禱告蒙垂聽⊙ 約一 5:13-15 

e) 使人得福⊙ 耶 17:7; 來 6:9-10, 10:35-36 

f) 使人得到神的幫助⊙ 來 4:14-16 

g) 使人得以親近神⊙ 來 10:19-22――《主題彙析聖經》 

【為兒女禱告】 
禱告：主啊，你在聖經中說要我們照著你所分給每個人信心的大

小，看得合乎中道(參羅 12：3)。我禱告求你看顧那已種在

________(孩子的名字)心中的信心，並使這信心倍增。願你話語的

真理在他心中堅立，使信心日益增長，並引導他生命的方向。當

他仰望你，向你尋求真理、引導，並改變自己更加像你的時候，

幫助他隨時信賴你。我知道信賴你是我們的一項抉擇，我求你使

他能做出這樣的抉擇。我禱告他能凡事仰望你，並知道他永遠都

有盼望。願他的信心成為所望之事的實底，未見之事的確據(參來

11：1)。我禱告他有足夠剛強的信心，使他能被提升，超越所處

的環境與限制。將信心灌注在他裡面，使他深信万事都互相效力

(參羅 8：28)。  

我禱告他的信心堅強，使他與你之間的關係能取代他生命中一

切其他的關係——甚至我們做父母的影響力。換句話說，主啊，

願他與你的關係真的是他自己的，而不足從我或別人身上延伸出

來的。當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我要欣慰地知道他堅定的信心

將使他"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作主工"(林前 15:58)。  

當他活在信心中的時候，願他擁有你愛的心懷，即一顆願意順

從你的帶領而付出自己與財物的心懷，並將這愛流向他人。願他

明白：愛心的付出實際上是以信心回報你，而他永遠都不會因此

而失去什麼。我禱告他能"拿著信德當作盾牌"以"滅盡那惡者一切

的火箭"(弗 6:16)，使他因而信心堅固地說："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

我們主基督耶穌，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事他。"(提前 1:12)我

奉耶穌的名為這一切事情禱告。-- -摘自史多美.奥玛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