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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我們應該像亞

伯拉罕那樣，相信

神是 

獨一的源頭，是『稱

無爲有的神』（羅馬

書 4：17）： 

Ａ．祂是創造的神，不需要使用材料作出甚麼；祂只要說話，就能從無創造出有。 

Ｂ．認識神是父，就是認識祂是源頭，是惟一

的發起者，一切都是起源於祂，一切都是由

祂而出： 

羅馬書 11：36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藉著

祂、並歸於祂；願榮耀歸與祂，直到永遠。

阿們。 

１．父神是宇宙中惟一合法的起源者，而聖靈是我們心中惟一合法的發

起者。 

２．神必須是所有屬靈工作的起源者，祂的旨意必須管制我們所有事奉

的起點。 

馬太 7:21 不是每一個對我說，主阿，主阿的人，都能進諸天的國，惟獨

實行我諸天之上父旨意的人，纔能進去。 

Ⅱ．召會中一切的

工作和事奉，都必

須是神發起的，也

必須是照着祂的心

意： 

腓立比書 2:13 因為

乃是神為著祂的美

意，在你們裡面運

行，使你們立志並

行事。 

以弗所書 1：9 照著

祂的喜悅，使我們

知道祂意願的奧祕；

這喜悅是祂在自己

裡面豫先定下的， 

Ａ．真實的事奉都不能從我們裏面出來，只能從神出來；只有神發起的，才是啓示的事奉。 

Ｂ．凡是從人發起，是人開始的，不管是多

麼爲着神的，都不過是宗教活動： 

１．在神眼中，這種活動不能算是對神的事奉，或神的工作。 

２．神能算作是事奉祂，是祂工作的，都必須是神自己發起，神自己起頭

的。 

Ｃ．在我們一切的事奉中，我們該想到神、敬畏神；我們該害怕我們爲神所作的，不是神發起，乃是我們自己發起的。 

Ｄ．我們要從深處學

得，神只需要我們與祂

配合，神不需要我們爲

祂作甚麼： 

１．神要我們與祂配合，但祂不要我們發起任何事。 

２．我們要停下我們所有的主張、定規、看法，讓神說話，讓祂進來，讓祂發號施令。 

３．凡是事奉神的人，都當看見一個原則，就是神的工作，需要人的配合，但不要人發起。 

４．我們需要停下我們的一切，好明白神的旨意。 

羅馬書 12:2不要模倣這世代，反要藉著心思的更新而變化，叫你們驗證何為神那美好、可喜

悅、並純全的旨意。 

５．要得着神啓示的惟一條件，就是藉着死，停下我們的說話、我們的主張、我們的眼光和我

們的己。 

６．我們在事奉神的事上，要停下自己，好讓神有絕對的機會說話。 

Ｅ．那些事奉主的人，

需要看見他們的事奉

必須是出於神： 

１．我們若看見這個，並在裏面蒙了光照，我們在事奉神的事上，就不敢有任何的起頭。 

２．我們在事奉主的事上，總得有一次，到了一個時候，被主的光照到一個地步，看見事奉是

出乎神，不是出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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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在林後三章五

節和六節有事奉兩

種不同的源頭： 

哥林多後書 3:5 並

不是我們憑自己 1

彀資格將甚麼估計

作像是出於我們自

己的；我們之所以彀

資格，乃是出於神； 

6 祂使我們彀資格

作新約的執事，這

些執事不是屬於字

句，乃是屬於靈，因

為那字句殺死人，

那靈卻叫人活。 

Ａ．這兩種源頭， 一個

是『自己』， 一個是

『神』： 

１．五節的『自己』與六節的『字句』是相聯的，而五節的『神』也與六節的『靈』是一體的。 

２．憑着字句事奉神，就是憑着自己事奉神；憑着靈事奉神，就是憑着神事奉神。 

３．憑着字句的事奉，怎樣就是在自己裏面，出於自己的事奉；憑着靈的事奉，也怎樣就是在

神裏面，出於神的事奉。 

Ｂ．只有兩種事奉，分

別出於兩種源頭：一種

是憑着字句的，是出於

自己的；一種是憑着靈

的，是出於神的： 

１．出於我們自己的事奉，是以我們自己爲源頭，是我們自己憑着字句的規條或儀式，而作

出來的；是我們在神以外，向神獨立，不用倚靠神，不用尋求神，不用和神有交通，就能作出

來的。 

２．出於神的事奉，要求我們倚靠

神，尋求神，和神有交通，在神裏

面，並絕對以神爲源頭： 

ａ．這種事奉乃是出於神的啓示，靠着神的聖靈，也是爲

着神的目的。 

ｂ．這種事奉需要我們活在靈裏，憑着靈的感覺而活，隨

着那靈的引導而行。 

Ｃ．出於神的事

奉是必須和神

有交通的，是

不能和神脫節

的： 

１．事奉神，每時每刻都需要和神有新的接觸。 

２．每一個出於神，能蒙神悅納的事奉，都是和神接觸，而摸着神的；都是一面接觸着神，一面事奉神。 

３．我們在神之外，無論憑着我們的熱誠，或是憑着我們別的東西，所有的事奉，都不是出於神的，

所以都沒有屬靈的價值。 

４．一個出於

神，有屬靈價

值的事奉，必

是我們和神聯

合，住在祂裏

面和祂有交通： 

ａ．一面是祂在我們裏面運行，一面是我們在外面事奉祂。 

ｂ．這種事奉，乃是神從我們裏面運行出來的一個舉動；從外面看，是我們事奉祂，

但就裏面說，是祂在那裏運行。 

ｃ．保羅事奉神，但那是一件神在

他裏面運行的事： 

歌羅西書 1：29 我也為此勞苦，

照著祂在我裡面大能的運行，竭

力奮鬥。 

（1）保羅事奉神，因爲他將自己交給、讓給內住

的神，將他自己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都服在神

的管理之下，讓神佔有，讓神充滿。 

（2）保羅裏面給神推動了，就有一個力量，使他

外面非事奉不可；乃是神在他裏面，調和着他，

推動他事奉。 

Ｄ．我們事奉的源頭，該是神，該是靈，該是神在我們裏面的運行，該是神的靈在我們靈裏的運行、主張並帶領；從這

些出來的事奉，才是出於神的事奉。 

哥林多前書 8:6 在我們卻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萬物都本於祂，我們也歸於祂；並有一位主，就是耶穌基督，萬物都是

藉著祂有的，我們也是藉著祂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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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在職篇） 
①我問〔一位弟兄〕說，『…主在這些日子教導你一些甚麼呢？』…他回
答說，『主已經讓我看見，我甚麼都能作，然而祂曾說過：「離了我，你們
就不能作甚麼。」所以凡我離了祂所作的一切，全屬虛無！』…我們必
須作同樣的評價。我並不是說，我們不能作許多的事，事實上我們能。
我們能彀領聚會、建會所，我們能彀到地極去，設立差會，我們似乎也
能彀結果子；但是請記得，主說，『凡不是我天父所栽種的植物，必要連
根拔出來。』（太十五13）神是宇宙中惟一合法的創作者（創一1），聖靈
是我們心中唯一合法的發起者。 
  基督是葡萄樹，你是葡萄樹的枝子。你作為枝子一離了樹，就絕對不
能夠結出果子。在職場上，乍看之下你能夠做你想要做的，但是一離開
主，就算你想要做再多的事情，也絕對無法讓神喜悅，因為那不是受神
所引領的，也就無法結出豐盛的果子。從肉體生的，就是肉體；從那靈生
的，就是靈。（約翰3：6）。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羅馬
書8：14）。住在主裡面，被靈所充滿，聽主即時說話的人，每天的業務都
因主引領而蒙福，使得各個業務有相輔相成，變得越來越繁盛。若是離
開主來執行業務的話，你就會被繁忙的業務所擺弄，就絕對無法管制你
的業務。結果就是各個業務極度難以相輔相成。因此，在職生活中也是
一離開主就無法做任何事。應該要以住在主裡面為你的在職生活成功的
祕訣。 
②當約伯的朋友和約伯辯論時，我們的神最有忍耐，祂在一旁讓眾人說，等
眾人都說完了，祂才進來說。我們要得着神啓示的惟一條件，就是停下來，把
話停下來，把主張停下來，把眼光停下來，把一切統統停下來。然而，『停下來』
三個字說得容易，實際卻不容易辦到。最好的方法就是死，死了就能停下
來。…實在說，乃是人的話叫神的旨意暗晦不明。我們都知道，人的主張是顯
於人的話語；人的話代表人的主張。神是說，人的話叫神的旨意暗晦不明；所
以，當約伯說話時，神就隱藏起來。後來，約伯懂得了，他知道人說話時，神
不說。因此，當人有主張時，當人發起時，神就停住，就隱藏。這是我們需要
看見的。 
  你的職場、同事、主管等等，都是主為了你的益處所安排的。你愛主的話，這
些環境都是為神所用來幫助變化你的吧。絕對不可以因為這個同事難取悅、主
管太嚴或是沒有能力，而認為自己被迫在這個無意義的職場生活。不可以向主
主張自己的感覺或意見來要主幫忙。天然的人是看表面來判斷事物，視盟友為

敵、將敵人視為盟友，陷入大混亂。你所需要的就是信靠神感謝神，將自己的意
見釘十字架，聽主的聲音、單純地順從主而行。 
③若是要看一個工作是不是出於神，還有一個旁證。我們都知道，工作
若不是出於神的，弟兄姊妹自然不會去作。然而，若是一個工作是出於
神的，你要弟兄姊妹同工，一起往前，這很好；但若是弟兄姊妹不肯同
工，不肯一起往前，你也要能說這沒有不好。因爲這不是別人的責任，
這是你的責任。這就是個旁證。所有受主差遣的人，都該是最有耐心的
人。越是作自己工作的人，己越急於成功。越是作主工作的人，越不急，
因爲那是主的事。這是一個旁證。要看一個人他所作的工，是出於神或
是出於自己，只要看他在那件事上急不急。若是神所差遣的，是出於神
的，受差遣的人必定不會着急；他和同工們，自然也不會有意見。 
  你在執行業務的時候，不可以只因難易度的高低來決定是否用
這個方法。你必須要注意這個方法是否出自於神、是否為神所祝
福、是否執行了公義。只要是出自於神的，就算再高難度，因著你
的部下或周圍的人在神的祝福下而得以執行。並且，因為這個工
作是出自於神的，也不太會擔心會失敗還是會成功，只會積極地
向前進。不只是在召會的服事，應該在工作也與主成為一， 
執行從主而來的工作。 
④保羅事奉神，並不是他高興了，想通了，打好了主意，就定規要爲神作
甚麼。不是！乃是神住在他裏面，他將自己交給神，讓給神，將他自己的
心思、情感和意志，都服在神的管理之下，讓神佔有，讓神充滿，讓神得
着一切的地位，藉着祂的靈在他裏面運行，推動他作工，推動他事奉。他
裏面給神推動了，就有一個力量，使他外面非事奉不可。不是他的熱心，
不是他的心思、面，調和着他，推動他非事奉不可。這個事奉不是從他出
來的，乃是從神出來的，在外面看是他事奉，實在是神在他裏面運行推動。
情感或意志，叫他非事奉不可。不是！乃是神在他裏面，調和着他，推動
他非事奉不可。這個事奉不是從他出來的，乃是從神出來的，在外面看是
他事奉，實在是神在他裏面運行推動。 
歌羅西書1:29 我也為此勞苦，照著祂在我裡面大能的運行，竭力奮鬥。 
  被稱為20世紀最偉大的企業家GE的前執行長說過，為了執行傑出的工
作，應該要裡面被能量所充滿，激勵周圍的人。主能夠用七倍加強的靈來
激勵你的靈。然後，裡面被主充滿後，主就像河川一樣從你裡面流到他人。
如果能被靈充滿、裡面被能量充滿，激勵周圍的人的話，你就一定能夠成
為優秀的在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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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主而執行的全都是無」、「停止自己的意見、見
解」、「工作不是從自己出來的而要是從神而來的不
可」，這些不是說你不用工作也可以。你一定要對付
沒有主住在自己裡面的狀態、拒絕主的話、主張自己
意見的狀態、為著自己靠著自己的力量工作的狀態。
若是對付裡面的話，外面的工作也會有變化。 
 
詩歌、３８１番 
１  主 , わがいのち ,  うちに生く ; 
  かみの豊富で  われ , 満たす。 
  なが性しつで  われきよめ , 
  復かつの大能 ,  勝利得さす。 
２  いのちの流通 ,  われ照らし , 
  ひかりのなか ,  まじわりす ; 
  種々の供給と ,  要求もあり , 
  われをきよめ ,  享受させる。 
３  なれはその霊，  あぶら塗り , 
  れい, たましいに  浸みわたり , 
  ながかたちに  つくり変え , 
  身のたけまで  成長させる。 
４  いのちの成分 ,  ゆたか , 新鮮 , 
  われ , うるおし ,  呼び覚ます。 
  いのちは死を  飲み尽くす , 
  なげき変わり ,  うたとなる。 
５  われをまったく  主にささぐ , 
  みこころにて  まじわりす ; 
  もはや自分で  あらためず , 
  もがかず , 主を  さまたげず。 
６  おのが努りょく ,  まったくやめ , 
  主 , はたらかせ ,  自己を脱ぐ ; 
  聖徒取り組む  みからだは , 
  主を住まわせ ,  主を表現す。 
1. 主，你是我生命，活在我里面； 

带着神的丰盛，来将我充满。 
你的圣别性情，使我能成圣； 
你的复活大能，使我能得胜。 

2.  你这生命流通，我就蒙光照， 
使我活在光中，与你能相交； 
带来各种供应，也有所要求， 
使我得蒙洁净，享受你所有。 

3.  你是那灵运行，像膏油涂抹， 
将我心思、心、灵，全都浸润过， 
使我全人变化，成为你形状， 
直到成熟长大，满有你身量。 

4.  你的生命成分，成为我丰富， 
时常将我滋润，使我得复苏。 
生命吞灭死亡，软弱变刚强； 
释放消除捆绑，下沉变高昂。 

5.  因此我将自己，完全献给你， 
照着你的心意，活在交通里； 
不再立志挣扎，不再改自己， 
使你受到打岔，毫不能为力。 

6.  乃是完全停下自己的努力， 
让你运行、变化，使我脱自己； 
与众圣徒配搭，成为你身体， 
让你定居、安家，彰显你自己。 

 
841. The Church - Her Building 
1.   Thou art all my life, Lord, 
 In me Thou dost live; 
 With Thee all God's fulness 
 Thou to me dost give. 
 By Thy holy nature 
 I am sanctified, 
 By Thy resurrection, 
 Vict'ry is supplied. 
2. Now Thy flowing life, Lord, 
  Doth enlighten me, 
 Bringing in the spirit 
  Fellowship with Thee; 
 All my need supplying, 
  Making Thy demand, 

 Leading me to cleansing 
  And in Thee to stand. 
3. Thy anointing Spirit 
  Me shall permeate, 
 All my soul and spirit 
  Thou wouldst saturate; 
 Every part transforming 
  Till conformed to Thee, 
 Till Thy life shall bring me 
  To maturity. 
4. Lord, Thy life abundant, 
  Flowing, rich and free, 
 Constantly refreshes 
  And empowers me. 
 Death by life is swallowed, 
  Weakness is made strong, 
 All my bonds are broken, 
  Gloom is turned to song. 
5. I would give myself, Lord, 
  Fully unto Thee, 
 That Thy heart's desire 
  Be fulfilled in me. 
 I no more would struggle 
  To myself reform, 
 Thus in me to hinder 
  What Thou wouldst perform. 
6. I would cease completely 
  From my efforts vain, 
 Let Thy life transform me, 
  Full release to gain; 
 Build me up with others 
  Till in us Thou see 
 Thy complete expression 
  Glorifying Th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