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命记#5 够资格承受应许之地

一灵。3. 在这联结里，我们联于基督，与祂是一，
且在祂里面。
Overview: 那些够资格承受美地的人，认识神的心 4. 我们如今既与祂是一且在祂里面，就需要凭着
与神的行政、爱神、信靠神、敬畏神、活在神面前 基督并借着基督，作神所要求的一切事。
(Ⅰ)。在履行神所要求的事上，我们不该信靠自己； 腓4:13 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作。
反之，我们该学习以神的心愿为我们的心愿，并以 (周三)
祂为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Ⅱ)。摩西嘱咐以色 5. 我们不该再凭自己活着，或凭自己作事；乃要
列人要爱神，敬畏神。爱神，意思是把我们全人， 凭基督活着，并凭基督作一切。
灵、魂、体，连同我们的心、魂、心思和力量，都 D. 我们需要看见一件要紧的事，就是神要我们在
完全摆在祂身上；这就是说，我们全人都让祂占有， 基督里、凭着基督、同着基督、借着基督并与基督
消失在祂里面，以致祂成了我们的一切，我们在日 是一，而生活、行动、行事、工作并为人。
常生活里，实际地与祂是一。我们都该敬畏神。我 E. 在履行神所要求的事上，我们不该信靠自己；
们敬畏神，就会行祂的道路。我们要学习神的道路 反之，我们该学习以神的心愿为我们的心愿，并以
—神的所是，并祂如何行动作事(Ⅲ～Ⅴ)。我们与 祂为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
周二三
仇敌在争战。我们只能凭着相信主（就是凭着主自 Ⅲ. 摩西嘱咐以色列人要爱神：
己作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履行争战的责任 申6:5 你要全心、全魂、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Ⅵ)。我们要作神所要求的这一切事，就需要神圣 10:12 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
的生命，就是那为着神的百姓，与神一同作工的生 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行祂一切的道路，
命(Ⅶ)。
全心全魂爱祂并事奉祂。
Ⅰ. 申命记说到怎样的人才能承受应许之地作美 A. “爱”这字含示情爱，那是非常柔细的：
地：
1. 神自己设立爱的榜样，钟情于祂的百姓。
申1:21 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 2. 我们该爱神，钟情于祂。
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 B. 约壹二章五节里“神的爱”是指我们对神的爱，
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是由祂在我们里面的爱所产生的；神先爱我们，将
A. 神的子民需要与神的所是相配：
祂的爱注入我们里面，并且在我们里面产生出爱来，
1. 承受产业者需要与赐给产业者相配，使祂能在 使我们能用这爱爱神并爱众弟兄。
他们的生活并争战中，与他们同在。
约壹2:5 然而凡遵守他话的，神的爱在这人里面实
2. 我们要与赐给产业者相配，就需要像祂那样圣 在是得了成全。在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他里面。
别。
C. 在申命记十章十二节，摩西说到我们要全心全
彼前1:16 因为经上记着：“你们要圣别，因为我是 魂爱神，在六章五节，他吩咐我们要全心、全魂、
圣别的。
全力（我们的体力）爱神；我们用全人，就是从我
B. 那些够资格承受美地的人，认识神的心与神的 们的心，经过我们的魂，我们的心思，到我们的身
行政、爱神、信靠神、敬畏神、服从神的管治、顾 体，来爱主我们的神。
到神柔细的感觉并且活在神面前。
D. 爱神，意思是把我们全人，灵、魂、体，连同我
路6:36 你们要有怜恤，正如你们的父有怜恤一样。 们的心、魂、心思和力量，都完全摆在祂身上；这
C. 基督就是那供应我们，维持我们，使我们爱神、 就是说，我们全人都让祂占有，消失在祂里面，以
信靠神、敬畏神、服从神的管治、顾到神柔细的感 致祂成了我们的一切，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实际地
觉并且活在神面前的一位。
周一 与祂是一。
Ⅱ. 神在祂的经纶里，计划要我们作祂所要求于我 Ⅳ. 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敬畏神：
们的一：
A. 我们都该敬畏神；我们都必须对神有正确的敬
太7:21 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 畏：
能进诸天的国，唯独实行我诸天之上父旨意的人， １. 这是一种圣别的敬畏，即健康、认真的谨慎，
才能进去。（周三）
好叫我们为人圣别。
A. 我们凭自己不可能为神作任何事；我们需要另 2. 我们该敬畏神，并要分别，圣别，归祂作圣别的
一个生命—神圣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
子民。
太19:26 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 3. 敬畏神就是服神的权柄。
凡事都能。
4. 因为神对背叛的人是严厉的，所以我们要敬畏
约壹5:13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入神儿子之名的 祂。
周四
人，要叫你们晓得自己有永远的生命。
B. 缺乏对神的敬畏是可怕的，这是各种不法的源头。
B. 神不要我们凭自己，乃要我们在基督里、凭着 C. “落在活神的手里是可怕的”，并且“我们的神
基督、同着基督、借着基督并与基督是。
乃是烈火”：
C. 这意思是说，我们需要与基督有属灵的联结，生
来10:31 落在活神的手里是可怕的。
机的联结：
12:29 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约15:5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 1. 我们所事奉的活神是嗤慢不得的。
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 加6:7 不要受迷惑，神是嗤慢不得的，因为人种的
你们就不能作什么。
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1. 为要使我们进入与基督这样的联结，神要我们 2. 召会的历史证明，不敬畏神的基督徒不会有好
不仅相信基督，更信入基督。
的结果；这样的基督徒结局将会是悲惨的。
约3:15 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远的生命。(周三) 3. 如果一个信徒是敬畏神的，神迟早会出来为他
2. 信入基督就是与基督有生机的联结，与祂成为 表白；约瑟就是这样的例子，他是敬畏神的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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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安置在宝座上。
我们虽然得着了神圣的生命，却不习惯凭这生
Ⅴ. 以色列人不仅要遵守神的诫命，也要行祂的道路： 命而活。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要凭神圣的生命而
A. 我们敬畏神，就会行祂的道路：
活；反之，我们继续信靠我们老旧的生命。我们甚
1. 神的道路实际上就是神的所是。
至为改进这老旧的生命而祷告。我们会在祷告中说，
2. 凡神的所是对我们都是道路；例如，神是爱，这 “主，你知道我多么软弱。”主会回答说，“你不
爱就成了我们所行在其中的道路。
需要告诉我你软弱；我知道你软弱。你不仅软弱，
3. 因此，行神的道路就是活神、彰显神、显明神并 你还是死的；这就是我给你另一个生命的原因。你
显大神。
为什么不凭我所给你的这新生命而活？”
4. 我们要学习神的道路—神的所是，并祂如何行
在履行神所要求的事上，我们不该信靠自己。
动作事。
周五 我们需要学习以主的心愿为我们的心愿，说：
“主，
B. 那是我们道路的神就是基督；接受基督作我们 你的心愿就是我的心愿。在完成你心愿的事上，我
的道路，就是活在祂的所是里，而活祂就是彰显祂、 不信靠自己，因为我无法遵行你的旨意。主，因为
显明祂甚至显大祂。
我不信靠自己，也因为我没有能力履行你的心愿，
C. 在新耶路撒冷里，生命水的河从神和羔羊的宝 所以，我以你为我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
座流出来，并在街道当中涌流，指明神是我们的生
应用：青年在职・大学院生篇
命，也是我们的道路。
青年在职者和大学院生可能会觉得，每天在工
D. 我们接受神作我们的生命，祂的生命连同祂的 作和学习的同时，还要过召会生活很困难。圣经里
性情就成为我们行在其上的道路。
这样说道：
Ⅵ. 以色列人出去与仇敌争战；今天我们也在争战： 太11：28 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
A. 在这争战中，我们乃是为基督而战，也是为住 必使你们得安息。
留在基督里而战。
29 我心里柔和谦卑，因此你们要负我的轭，且要
B. 我们若要据有基督并活在作我们土地的基督里， 跟我学，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
就需要与属灵的仇敌争战。
30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C. 我们争战时，需要看见我们是为神所已赐给我
无论是谁，想要在某件事上成功而正在奋斗，
们的而战；一旦仇敌被击败，地就要得着清理，给 就是在担重担。在28节里，主说这样的人要到他这
我们承受为业。
里来，这样就会得安息。但是，与我们的观念正相
D. 实际上，争战的不是我们，因为神与我们同去， 反，在29和30节中，说到了负主的轭。那么，正在
为我们争战：
担重担的人，再担主的重担，担子不是更重了吗？
1. 争战是我们的责任，但我们无法凭自己履行这 可以看出来这个问题跟觉得在职生活和召会生活
责任；我们只能凭着相信主（就是凭着主自己作我 难以一起实行一样，和主话里的这部分是相矛盾的。
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履行争战的责任。
为什么主说要让担重担的人到他那里担他的重担？
2. 我们要相信，主已命定我们去争战，并且祂要 为了理解这件事，你需要理解神心意的原则。
为我们争战。
⑴靠另一个生命，神圣的生命而活：神的心意就是，
申20:3-4 〔祭司〕说，以色列人哪，你们当听！ 让你依靠另一个生命，神圣的生命来履行工作等责
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争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 任，在在职生活中彰显神。
不要恐慌，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 ⑵为了有份于成功这份祝福，需要神在那件事上祝
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争战，拯救你们。 福：你要知道无论你自己怎样努力，没有主的祝福
3. 我们只要接受祂的话，并顺从祂，知道结果是 的话什么都得不到。你绝对没办法靠自己成功。请
在于祂。
学习依靠主来勤奋劳苦。
Ⅶ. 我们若透彻地研读这一切事，就会更多认识 ⑶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你在繁
神，也会知道我们该作什么样的人，该有什么样的 忙的在职生活中，为了主日聚会、祷告聚会，福音
所是，以及该如何行事为人：
和牧养，将时间圣别出来，就是信赖主，担主的负
A. 我们该在神面前并同着神，按着神的所是行事 担，实行神的心意。在忙碌中实行主的心意乍一看
为人。
似乎很难，其实如果你能实行神的心意，神就会与
申8:6 所以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行祂的 你同在，祝福你，有膏油的涂抹，主的担子就会变
道路，敬畏祂。
轻。因此，负重担的你还要来负主的担子，这并不
B. 因着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就该从祂学习，成 矛盾。
为与祂一样的；我们要作神所要求的这一切事，就
请你理解这三个要点。神的生命是远超要求的
需要神圣的生命，就是那为着神的百姓，与神一同 丰富的供给。
作工的生命。
弟兄的见证：我在美企管理新商品的开发和品质保
C. 我们要履行主一切的要求，只能凭神圣的生命， 证两个部门以及政府事务时，当时兼任八个部署中
永远的生命，就是三一神具体化在基督里，实化为 七个部署的总监。虽然每天都非常的忙碌，但是没
赐生命的灵。
周六 有放弃，一直正常地过召会生活。我曾像下面这样
Crucial Point⑴:对在职者来说，
祷告：“哦，主啊，我无论怎样烦恼，做出决定的
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
还是日本政府（或者美国政府）我尽我的全力将最
OL1:我们凭自己不可能为神作任何事；我们需要另 好的业务奉献给主。今晚为了出去牧养必须回家。
一个生命—神圣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
之后就交给主了，请主祝福。”。像这样祷告之后，
OL2:在履行神所要求的事上，我们不该信靠自己； 很惊人地，在多数场合，在我的召会生活和休息时
反之，我们该学习以神的心愿为我们的心愿，并以 间里，主在美国的总部和日本政府上面做工，第二
祂为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
天去公司时，原以为没办法解决的事情就都解决了。

哈利路亚，信赖主的话，就很容易担起主的担子。
祷告：：“哦，主耶稣，我虽是个忙碌的在职者，
但对我来说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
我爱你，我要出去牧养和传福音，请主祝福我。”
Crucial Point⑵:摸着神的爱，被神的爱充满，
用神的爱爱人，向他们传福音
OL1: 神先爱我们，将祂的爱注入我们里面，并且
在我们里面产生出爱来，使我们能用这爱爱神并爱
众弟兄。
OL2: 爱神，意思是把我们全人，灵、魂、体，连同
我们的心、魂、心思和力量（体力），都完全摆在
祂身上；这就是说，我们全人都让祂占有，消失在
祂里面，以致祂成了我们的一切，我们在日常生活
里，实际地与祂是一。
申 10:12 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
是什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行祂一切的道
路，全心全魂爱祂并事奉祂。
我们敬畏神，就会行祂的道路。神的道路实际
上就是神的所是。这就是说，凡神的所是对我们都
是道路。神是爱，这爱就成了我们该行的道路。神
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爱寄居的，因
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18 下~19）。神
的一条道路是爱寄居的，我们就该行神这条道路。
许多寄居的很可怜，缺乏衣食。我们需要爱他们，
给他们所需要的。神也是圣别的，祂的圣别是我们
行走的另一条道路。不仅如此，神不以貌取人，也
不受贿赂”（17 下），我们就该以此为道路，不以
貌取人，也不受贿赂。祂也“给孤儿寡妇伸冤”
（18
上），我们就该行祂公正的道路。我们就该行祂公
正的道路。
在十二节，摩西说到全心全魂爱神并事奉祂。
我们的心联于我们的灵，因为良心属于灵，也是心
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全心全魂爱神并事奉神，指
明我们也用灵爱神并事奉神。不仅如此，按照 6：
5，我们也要全力，就是用体力爱神。今天，我们若
要借着走新路来事奉神，就需要用我们的灵，并用
我们的全心、全魂和全力来事奉。去访人使人得救
并受浸，然后再照顾他们，这需要我们用上全心、
全魂和全力。
应用：服事者篇
首先，神向我们注入爱。我们应该接受它，并
用爱向注入爱的神回应。接受了神爱的我们，需要
把神的爱带到人们那里去。神爱世人，愿他们一个
人也不灭亡，得到永远的生命。请你被神的爱困迫、
充满，爱人，出去传福音吧。在日本，4 月是大学
的入学时期，所以是传福音得学生的最好时期。这
段时间加强了一般福音和牧养的框架，除此之外还
应该多多走出去。
为了焚烧福音的灵，你需要摸着神的爱。为了
摸着神的爱，你需要想起自己是怎样得救的、又在
得救之后，是如何在爱和义中被引领的，你要在祷
告的灵中回想起来。
姊妹的见证：我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在得救的一
年半前，母亲死于癌症。后来，身为大学生的我在
家中闭门不出一年半。那时，我在车站前听福音，
来到会所那天受浸、得救了。刚开始我什么都不懂，
但因为世上完全没有依靠，所以紧紧抱住了基督和
召会。7 年前得救，今年 1 月开始在召会中全时间
服事，搬到三宫会所，2 月 24 日结婚。感谢主的指
引和祝福。我以前不擅长福音。但当我想起我被拯

救的时候，无论何时，都会感受到神的爱。被神的
爱所满足，现在有了出去传福音的负担，每周都在
实行。愿四月的福音加强月里能拯救更多的年轻人。
愿主赐福!
在关西地区，4 月是校园福音的黄金机会，3/21
在神户鱼崎举行了福音开展的开幕聚会。这个时候
关东地区也有几名服事者参加。3/23~4/12 三周是
福音加强周，4/13~26 两周是牧养加强周。4/29(昭
和之日)，我们计划在六甲山喜乐园相调。
祷告：
“哦主耶稣啊，当冠状病毒不断扩散的时候，
愿全日本各地、关东、关西、神户、德岛、广岛、
名古屋的兄弟姐妹都能爱神，敬畏神，焚烧福音的
灵，使白马加速！冠状病毒的灰马，是为了让我们
召会福音的白马跑得更快。每次听到冠状病毒扩散
的消息时，一面要注意不要被感染，而另一面，福
音之灵也要烧得越来越焚烧了。阿门”。
Crucial Point⑶: 为了愛神，敬畏神被祝福，
需要属灵的同伴
OL1:我们都该敬畏神；我们都必须对神有正确的敬
畏。这是一种圣别的敬畏，即健康、认真的谨慎，
好叫我们为人圣别。
OL2:我们该敬畏神，并要分别，圣别，归祂作圣别
的子民。
OL3:敬畏神就是服神的权柄。
OL4:因为神对背叛的人是严厉的，所以我们要敬畏
祂。
OL5:缺乏对神的敬畏是可怕的，这是各种不法的源
头。
加6:7 不要受迷惑，神是嗤慢不得的，因为人种的
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我们要学习敬畏这位活神。我们绝不可在神面
前任意随便，祂是嗤慢不得的〔加六7〕。……许多
时候，神对外邦人是放任的，但是对待祂的儿
女，……神从来不随便。祂要管教我们，好叫我们
在祂的圣别上有分。圣经说，“主所爱的，祂必管
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来十二6）又说，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首。”（彼前四17）所以我们
都要敬畏神。使徒保罗说，“落在活神的手里是可
怕的。”（来十31）又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十二29）我们是属于这位活神的。不要以为我们
随便一点，祂看不见；话多说几句，祂也听不见。
落在活神的手里，是可怕的。我们应当小心，要学
习敬畏祂。
你的存心、意念、思想、一切，祂都鉴察，什
么都不能瞒过祂。所以，我们要敬畏神，要认识祂
是一位审判的神；并且神的话说审判要从祂的家起
首。无论是我们的存心、……意念、……态度，或
是我们在神和人面前的生活，以及在召会中的事奉，
都要存着敬畏祂的心。
应用：新人以及青少年・大学生篇
摩西也嘱咐以色列的子民要爱神，敬畏神，走
神的路。缺乏对神的敬畏是各种不法的源头。
罗1:18 原来神的忿怒，从天上显示在那些以不义
抑制真理之人一切的不虔不义上。…
20 自从创造世界以来，神那看不见永远的大能，

和神性的特征，是人所洞见的，乃是借着受造之物，
给人晓得的，叫人无法推诿．
人如果不敬畏神、“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
作神荣耀祂，也不感谢祂(1:21)”的话、就落入所
有种类的堕落里。譬如，因激情而引起的淫乱和同
性恋、邪恶、贪图、恶意、嫉妒、敌意、争竞、欺
骗、憎恶、图谋坏事、违抗父母的事等。你需要敬
畏神，注意不被这些堕落东西充满。从不敬畏神的
事来的堕落有心理上的感染性，所以在交友关系上
必须要注意。
为了对抗堕落，需要像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那
样有多位属灵的伙伴。你从年轻的时候就要拥有比
自己大一点的照顾你、爱主的弟兄姊妹和同龄的弟
兄姊妹的同伴，学习和他们推心置腹的讲话，互相
代祷。通过拥有这些同伴，你实行实际的身体的生
活、蒙保守、得着智慧、被祝福。
但1:17 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学问、智慧上，
赐给他们知识聪明；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
兆。…
20 王考问他们一切智慧、学问的事，见他们比通
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
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是祷告和交通的活力排。
在活力排中神是祝福他们的。你有没有跟你一起呼
求主名，敞开心，敞开灵，以真话互相交通，互相
促进的同伴呢？小孩的时候父母是你的同伴。成为
中高中生，大学生的话，就需要拥有父母以外能够
很好交通的同伴。
祷告：“哦哦主耶稣，我要从年轻时就学习与同伴
一起敬畏神。赐我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那样可以一
同以真话互相交通，互相代祷，互相促进的同伴。
请救我脱离从不敬畏神的事而来的激烈的情欲。也
求主在学校，让我在没有识别力的同学中蒙保守。
让我能够与属灵的同伴一起在主里强有力地前进，
在学校里做主的见证。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