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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后书》与我－4 

 

作贵重的器皿，以备主使用！ 

经文：《提后 2:1-18》 

 

 

提摩太后书-4（第二章）作贵重的器皿，以备主使用！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

各样的善事。” 

 

主题经文： 

《提后 2：1－18》 

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

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

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世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

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

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记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

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

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

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

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

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

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 神面

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

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许米乃



和腓理徒，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 

 

序言： 

这次我们在营会的时候，我们绝对相信一次聚会结束之后，我们真的要欢喜

快乐的。主告诉我们的信息，主必定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就出来，有些事情是

马上会成就出来，有些事情是经过我们一生，再过 3年或 5年或 20年继续不断的

会成就出来的。我们的心灵听了一次主的声音，一次明白主的旨意是非常重要的

事，这就是每次以聚会为中心、祷告为中心、侍奉为中心生活的人，得着的保护、

得着的医治、得到的主的祝福了。 

今天晚上我们再次看《提摩太后书》第 2章与我，我的一生、我的日子、今

天的我和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献晚祭，我们必定要蒙恩。 

这次营会时候，最后一次的主日崇拜，我自己是最蒙恩的，那一次的信息好

像是我们《雅歌》书再看一次了，特别我强调的开始时我讲过一次，结束的时候

我又讲过一次，我真的看见主在永恒的时光当中——主所做的事，特别主说“有

光就有光”，按照自己的形像造我们之后，一直到主再来，这 6000 年的救恩历史

里面，祂所做的事，是时常要成为我们的异象，也成为我们的异梦，是我们一生

的目标了。 

实在是从亚当一个人开始的，就是到现在多少人啊？到现在认识耶稣基督、

也信了耶稣基督、得了重生、已经加入了天家的有多少人啊？特别主给我感动，

那一天从亚当、亚伯，其实基督的身体神家的人是殉道开始的，然后以诺，挪亚，

上帝的审判也显明出来；很快世界又变成了巴别塔时代，其中上帝得着了亚伯拉

罕、以撒、雅各、约瑟，来在我们每个人、也是每个人的家庭里、还有我们的儿

女后代、我们的孙子孙女……里面，主要成就的事，把这个启示全部给我们看了。 

来临的主日我开始要跟各位要分享。最近我看出埃及记整个的考古学，各样

的事情怎样的发生在他们当中，他们怎样的出埃及？怎样的过红海？怎样的过旷

野？我再一次，到现在考古学上发现的，我都在确认，为了所学所领受的信息，

更是要实际化。 

我们真的是活在上帝造的诸天，第一层、二层、第三层天了，我们的生命也

是属于第一层、二层、第三层天的。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主从亚当开始，直到亚

伯拉罕、直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到祂再来所做的，祂所成就的整个救恩历史的

大计划，就是一个救恩历史整个的一部大叙事剧，一种叙事，从亚当，就是《希

伯来书》11章所讲的，我们要必定要跟从的羊群的脚踪，都是殉道开始，都是上

帝要建造一个永远的国度，祂透过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在耶稣

基督里面得着的人，到现在是千千万万了。撒该、失败的渔夫、税吏马太、被鬼



附的抹大拉的马利亚、撒玛利亚妇人有 5 个丈夫一个也不属于自己的，连那种的

人，都是归入荣耀的国度里面的。 

我们主耶稣升天，圣灵降临，直到今天，主的再临前，这个圣灵时代 2000

年当中，主在整个的里面所成就的事，我们是已经都看的非常的清楚了。主把整

个大戏剧的剧本已经告诉我了，只要我们信，我们会知道我们家人的过去、羊群

的脚踪，我们当走的，永远我的家族是怎样的，我们是会知道的。 

所以，要常常使用信心来看那个光景，来看整个的一个蓝图，整个的情景看

了之后，就要面对每一天的今天，每一天主为我所安排的家人、配偶儿女、父母

兄弟、肢体亲友、邻居万民，这个关系里面我们的主是活的。这个关系里面必定

有我们的使命，必定有我们的职分，必定有我们要学习的，一天一天都有的，所

以常常不要忘记，我们的心灵绝对不能忘记这个实况。 

按照我的经验是每次只要恢复那个实况，任何的问题马上从我的眼前会挪开

的，任何的事情、就连简单的事情也是一下子在我的眼光里变成很小的事。人际

关系里面哪一个东西需要争扎呢？根本不需要，因为这个都是上帝所安排的，从

中要我学习的耶稣基督的。 

我们在这个地上日子里面，已经是归属于永恒国度的人，必定有当兵的，必

定有争战的，也必定有比武的，天天有比武的，还需要按照规矩来比武才能得到

冠冕的，一天一天多得冠冕的，也是劳力的农夫一天一天多得也是先得粮食的，

天天收产。我们绝对不可忘记这样的事情。 

我们还活在地上的圣民，包括我，每个人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不需要那么

的认真，这是一个悖论的，但主叫我们认真的事要认真到底，而且是很细密的认

真、很具体的认真；但世界的人关注的那个事情是大概就好。你住什么地方，你

开什么车子，你吃什么都是可以的，重要的不是那些东西。重要的是关系里面，

今天你与主的关系是怎样？你是真的在是阿爸父的大慈爱里面，就是今天学习主

给你的功课时候，能够充满的一个感恩，来得着那个永远的恩典吗？ 

我们是必定活在关系里面的，我们跟旁边的人的关系上，我们今天过的怎么

样？今天学习的怎么样？今天我们祝福代祷的怎么样？今天我们怎样的遮盖他

们的软弱？是怎样的洗他们的脚，一天一天在家庭里面、在教会团契里面，在我

们的职场里面，我们在整个的关系里面这样的做就好。 

我们也不需要天天去找而干涉人的，一天一天过就好。有的时候一整天只有

单单面对主的日子，有的时候祝福安慰、帮忙配偶就好。 

或在学校里面、或职场那里，我们必定为旁边的人祝福他们而生活，因每个

人都有灵魂，天使的工作从来没有停过，所以很快会认识有一个人的。 

我们天天会遇到一个美好的遇见。明天绝对不是我们的日子，我们是一天一



天要活的，这个奥秘讲的非常清楚的就是《提摩太后书》2 章了。 

《提摩太后书》1 章讲的是已经临到我们身上的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告

诉的一个“我”，基督的福音告诉我的一个使命和一生的目标，我们都是蒙召的。

那么第 2章我们必定要锻炼自己，要做贵重圣洁的器皿，以便于被主使用。在各

样的善事上主使用，各样的善事上主向我显明。 

今天是晚上我们在主的面前再一次大大的蒙恩。 

 

1、内容回顾：  

前面所分享的，很快再读一遍，上次我们没有讲的，我们后面分享。 

《提后 2：1》我儿啊（就是我和我们了），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

来。 

我们为什么要刚强？今天各位遇到的难过是什么？各位今天遇到被控告的是

什么？各位遇到的试探是什么？才能会知道怎样的刚强。另外我们都知道，我们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得着的。在基督里面，在第 1章里所讲的福音，原来做罪

人的罪魁的保罗，他在基督里的得到的恩典。靠着那个恩典，他刚强起来，祝福

我们叫我们这样的刚强起来。 

所以主给我们的心是什么？第 1章讲的，主给我们的心，不是胆怯的心，不

是难过的心，不是那个受试探还在那里挣扎的心，不是常常在罪恶感里生活的心。

乃是刚强的心，仁爱的心，谨守的心了。所以，必定要保守仁爱、谨守、圣洁所

带来的刚强。这个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得着的。 

各位，刚强——家庭才能够平安，刚强——病魔才能够不会攻击你，刚强—

—才能各位凡事所做的尽都顺利。 

上次我记得，跟各位分享——这个灵力重要性。我的一生很多方面都是跟主

确认过——灵力是最重要的，灵力会影响我的健康，我所有人际关系里面没有矛

盾。 

看到那么大的蓝图，看到上帝的救恩那么大工作的人，那么荣耀的事，原来

什么都没有，现在千千万万就在地上完成使命的，都是为天家、乐园，现在围绕

着我，为我代求的。现在是舞台上面，我的奔跑的日子里面，这个奔跑的场合、

这个舞台就是在我的家庭——家庭是各位最重要的、教会——肢体的团契、我们

的职场、我们这个地区、这个时代了。我们要常常带着这个要刚强起来。 

各位刚强的时候举手祷告，祝福到达的势力、能力、力量都会不一样的。得

着灵力的祷告，才能空中的那个阻挡的厚厚的那个坚固营垒，被这个火融解。就

是我们祷告的火，我们信心的火，我们所得着的一个圣灵的感动、感化的那个火

能够会打破，能够达到天上的宝座那里。 



各位的祷告到达天上的宝座是不一样的，这样各位的心里能得着能力，得着

从天上来的智慧，能够分辨，先是清洁、后是和平、然后结出和平的义果的。在

我们的关系里面，也能与人的关系上，与神的关系上和平的。那种祷告是只有我

们自己知道的。 

这次我们的传道跟那个青少年分享这个的时候，青少年是可以应用出来，他

们的祷告哪一个能打破空中的权势、黑暗的权势、空中掌权者撒但的权势，能够

达到天上的，能够得到智慧的、能够得到清洁的智慧，得到和平、仁爱的智慧，

换句话说，是得着安慰，得着劝勉了，那种的祷告是我们时常要享受的。 

所以各位，懂的要保守、活在肉身里面要保守灵力刚强起来。各位周围的人

全部是沮丧、难过、挣扎、甚至矛盾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贫穷感的时候，你就起

来，兴起发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完成那个使命了。 

〈2:2－6〉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基督福音和并祂钉十字架），

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条件是忠心能教导的人。这些人是常常跟我们在一起的肢体当中，很明显的

显现出来。通常教会叫那些人成为小组长。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们要成为这

样的人，这是我们的目标。那些是怎样的人呢？要懂得很清楚自己是当兵的，自

己是比武的，自己是农夫的。）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相信福音的，传扬福音的，用福音来服侍人的，必定遇到耶稣基督所遇到的，

必定遇到保罗所遇到的， 

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世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

人喜悦 

我们是被荣耀的国度是蒙召的圣军、圣洁的军队、仁义的军队。在此我们要

知道当什么兵，一定要锻炼自己，继续不断的要得到，要懂得从天上来的，军人

不是自己准备自己需要的，全部的智慧、能力、财力、需要的健康、人力、各样

的遇见、门路打开，全部都是主给我们的。这个方面我们要锻炼、我们要确认、

掌握。 

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 

这里我们要非常的清楚，我们一个是要知道我们是比武的人，为要得冠冕来

活今天的人。绝对重要的是，一个是按规矩，按规矩来祷告，按规矩来传福音，

按规矩来赶鬼，按规矩来恢复灵力，按规矩来教导。一切的规矩都是在耶稣基督、

十字架的福音里面了，绝对是神为的规矩。 

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 

农夫的心志是重要的。 



 

（1）刚强 

1）为何要刚强？ 

因为我们常常难过，我们常常受试探，我们常常跌倒，我们常常犯罪，我们

常常挣扎，有很多的矛盾。 

 

2）如何刚强？ 

在如何刚强之前，在耶稣基督福音里面刚强。所以，一遇到问题我们就学习，

靠基督、靠圣灵，靠圣灵就是靠圣道的意思，靠神的话的意思，继续不断的要得

到刚强。 

 

3）如何维持？ 

这个方面我们要多学习，我们学习整本圣经的理由，就是为这个了。 

 

（2）蒙召的精兵＝﹥永远的国度 

我们特别是蒙召的属天的军队，所以必定要知道： 

 

1）当兵→得主的喜悦 

当兵，当兵是一定要得主的喜悦，不被自己的世务缠累，寻找主的旨意，忠

心的来当兵。 

 

2）比武→得冠冕 

比武的里面目的是要得冠冕的。我们的日子是天天多得冠冕的日子，很重要

的是要按规矩。规矩的意思是一种原理，这个原理各位一定要多掌握。要祝福人

也不能强迫人的，祝福人的好动机，强迫人带来的结果是更不好，因不是按原理

来做的。 

为什么鸦片战争，十字军战争。十字军战争是十字军精兵去的地方，被强迫，

人都要信了，回教堂全部挂十字架了，结果会带来非常不好的结果。因这是灵里

的一个规矩了。 

拆毁偶像也是必定要按照规矩来做，不能够在主人没有同意之下拆毁，这是

不能的。人家废弃的偶像你可以随便处理。当一个人信主了，家里的太太信主了，

当那个偶像是属于丈夫的话，不要随便拆，必定要等到一直拜偶像的那个人的许

可了，要等到那个时间表。 

那个基甸拆毁偶像是为什么？是神叫他要做的，有神的吩咐之下是可以的。 



所以，凡事都有原理，要按照这个原理来生活。 

各位要养育孩子按照原理，才能得到冠冕的那个功效，我们是会看的到的。 

 

3）农夫→得粮食（果子） 

一个劳力的农夫，农夫要做的是得粮食，先得粮食——换句话就是果子。 

怎样做呢？就是要劳力。 

我们在坚固自己的事上，要像劳力的农夫，不能停，我们的耕耘绝对不能停，

或大洪水来了，大风吹来了，整夜不能睡觉农夫就是要照顾的。 

这三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争战，我们要知道这个属灵的争战，我们怎

样的预备全副军装，怎样的预备仁义的兵器，要正确明白。然后要训练自己，必

要做贵重圣洁的器皿，以备上帝使用，能做到上帝预备很多的善事。这样的日子

是一天一天的过，绝对不要让你放的。当然一个目标是需要的，但我们的圣民是

当兵的，主一天一天带领的。上帝找亚伯拉罕的时候，绝对不是亚伯拉罕你 85

岁会怎样……怎样的，罗得不得已要离开你，你 86岁要生一个孩子、你要撇弃他，

你 100岁的时候得一个儿子，大概他 15岁时候要把他要杀掉，你 175岁的时候要

离开世界。主绝对不会这样先告诉他，上帝是一天一天地带领我们的！ 

 

4）主会亲自预备亲自带领→成为精兵、走向国度 

主是上帝造亚伯拉罕的时候，给亚伯拉罕有应许的时候，我让你成为万福之

源。然后透过你的生命，透过你的祷告，我必定是你让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星那

样的多。这个不是管你信不信，我是会要成就的，已经开始了，但是你不得已要

信那个事情，我会带领你的日子这样前行。 

所以，继续不给他孩子，要等到他认识神——就是依靠神的那个时候。之前

用自己的力量生的孩子，上帝说不算。上帝给他以撒的目的也是借着他的日子，

全部上帝的给他们看。亚伯拉罕得了信心，一直到把他所爱的独生儿子，献在摩

利亚山上，上帝让他像被宰杀的羔羊一样，主叫他也会复活。能够对神的信心得

到这样的时候，上帝自己会成就的。亚伯拉罕就是我们了，用亚伯拉罕的一生也

是给我们看了，他们离开家乡迦勒底的晤耳、哈兰，往上帝指使的地方去的时候，

他们是不知道往哪儿里去，《希伯来书》11章是这么清楚地说。 

我们的日子是清楚的要知道，我们蒙召是为了永远的国度——是天国，是新

天新地。为这个事情我们蒙召，然后我们天天所遇到的事情，一边是操练自己、

一边是要见证那个的奥秘，然后主继续不断的会敞开门路，叫我们生命所留下来

的属灵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星一样多的。我们在地上的一分一秒钟也不要忘记。 

今天早上看了一个考古学发现的以色列过红海的地方，我特别有感动，我吃



午饭的时候我就跟师母分享了。这是西奈半岛，这西是埃及，这是三角洲，这里

是歌珊地，在兰塞，这全部都发现了，西奈半岛的人常常把这个当作西奈山的，

我现在要讲的，主带领 200万的生命，再多 100-200万个的牲畜，先把摩西差到

埃及来 40年叫他学习，全世界最好的学问，上帝特别给他天才的，到 40岁的时

候，逃避到旷野，米甸这个地方，以忒罗所住的地方全部发现了，但是上帝把他

们带到这个地方，带领 200万和多于 200万的牲畜能够站着的一个平原是需要的，

所以信神的话的人，科学都会得到印证的，不信的人，绝对不能得着那个信心，

整个世界的历史情况，都会证明这个事情。 

在这样狭窄的地方，大概会有 400万个生命可以站着的地方，前面是高山围

绕着他们，法老是圣经这么说了，法老认为他们在旷野迷失了，被很大的山困住

了。按着圣经说，都会明白的，考古学家也找到了，这真是奇迹。这是 1950之后

慢慢才发现，其实正确是 2000年后才发现的。 

尤其到末日上帝一个一个的奥秘都要向我们显明。我们看红海那最深的地方

是 15000米，这里的山脉全都有联结，周围有山脉，完全是这样的光景，在海里

面也有山地的地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怎样带着牲畜和小孩子过红海，就算

海水全部都分开了，也是以色列的小孩子和老人家怎么能过这个（红海）地方，

这里给我特别大的感动是，在中间有一个地方，米甸之前，有一个地方有原来是

500-600 米的深处有道路，这里的道路是全是盐石珊瑚铺的平平的，其它的地方

还是 15000米，海里面有山的环绕，这些是没有办法能过的，埃及的战兵马车也

是没有办法过的。刚好就有那个（500 米深处盐石珊瑚）有平平的路，在这里海

全分开了、东风吹开了海水，然后旁边是完全是深渊，马车的轮子上长满了珊瑚，

一直在这个路上。当以色列人全部都过了，法老的马车一直追上来，全部进到海

里面后，海水一下子遮盖了，他们都灭绝，死在这里了。此地的珊瑚靠这些骨体

才能成长的，骨体的样子，珊瑚的样子现在还存在，马车的轮子里现在也都有珊

瑚。考古看到这个马车的轮子，用 X-Ray 分析后，发现里面的金银铜铁，形状跟

埃及里壁画里面画的马车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海中的道路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我们相信是挪亚洪水时形成的。所以

是比摩西早 1500年前，在挪亚洪水的时候，上帝的剧本是连这个也安排好了的。

到了时间，他们带到这个地方来，叫他们过河，真的是奇妙中的奇妙。所以，我

们还担心什么呢？我们每颗的细胞都是宇宙来的，每个的光景你到几岁的时候怎

么样，怎么样，我想到，上帝找亚伯拉罕，给他一个永远的约，关于给他和他所

爱的人。上帝没有告诉他你 100 岁的时候会生孩子，你 175 岁的时候会离开这个

世界，不告诉的。 

我们也是一样的，上帝得着我们的时候，把尊贵的生命给我们，永约给我们



之后，一天一天的带领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天一天的，我们的日子里面都有上帝

早就安排的，将来你所遇到的你的配偶，将来你所遇到的你的儿女、你的后裔，

将来你遇到的有些遇见，将来你所遇到的整个的世界福音的门路打开，主早就给

你预备好了。 

我是特别会看到，第一次我祷告的时候，是用这个的，我是先看到上帝 6000

年的救恩历史中伟大的上帝救恩作为，全部都是为了见证耶稣基督而做的。从创

造世界开始，无论看得见的世界、看不见的世界都是为见证耶稣基督而造的。把

整个基督的历史、在基督的名下，一个一个上帝得着的，先是亚当给他穿皮衣，

然后儿子亚伯、然后塞特、以诺，挪亚，那个时候只不过天上几个人罢了，然后

现在来到我们当中，他们千千万万的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为我们祷告、就像拉

拉队了，叫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里，能够成为美好的一个当兵的、美好的一个比

武的、美好的一个农夫，我们必定要在这里得到一个美好的智慧，这个大剧本（圣

经、历史）全部都告诉我们了。那主人公、配角、主角等都要美好的表演出来。 

 

2、所信的福音是什么？〈V7－8〉 

〈2:7－8〉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 

保罗的意思是叫提摩太在当兵、比武、农夫的上面你要多思想，靠主刚强的

事情上你要多思想，因为这样思想的时候凡事上圣灵光照，凡事上叫你得到智慧

聪明，凡事上明白主的带领的意思） 

2:8你要记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 

这两个事情是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依靠的，我们所传扬的福音的精意了，耶

稣基督是在他来之前，就已经预先言的那位大卫的后裔，犹大的狮子、要来的弥

赛亚、那位祭司、先知、君王的意思，他从死里复活。这是祂在地上所做的最重

要的工作---死而复活。 

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 

所以，各位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什么？如果我们所信的福音不正确，你

所认识的圣灵不对，在你心灵里面该得的释放不能得释放，该得自由的不能得自

由，该得圣洁的不能得圣洁。 

所以我们所信的福音的内容，那个的规模是何等的重要。 

大卫的后裔换句话说是整本旧约圣经所预表的那位的意思，祂来所做的事情

是道成肉身来了，来的事情，死而复活是最重要的，凡信祂的，跟祂同死同埋藏

同复活的，凡被祂的名呼召的——都要走祂和祂的羊群所走的道路的的意思。 

所以，这个要正确，为了要说明这个，我们学习整本圣经吧。先学圣经综览，

一本一本很细密的学习，为了要学习耶稣基督，祂就是基督、祂就是弥赛亚、祂



就是跟我一同死而复活给我新造的生命，他爱是向我显明了，我已经完全破裂了，

再也没有定罪了，我是何等尊贵的一个生命。祂在我身上所成就的是永远的事情

了。今天我要靠祂刚强壮胆，要学习祂天天死而复活。这个就是福音了，正合乎

我所传的福音。 

但是我们传扬这个福音的时候呢---必定受苦难。 

 

（1）为着福音→苦难，忍耐＝﹥活出耶稣基督〈V9-10〉 

〈2:9〉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

捆绑。 

他是被关在监狱里、被杀殉道，但是他的祷告，他所传讲的福音，直到现在，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有这样的功效。 

今天也是，我们分享这《提摩太后书与我》，按所信来祷告的，按所信来祝

福的话，就算各位离开世界了，他会成就出来的。因我们信的真的是耶稣、基督，

祂的从死里复活，祂的十字架、跟世界分别为圣，我们也在祂里面得了完整的自

由、完整的圣洁。 

然后，我们也传讲这个道的话，我们也按照这个道得到圣灵的光照，来为所

爱的儿女安慰、劝勉，然后有恩典、有真理，如果好好的教导他们，让他自己走

那条路。我们离开世界，虽然被困、虽然是被杀、甚至是会失败，但我们所信的，

是主必定是会成就出来的。各位，这就是福音了，福音是神的大能的意思就是这

个意思。整本圣经的每本书的每一章都是讲这个的，所以我们每次聚会，我们每

一次都要确认这个，我们再次的要清楚的抓住耶稣基督，要活出耶稣基督而要活

着。 

〈2:10〉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 

为什么要忍耐呢？一个是叫他们可以得着救恩、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和

永远的荣耀和冠冕，所以是两个——是叫他们重生，也叫他们成圣得冠冕！ 

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 

就是叫他们重生，叫他们成圣的冠冕，这是我为主托付给我的选民凡事忍耐。

这是《提摩太后书》与我，学习的 2018年 7月 11日我们必定要确认的，主托付

给你的选民是谁？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各位真听见的人是有福了，这是

主托付给你的丈夫、主托付给你的妻子、儿女，主托付给你的家里还没有信主的

亲人，主先得着你，然后借着你的生命要祝福你的配偶儿女兄弟，然后是肢体中

间，要使用你，然后借着你的生命，拯救人的生命、医治人的生命、培养人的生

命、差派人的生命，把整个主的国度的门路继续不断的要打开。 

我是这样发现的，我知道每个人不一样，保罗有保罗得着的选民，提摩太有



提摩太得着的选民，2018年是我们的日子，是我的日子，这个要得到的，为他们

凡事上要忍耐的，这个要学习。 

你真的信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十字架福音的话，必定是你心灵里面很多的所

愿会产生出来。但愿我所得的，我的父母兄弟也得，我的配偶儿女也得。如果你

得了，还没有这个负担的话，换句话说：你还没有得到那个上好的，完整的，还

没有那么实际的一个祝福。 

就只有一个教会、来往、做一个崇拜，仍然带着自己的生命，带着自己的身

份，仍然带着自己的喜好、仍然带着自己的关心，仍然带着自己的意念。从来没

有思想自己的使命在哪儿里？自己为什么蒙召？需要操练的，经常锻炼的是什

么？今天要确认的、要享受的是什么？今后要多发展的是什么？都不知道了。这

样的话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悲剧，圣经是告诉我们说，那些人是要倒毙在旷野里的。

我们才不要成为那种的圣徒，我们必定要明白主给我们的选民，为他们凡事上要

忍耐的。 

 

（2）与主同死＝﹥同活＝维持〈V11〉 

〈2:11〉有可信的话说（保罗每次有很重要的话要说的时候的口气）：“我们

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 

我们每次讲到与主同死，有人马上就会想到要忍耐、要不犯罪、脱离、逃避，

就是这样想了。那时候我记得跟各位说：各位不要努力死，要努力维持所信的。

所信的整个的宇宙，那个非常美好的美景，那个的异象、那个的异梦、那个的实

况，今天你看到的时候，你是自动的会不喜欢，所以，你与主同死，也必与祂同

活了。真的要死的是什么？活出什么？[注：下面的内容  死＝﹥活] 

 

1）有身份＝﹥尊贵 

各位的家庭先改变过来，各位的出身要改过来，真的是要这样了。实在是得

着那个最尊贵的身份，没有一个生命是耶稣基督为他而死——那样的尊贵了。要

死的是要知道的，同时死的时候要忍耐。不是忍耐的不做、忍耐地不想——不！

这个要正确的了解。 

 

2）有目标＝﹥活出基督 

我们生命的目标是恢复基督了，任何的事情来吧！——那个地方，我要多得

耶稣基督，有目标——就是要活出基督。所以，监狱里面也可以、很大的人际关

系矛盾里面也可以。如果这个为目标的话，你是时时刻刻你都会享受从天上来的

那个福气的。 



 

3）内容（眼目）＝﹥旨意 

我们的眼睛，要改过来，要明白神的旨意，要该死的是什么，要活的是什么？

都是要学习的。不是努力忍耐的，乃是知道目标和内容。 

 

4）有方法＝﹥靠主 

靠主，凡事都能做！所以问题都要靠主而活，这个要明白的。 

神的话要按正义分解，要清楚的明白知道，也能够教导，人才知道怎么死，

要死掉那个东西，应该在那个地方活，怎样的维持？ 

这就是我常常跟各位讲的，不要努力死，要努力维持你所信的，维持所信的

看到实况。 这个方面，各位放心，各位在地上的日子里面绝对不会遇到无聊的一

天，你所遇到的事情里面，甚至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人也不在旁边，就是你自

己跟你的私欲也是要打仗的。绝对不会无聊，所以都活在这个肉身里面的，就像

保罗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我所信的道我守

住的，这个方面我们要打仗。这个方面看见的那位殉道的在前面了，我浇灌的时

候已经到了，殉道的时候到的时候，对他最爱的儿女，提摩太是代表性的一个儿

女，提多也是儿女，还有很多他的门徒了，他向他的儿女们所讲的话了。这一句

话一句话的意思要正确的明白，所以一句话一句话真的很重要。 

〈2:11〉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 

有的人是要不要决志祷告，要决志祷告了，要不要受洗，要受洗了。但是他

不明白受洗是什么意思，受洗之后的生活是什么？也都不知道，只有去教会、回

来、敬拜、诗歌好听一点的话今天很蒙恩了，圣灵里面的关心、兴趣、眼光、方

法完全不改变，这样的日子久了，这必定成宗教徒了，麻木之后有个毒就上来，

《希伯来书》6 章所讲的，不按照所信的生活的话，真的是有副作用继续会在生

命里面出来的。我们千万不要这样。 

 

（3）一同作王〈V12〉 

所以，〈2:11－12〉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

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 

将来必定是在永恒的日子里面，我们的争战得胜之后呢，得了冠冕、按照的

那个产业基业，我们能与主永远一同作王。但是整本圣经强调的重要的是---现

在与主一同作王。魔鬼撒但是用属灵的锁链在耶稣基督的名字里面被困在无底坑

里面了。我们今天是天上地上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

今天我们能靠着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坐着为王的那一位，凡事上按时向我们的



显明---叫我们得胜。按圣经里说，作王的意思就是得胜有余的，不是单单得胜

罢了，把得胜的旌旗---放在我们今天所遇到的功课那里，今天遇到的难过那里，

今天遇到的矛盾那里，今天遇到的惧怕那里、担心那里，我们把旌旗要挂上。这

些只有我们用心祷告才能多多的明白的。 

各位放心，今天绝对是我们从天上来的最美好的恩典、恩赐、赏赐、冠冕是

会临到各位身上的，不会没有！因为那恩赐、那赏赐不是世界人追求的，乃是你

所遇到的与私欲的争战、与魔鬼撒但的争战、跟旁边很多人很多的矛盾挣扎里面，

我们能够所学习耶稣基督的。这个方面我们是一个蒙召的精兵。要成为一个基督

的精兵，穿戴全副军装、有仁义的兵器，来要攻破坚固的营垒，这个是我们天天

要做的。 

各位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所以我们要欢喜快乐。暂时在地上的日子里面需要

一些忍耐的心，需要的，因为虽然已经得胜但、还没有完成的得胜的状态；我们

继续不断地要发展， 

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 

我们若不认识他、不认定他、不依靠他。 

圣经上（箴言书）说：叫我们凡事上认定耶和华，祂就必认定你。 

主认定我们的是什么？——就是引导我们。 

各位人若不认定主，这样人的生命能不能分辨出来？——看得出来？因为主

不认定他，他们是凡在他们所走的道路上，没有神，没有神的帮助、没有神的引

导、没有神的供应、没有神的成就，换句话说：用我们眼睛打开的人的眼光来看

是——糊涂、愚昧、迷路，这个光景是看的很清楚的。不但是，不认我的，将来

我们在父面前也不认你们，这是不但是将来、就是今天的事了。 

 

（4）神必定会成就〈V13〉 

〈2:13〉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 

这句话非常重要，如果这句话不太了解的话，会有些异端，极端，偏差都会

出来。 

有的时候是会失去信心的。 

各位看各位配偶和旁边的肢体的时候，虽然是在基督里面的人，一定要知道

他们有些是会失去信心的，他们失去信心的时候，完全是跟肉块一样的。 

你发现这个的时候，你不要批评他们、论断他们、甚至也不要因他们灰心，

因为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是已经看的清楚了。所以看到他变成肉块的时

候，我们是要托住他、为他们代祷。各位的神学一定要正确，才能够走自由也圣

洁，继续成长，也使我们的生命能会保护我们旁边的人，有这样的信仰生活，我



们必定会享受的。虽然我们是会失去信心的， 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祂不能背乎自己的意念、自己所讲的话、自己给我们看的那个蓝图他绝对不

能背乎。我们过去 6000年回头看的时候，有好些阶段是很危险，神的话好像忽然

变成枉然的那种光景，好像变成徒然的光景中，好像世界也要灭亡的话，主就任

凭的话，好几次都会灭亡的。但是很重要的时刻到的时候，上帝就会拯救。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诺曼底登陆的时候，海军所做所有决定是靠着上帝所

定的日子，整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完全的毁灭。德国人杀了 600万个犹太

人，打败了全世界的人，他们是特别的武器发达，军队战士的顺从、忠心是胜过

任何的一个军队的，我们看整个的历史好几次是快要灭亡的。但是主的话，经过

这些日子都成就出来。教会历史也是一样，好像快要被消灭的灯火，但绝对不被

消灭。个人生命也是这样。主在各自的家庭里面开始善工，纵然我们会失去信心，

但是他必定会成就出来的。 

这个就是福音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信息。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也是这个信息，

因为很生要，所以我再一次分享，这跟下面有关，连贯起来。 

 

1)不要争辩 〈V14〉 

〈2:14〉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

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 

前面我所讲的话，要教导他们。不争辩。 

 

① 总要祝福 

各位我们是何等的有福，这些明白之后，我们祝福人。 

人家要开始跟我们要争辩的时候，我们知道那就是主的带领的一个信号---

你要停，满面笑容的祝福他们。你心里面是说“今天不明白的将来是会明白”，

“我总是要祝福。”我是把平安赐给他们的，配和这个平安的祝福会成就在他的

身上的，祝福人得平安的祝福也会在我们身上加增的。如果我所祝福的那个祝福

与他不配合，这个祝福，圣经怎么说？这个祝福会归到我们的身上。 

这个就是基督身体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所要做的事。先是要正确了解，一生

主给我的使命——是自己多恢复耶稣基督荣美的形像，然后在主托付给我的选民

中间荣耀主、祝福人。不是主的选民不是我们的责任，他们是应该灭亡的，他们

是应该听不懂的，他们是应该不悔改的，他们应该不顺从的。我们会面对很多人

的，其实我们面对人当中，在职场，在这个社会，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遇到的人

当中，其实不是选民的会更多。比率来讲，就是窄路和宽路的意思，窄门和宽门

的比喻，灭亡的路走的人是很多，所以我们是坦然无惧的，主是这样说的。 



很重要的是你的生命在主的面前，今天你怎么样的锻炼自己，今天你多明白

了那个属灵的原理，今天也按那个原理来比武了、竞赛了，今天也是为了得那个

的选民生命成长和我的生命的成长，为了得粮食我就是劳力。 

所以，做农夫的一天也不能休息，我是在家里我养这些植物，大部分都是弟

兄姐妹给我送过来的，我的很大的君子兰是我们李伯伯送来的。所以，在那里送

给我的祝福我的，我们弟兄姐妹的祝福就是在那里，所以我要照顾。马大也给我

那个树，叶子也是亮亮的，还有很多很多花都是，我在照顾的时候会想起送给我

的那个祝福，我就祝福他们了，已经很多了。但是问题是一年一度，以前是两度

我去宣教的时候，这个怎么办，然后叫我的儿子必定要怎么样的浇水，每个树木

浇水的不一样，外面的我就让隔壁的邻居请他们来帮忙，这次回来的 100%的生存。 

这个农夫、在我们养植物的时候，真的是我可以明白农夫的心，我不能够去

农村来做事来经历这个东西。这个植物是跟生命有关系的，有很多的叶子是会出

来的，我就会想这个是北京生命堂，这个新加坡生命堂，这个是上海生命堂……

所以，这个真的有一天在我的眼光里面它们变成这样了，它们有一点枯干的时候，

我就糟糕了，后来发现——这个不对。又变成这个成为控制我意念的东西，我就

在那里祷告一次，得自由之后的养它们了。各位真的是我们活在地上的日子里面，

每一天我们都要正确的明白。 

 

② 要避开争辩 

争辩是绝对不会带来益处的，争辩是魔鬼撒但做的，所以我奉主的名今天

2018 年 7 月 11 日，献晚祭的时候，我们必定要得到很重要的祝福——我的一生

没有争辩，阿们！我的一生绝对不要争辩！ 

因为我们已经拥有最美好的福气了，天天享受，生命的目标很清楚，今天要

多得的也很清楚，当兵的、比武的、作农夫的，然后服侍人、祝福人这个过程当

中，信福音的、传扬福音的，一定会遇到找我们来争辩的，绝对要避开争辩。 

争辩的时候你无论怎样的讲对，你会害人、也害你自己的。然后也可以说是

你的一种人为，你的一种骄傲了。绝对要相信，我们的神掌管一切，也跟人交通

的过程当中、祝福他们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上帝叫我们停的时候，那个时候绝

对要停。 

 

a）学习分辨血气、地狱来的→伤害人 

所以，真的要分辨一个是从我们的私欲、我们自尊心、或者是什么我们的一

些骄傲，从地狱上来的，虽然讲内容是对，但是会伤害人的那种——我生命里的

血气。此时马上要停止！ 



我们自己要明白，所以我们要用清洁的话、和平的话、安慰的话、劝勉的话

给人的时候，人家接受是好、不按受没有办法，如果争辩要开始的时候，马上要

停。“我是爱你，想让你知道，我所所享受的这个福音，真的给我很大的祝福和

能力，盼望你也能得，今天讲的我是祝福来的。”连这个也不需要的话，没有关

系；甚至人家逼迫你，甚至严重的话，“弟兄啊，我以前也是不信的。”用这句

话来安慰他。“有一天主叫我相信了，从那时候开始，我的世界不一样了，盼望

你能信。” 

 

b）学习/寻求智慧的言语 

在这方面要特别得到一些智慧，特别是做父母的对儿女，真的是一生是活到

老学到老的。孩子们永远是想给父母一个“自己是大人，已经成长了”的印象，

无论那个孩子都一样，我们也是对父母这样的。所以，我们的话语真的是得到智

慧和聪明的，来跟他们讲，叫他们能够被说服，叫他们能够尊重我们的祝福、我

们的安慰。 

最近我们家的孙女来了，对我的儿子媳妇是头一次的经验来的，我们是经验

很多，自己儿女的养育上，弟兄姐妹的侄儿侄女的长大上有些经历了，在不知不

觉之间，我们口里出来的就是教导。但是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多求智慧了，也要

多称赞他们，因他们真的是愿意寻求主的、也愿意祝福后代的。他们现在真的是

按造我的话，把那个手机也放在一楼底下，离孩子很远，他们真的是这样做的。

我看到他们冰箱上有很多的为孩子要做的事情清单，这个我真的很放心，一个一

个的写在上面，做到的就划掉了，我看的非常的细密。我们不要担心出来的话，

就说你们真有智慧，你们比爸爸更好，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 

这个争辩是我们常常不足够有智慧，也不足够依靠主所带来的结果。 

这个是一生的学习，盼望各位和我好好的学习，我们口里所出来的话，很真

实、很有势力、真有权柄、真有功效。如果没有看到这个功效、反效果来的话，

马上要停。 

刚刚我们大家一起祷告了，对不对？我常常跟各位说：聚会里面是这样的，

听了主的话的时候，得了一个所愿，但愿如此的话，换句话说是阿们的话，马上

成为各位的祷告，主也给你垂听了，今天晚上的献祭里面我们再要得到的重要的

祝福。 

 

3、做无愧的工人〈V15〉 

〈2:15〉你当竭力在 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

的道。 



我们华语圣经的程序有一点改过来了，我再次翻译，你当竭力按着正意分解

真理的道作无愧的工人，而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其实是这样的意思。你应当按着

真理竭力的分解，耶稣基督纯正全备福音真理的——神的道理，你这样的传扬教

导，作无愧的工人，做无愧的工人有两种意思：一是教导的对，不能教错；二是

自己也能做到，然后蒙得神的喜悦。不但你能这样的分解，这样的教导，无愧的

意思，一方面是对，第二自己做到，遵行，行神的喜悦。这样的工人就是今天晚

上的主题做尊贵圣洁的器皿，以备主使用了。各样的善事上，我们在被主大大的

使用。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祷告了。 

这个事情非常重要的是你先清楚的了解福音的规模——真理的规模系统，然

后教导的也正确、无愧的工人你能做到，然后得神的喜悦。这样的话仇敌就怕你、

你所做的大有功效、你的比武是绝对要得冠冕，你的作农、养育孩子，你的侍奉

必定是得美好的功效，你的争战必定是会得胜的。  

 

（1）追求敬虔〈V16〉 

〈2:16〉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 

世俗的虚谈就是不敬虔的意思、闲谈，交通讲的话，必定是我们所信的，所

传讲的是从上帝而来的。世俗的虚谈一个是人本主义、一个属世俗的 

人成为一个教导的人，不会叫人天天杀人放火犯罪的，这样根本不能做老师

的。人上台讲的必定是叫人行善的，但是对这个福音的精意不明白的人传讲的话，

会把人带到人本主义、属世主义的、属世的世俗。 

必定是我们传讲的要正确，福音真的是要正确，福音是灵，所以，你对福音

的了解是怎么样，你的灵就是怎么样的。 

其实教会里面大部分带来问题的，就是很认真侍奉的人，很认真传福音的人。

但是他们传的福音是不正确，他们自己也不是圣灵完整的得自由，还没有完整的

恢复圣洁。他们所信的那个道理，叫他们不能完整的得自由、完整的恢复圣洁的，

他们传讲的信息也不能叫人完整的得自由，也不能完整的得圣洁的。 

忍耐和圣洁没有办法很清楚地有功效的在人身上能带出来的功效，福音是非

常的敏锐的细密的正确的要了解。 

属世的试探比如说人本主义，有些教会传讲的甚至是没有地狱啊，上帝是好

的神，美善的神爱我们的神来的，上帝是爱，怎么会有地狱啊。各位人本，你们

要相爱，相爱，强调和平，和睦，平和的结果，回教、佛教都有得救，所以你们

不要彼此攻击，要彼此和善。这些的道理带来的结果是非常的糟糕，怎么能够教

会的信徒，尤其年轻的教会，70－80%的人要支持同性恋，支持在学校公司里面不

能传福音，甚至支持不能带去圣经的，就是那种的总统候选选人。他们这样的支



持是另外的一个候选人看他的行为，这个是选举的前面每个教会都会发生的事。

不明白主的旨意、主的愤恨在哪里？主的愤怒在哪里，这些是不明白的！ 

我儿子、儿媳的教会，他说：爸爸我不能讲，我们支持川普的，那全部起来

会攻击我的。连教会也会被孤立起来的，怎么教会跑到这样的地步啊？实在是人

本主义、属世主义啊。真很可恶的，他们是传讲爱了，但总是第二层天以下的爱

了，他们绝不明白第三层天上帝是一个瑕疵也不能接纳的完整圣洁里面的爱了。

所以人人都死在过犯当中，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一个光景，他们

没有进到福音的精意那里去了。 

我为什么需要这个福音？其实我常常跟人交通当中，这些人本充满的，仁爱、

人情充满的，人义充满的人，我最后的一句话是叫他们思想，这样的我知道，这

些是讨论不完的，所以我给你一个功课，叫他思想---为什么耶稣基督、上帝自

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其它宗教也有得救的话，何必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

上？为什么上帝自己，上帝的独生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所有上帝最爱的先知使

徒们都殉道？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我叫他们思想，然后我跟他们的辩论停在那

里。 

我的孩子们成长的时候好几次，因这个人本主义一动起来，会带出来他们的

一个看法上，很多时候都是靠着人义、人爱、人情、人为、人本的时候，我最后

一句话总是那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就发现他们这个时候就不能

说了，在哪里就多要思考，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证明所有的宗教是不行的，必有

地狱、必有天国。然后进到地狱的人是多的很，进到天国的是很少，耶稣基督的

十字架本身就是证明这个事情，所以人本主义的出现，出发点我们要正确的了解，

当然我们要努力要神本，凡事都依靠上帝的，很纯正全备的福音要传讲，但是我

们跟他们讲的时候，就是好像一个利剑一样的，两刃的剑能够刺入他们的灵与魂，

他们的智慧、思想、意念里面都能刺入剥开的，不需要辩论的。 

我常常看到有时候在机场，刚刚从泰国回来的一群基督徒，他们遇到我问我，

你去哪儿里？我说我去泰国宣教——我们也是刚刚从泰国回来——泰国哪儿里？

——寺庙，寺庙真的很好，他们说，我虽然是基督徒，但我更喜欢天主教徒，因

为天主教可以接纳寺庙和尚等，当时，我的脸已经变白了。这是讲什么啊？佛教

是招鬼的，与鬼相交的。不但是佛教基督教也是，去教会很多的是招鬼的，按照

自己的意念还没有从死里复活，自己为什么死都不知道，那个情况里面只是去教

会，就是听诗歌听有些教训而已，他们都很惊异，因他们都是些年纪大的了，我

不跟他们说了。我看到有个妇人颈项上有十字架，我就问他们，耶稣基督为什么

钉十字架了？所有的基督徒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要殉道。地狱是存在的，人人都死

在罪恶过犯当中，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邪灵之下而生活的，人人都是罪人的罪魁，



必定要经过受洗，出埃及过红海，各位，福音要正确。 

感谢主，主给我们正确的福音。 

但是，很重要的是，你真的按照你所信的，看这个世界，看这个世界享乐的

事，看这个世界的财物，看这个世界的娱乐，看这个世界人的名誉，人的成功，

人所追求的，你都要正确的明白。这才是真正的十字架的信息了。 

所以你对福音怎样的认识，你的灵就是怎么样的，最正确的耶稣、基督、纯

正、全备、十字架、福音、真理得着的人，是灵非常的敏锐的，可以分辨诸灵。 

下面又来了一个问题，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这好像是他们多

爱人吧，其实，他们这样的人本主义的，如 WCC等各种运动，现在教会的很多长

老会都加入了，世界和平、世界和睦。他们必定带来的是逼迫我们的了，这是末

日必定会发生的，头上思想右臂上有 666 的，都是会被魔撒但会带走的。所以政

治系统、经济系、所有的宗教系统，必定是他们要总动员来攻击真正的基督徒的。 

但是那个时候什么时候来，我们不要管，很重要的今天明天还活着也不一定

啊，问题是不知道你是 175岁死或还是 115 岁要发生什么事，你不要管那个东西。

已经有事实向你显明，你今天要多学习的，我们是在关系里面了，这个关系与魔

鬼撒但的关、与神的关系、与天使天军的关系，与人的关系里面我们必定要多得。

这样的人是一辈子不会无聊的，然后一辈子会继续不断的得到加添冠冕的。 

 

（2）追求真理，传扬真道→做忠心的仆人〈17-18〉 

〈2:17〉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许米乃和腓理徒。 

他们都是教师，在教会里叫人行善的，上帝是好神，良善的神、没有什么地

狱啊，那耶稣基督何必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 

其中有许米乃和腓理徒。 

保罗是连名字也列出来，各字列出来是不得已的，我们讲道者要特别小心的，

这个也要忠心，什么时候不得已时，要讲出来时一定要讲出来的。谁不对---叫你

们要谨慎，真的要像尼希米一样做一个城墙，要保护主的子民，保罗虽然很少讲，

但这个许米乃和腓理徒是直接讲出来他们的教导是不对的。 

〈2:18〉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他们说

复活的事已过了， 

他们虽然叫人行善，但是都是人本的，属于世界的，他们说复活的事已过了，

这个福音的精意其实就是耶稣就是要来的那一位---就是大卫的后裔。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是祂的死而复活跟我生命的关系，这个正确要了解的。 

所以，复活已过了，当时所出现的是灵知派，结果跑到两种了，一个是复活

已过就是你已经得了复活的身体，还活着信的就永远不死。所以你的身体所行的



不是靠行为得救的，乃是靠信心得救的，这个信是他们讲的乱七八糟的信。所以

你们不要那么禁欲、就跟人和好，要一起玩。另外一种，就跑到快乐主义那里去

了，因为复活的事已经过了。另外一种是复活的事已经过了，你信的是完整的信，

不可缺少，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把人带到禁欲了，一大堆的误解，释放人的福音

反而是紧紧的捆绑人。这个是每个传道人、每一个人教会教导的程度不一样，有

的是比较靠近福音了，有的是靠近不对的，有的是对“复活”的意思也不清楚了

解。 

 

1）复活已过 Already→还没 Not yet[重生→成圣过程（失信→挣扎、痛苦、矛

盾……）→完成] 

复活已过这个没有错，已过 Already，还没 Not yet。 

复活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已经得了复活的生命，所以重生，然后必定是要经过

“成圣”的道路，成圣的过程中必定要遇到失败或失信。在失信时所带来的犯罪

“跌倒”，所带来的痛苦，你必定要经过的。你失信的时候带来的你的眼光不一

样、讲话不一样、你的作为不一样，你对人对待的样子不一样，带来的家庭的挣

扎、争战、矛盾，这些都要经历的，这样的过程当中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能得

到完成。这个一定要正确的明白。 

最近韩国各样五花八门的事情都会出来，好的也会出来，真的韩国教会已经

很不错了。昨天看到一个牧师，他讲英文的信息不是很多，他就对青少年讲英文，

我觉的信息不是用韩国话跟跟大人或是牧师、或是精兵聚会所讲的一样，这里有

一点不一样。我也跟弗基尼亚各位说过，他为了成为天上的精兵，自己他是 10

年在韩国长大，10 年在日本，10 年在美国，然后全世界跑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在日本高中毕业后为了自己成为精兵，自己申请了美国的一个军官学校，主考

官问他你为什么来，他说：这是我的命！为什么这是你的命？因为我要成为基督

精兵成为宣教士，我知道全世界训练有一个最好的宣教士说、意志斗志各方面能

够忍耐污辱，受训练最好的就是这个学校。今年我不接纳你，你怎么办？我明年

再来，明年不行了，下一年再来。他就这样说：主考官马上说你合格了。 

他就是这样的人，昨天我看到他在 5000－6000人的韩国年轻人当中，有大学

生，大学毕业刚刚找工作的基督精兵，我是很羡慕韩国教会。 

我盼望华人当中，这么年轻的人当中，20－30 岁的人有五六千的精兵在室内

体育管里面，好像整个天花板快要打破的感觉。这个牧师把自己怎样的蒙召，他

是中二的时候蒙召的，怎样的制造苦难训练来训练自己，然后在全世界所看到的

光景，一个人讲的时候，五六千人一起喊的说：我们也愿意！！！他们是两年受

训练的，他们当中有职业的。我们华人当中为什么不出来？！不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然这个韩国教会很多的殉道者，很多的各样的情况，今天会带来这样的状

况，这么多人的当中起码人口 20－30%是去教会的吧。在美国 80%的韩国人是去教

会的。我真的是很羡慕我们华人当中有这样的人会出来。 

他就是自己制造训练来那个军官学校的，他在第一天上学的晚上睡觉前，有

五个学长过来围绕他、就骂他，总动员世界是最严重的污辱跟他说，吐口水的都

有，他就只有“No”或“Yes”，五六个人一起喊叫，来讲这个东方人、这个亚洲

人……最污辱的话全出来，有的人说，你绝对是过不了一个月自动的会离开这个

学校的，这样的学校像你这样的猪狗一样的人，是不能进来的，就这样五六个同

时的污辱喊叫三个小时。深夜 3 点钟他们过来。 

这样的时候，他就说：他咬紧牙根，当然是很痛苦的事，他就想在传福音的

时候，必定是会像耶稣基督，必定会遇到这样各样的污辱，各样不如意的事情，

给他一个很大的忍耐的心，圣灵怎么样的帮助他，他一个一个讲的时候啊，真的

是在体育馆里五六千的年青人喊叫，回应，这必定是末日的精兵了。韩国各教会

的代表的人人选出来，有这样的训练了。 

各位如从网上看，起码看一下他的脸，他是一个军官的样子。他现在 40岁，

已经侍奉主 10年了。他这个当兵学校毕业后，义务兵完成后，马上进到了神学院，

全部结束后，30岁他出来宣教侍奉了。你们看看他的脸孔，他的信息可以用英文

来听，但只有几篇而已。他是各地方都去，用英文、日本话、韩国话来宣讲信息

的。中国、中东都去。 

我心里面偷偷的想过，如果他是成为的我女婿多么好，都是上帝安排的，我

跟师母说了，师母就说：要成为那样的弟兄的姐妹应该是怎样的？心志、眼光、

摆上，她也得 100%的依靠主而活就像使徒们一样的。 

韩国教会那样蒙恩的地方，绝对是不错，但是在复兴的时候，实在是魔鬼撒

但的工作也会在教会复兴的地方，也在主要多重用的地方上多起来。所以各样的

异端、邪说都在韩国出来了。有代表的是通灵教，就是各样的异端都会起来。 

最近我们不可以说是那种完全是异端，有种极端的邪说派的，就是人信了主

之后要完全---当然这句话是没有错，他们有特别的训练期间，6-7 天的训练过程

当中，中间第 4或 5天有告白的时间，他们的告白是---平时连自己的太太或丈夫

也不有讲的，那很隐密的事会讲出来的，不但讲自己还讲丈夫或妻子，各位为我

的丈夫孩子祷告。 

有一个姐妹她是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怎么样地犯奸淫，怎么样地在心目中当

一直爱着一个人（自己丈夫以外），但是她也知道她的丈夫也是这样，自己的儿

子也是这样，天天看那些很肮脏的，她就知道了，所以我的家庭真的要得到洁净。

这样的吐说，这个真的是异端了！ 



人啊，威斯敏斯特信条，特别刚才那个牧师的信条，第一条强调就说：人的

告白悔改是自己面对上帝的，是跟上帝要做的。绝对不是跟天主教一样找神父来

告白这样，不! 无论哪个的罪我们是得罪神的、在神的面前。那些是一种气氛，

人相聚在一起，一个礼拜相聚在一起，真正的福音是这样的说吗？我们主耶稣为

我们的罪死而复活担当了那样的重担，那种的刑罚，我们应该要圣洁，讲的时候

好像是对，但是“不对”！ 

我现在跟各位用这个例子来分享的是，是因为福音是很敏锐的，要不然各位

就被骗了。我们是信了耶稣基督已经圣洁，然后这个圣洁继续不断的离开你的身

体，直到离开身体见主的面，你是没有一个时刻是完全的，是继续不断的要走成

圣的道路的了。 

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你自己会受的魔鬼撒但的控告，你自己很多软弱的地方

会出现，那个的情况每分每秒里面的成圣是你把每一个问题带到主的面前来——

看见主，在主的面前得释放。主的面前看——那位主是谁啊，就是阿爸了，生我

的、祂也知道我们的本质，就是一块土壤而已。祂自己造的——祂自己重生的，

阿爸跟你的关系，是位格跟位格之间，阿爸跟宠爱的儿子的关系上，要认识福音、

要认识神的旨意、认识圣灵的感动，来要面对的。 

这才叫保守福音派、正统派的根基。如果这个根不一样，就成了异端了，开

始不对，末了也不对的，两个端都不对的。很要小心了，信耶稣不是单单诀志祷

告，受洗、来教会、敬拜赞美，这样就完了，不！ 

 

2）天天多得基督复活荣美的形像 

各位，要在遇到的各样的问题里面要学习基督福音所事来的大能，那个神的

旨意，圣灵的感化，圣灵的能力，然后你在圣灵里得着的答案，得着的恩典，得

着的怜悯，来要感谢的。但是你真的是被圣灵感化，爱主的话，你自动的会不喜

欢不圣洁的，不喜欢肮脏的。因为那个东西一被你染上了，需要很久的日子才能

洗净。所以多经历之后，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越来越喜欢自由的，我们越来越

喜欢圣洁所带来的自由，越来越喜欢恢复基督完美的那个圣洁，这个绝对要靠圣

灵。 

有的人是成圣很快，有的人是成圣慢，这是主所调整的，这也是他们身上的

恩典了。我们不需要强迫人，也不需要争论，那是自己走自己的道路很清楚的就

好，这个是关系上的和好。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世人与神和好，世人与人和好，

这个方面我们是和平使者的话，就要把最完整的福音要传扬。 

那样的悔改派——我常常跟他们说，连 16岁的女孩子高中一年级二年级，自

己隐藏的各样的罪恶，她们讲出来的罪恶，全部都是跟性和情欲有关系的。现在



高中很纯洁的有一个女孩子，在向全世界公开自己的罪，自己怎么样……我听时

真的是很惊讶。她的日子完蛋了，既然她公开了，盼望她真的能清楚地明白福音

的精意，能再一次的做见证。全世界都知道她隐密的事、肮脏的事，如跟她的堂

哥哥等等发生、很多很多类似的事，大部分人惭愧的事都是情欲的事了、手淫的

事，各样的事女孩子讲出来。各种的事你全部讲出来，今天你悔改了，明天你会

圣洁吗？？ 

所以，福音带给我们真正圣洁和自由的意思，真的，要对复活要认识要正确，

复活已过有两种，一个是你跌倒也没有关系，复活已经在你身上了，有这样讲的

是错——异端。另外一个讲的是既然耶稣基督为你受死了，你必定是要自己禁欲，

自己要很多很多的、圣洁的条例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正确来讲是重生之后，天天多得复活的基督的形像，多要恢复的。 

这个恢复将来要成为你复活的身体，所以我们多活在地上，也是神的祝福了。

我们所需要的特别在地上，主所讲的所有的圣洁，都是在关系里面发生的事，在

爱神、爱人。那不圣洁拜偶像、灵里面爱这个世界、亵渎神、也不与神同行的（安

息日的很重要的奥秘），也不孝敬父母，都是不圣洁的意思。还有犯奸淫、杀人、

偷窃别人的、贪心的、说谎的、害人的，不爱人就是等于害人的，这些都是不圣

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天天的在关系当中，我们多要得到基督复活的荣美的形

像。 

所以对福音要正确的了解。 

各位，为什么很多教会的牧师，宣教士都为福音殉道，为福音受苦。保罗是

为什么为福音为众教会，得了愤恨，然后用仁爱、公义的兵器，来要打仗的。这

个要正确的了解！ 

盼望各位和我的灵是很纯正的、很完备，得了圣灵的光照很清楚的，我们快

快真的享受神的儿女、蒙神大爱的儿女，要享受的完整自由的福气。这也是圣洁，

因圣洁会带来自由，圣洁带来的我们的祷告必定是有功效的。 

 

结束语： 

其实今天全部读完的话，下面要讲尊贵的器皿、要成为圣洁、要合乎神使用，

然后预备行各样的善。我们要正确了解。 

我是不得已，由于时间关系，我是很想多讲，今天也就是讲到这里吧。 

真的我们要对什么是圣洁，这个要正确的了解。 

然后圣洁的人才能够看到异象的、得到异梦的。不圣洁的人异象是不会来的，

异梦也不会来。心里面是满满的哪里喝、哪里吃、哪里玩，这样的人上帝怎么能

够向他显明异梦呢？不可能的事。 



整本圣经也证明这个事情，我们一生的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所得着的，

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的从天上来的，那个异象异梦就会来。然后什么时候内心真正

的相信我举手祷告的就实际的有功效，因这是一个君尊的祭司。真的成为一个尊

贵的器皿之后，才能够会享受这些祝福的。 

这些都整体的了解情况之下，天天在圣灵的光照下，在祷告当中，自己是越

来越圣洁的。这个奥秘我们必定要得着的。 

愿神祝福各位，今天得到了很多，但今天的结论是这样： 

一是对福音正确了解，福音如果有偏差你的灵是不对的；你的定罪、你的论

断、你的判断都会不对的。 

二是你认识了之后活在人里面，我们要传扬福音，要安慰人劝勉人的（传扬

福音就是安慰劝勉人，不单单是十架总论）时候，在安慰人、劝勉人的时候，在

你的家里，你的公司里，你的这个地区、这个时代，绝对谨慎你的言语。要分别

哪个是从天上来的，哪一个是从地上来的。 

三是绝对避免争辩，争辩不会带来任何的好处。 

愿主祝福各位的嘴唇，愿主祝福我的嘴唇。 

但是你认识福音怎么样，你的嘴唇出来的就是怎么样，这个会带来我们人一

生的功效的。每次我们相聚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在一起多检讨，然后我们多得更

完美的一个地步。 

 

祷告： 

主感谢祢，祢爱我们，叫我们相聚，悦纳我们的敬拜，悦纳我们饥渴慕义要

学习主，要顺从主的心。 

今天借着《提摩太后书》第 2 章，你大大的祝福我们了。但愿我们今天所领

受的，每一个主的话语，我们心灵里面借着圣灵的感化，所得着的感动和所愿的

祷告题目，求主悦纳。也主所悦纳的证据向我们显明，叫我们继续不断的在前面

的日子里面，要在当兵、比武、耕农的日子里面，要多多掌握主的心意，主的方

法，主的眼光，也叫我们越来越享受主给我们的自由。要多恢复基督完整圣洁的

一个生命，感谢赞美主、我们荣耀归给主。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