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命记#12:在神行政之下的生活与祝福 
2020/5/11-17  

纲要和经节请参照“晨兴圣言”。 
Summary:Ⅰ.以色列人要在美地上日子得以长久，
就需要活在神的行政之下，行神借着摩西所吩咐
他们的一切。Ⅱ.摩西将生命与死亡陈明在以色列
人面前，吩咐他们要拣选生命:A.神的生命是唯一
的生命；唯有神的生命才算为生命。神的内容乃
是神的所是，神的流出就是神自己作生命分赐给
我们。B.我们看见在人面前有两个选择—生命树
与善恶知识树。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代表两种生
活的原则—生命的原则（倚靠神）和是非的原则
（向神独立）。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
中，我们不该按照是非，乃该按照生死，来断定
事情。C.借着我们灵里基督的复活生命，我们就
能胜过死亡对召会的攻击。撒但特别的目标乃是
要在召会里散布死亡；对于召会他所最惧怕的，
乃是召会抗拒他死亡的权势。建造在“这磐石”
上的召会，能辨识死亡与生命，并且阴间的门不
能胜过召会。我们若要胜过死亡的攻击，就需要
认识基督是首先的，是末后的，又是那活着的—
是那曾死过，又活了的一位，并且是拿着死亡和
阴间的钥匙的一位。Ⅲ.摩西将祝福与咒诅陈明在
以色列人面前:A.神赐福给人，使人繁衍增多，遍
满地面，并制伏这地；神祝福人，因为神在地上
看见一种有生命之物，有祂的形像并有祂的管治
权。B.神要作祂所拣选之人的福分，在地上就必
须有一个国，一个领域，范围，好在祂完全、神
圣的权柄之下施行祂的行政。我们都喜欢得着祝
福，但我们也许没有领会到，祝福需要有一个属
神权柄的范围，一个神行政之下的范围。C.神
“在基督里，曾用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祝
福了我们”。D.神的祝福内在的与一有关。诗
133:1-3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
美！这好比那上好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好
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
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在那里”，
乃指一，其上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
生命。E.主在祂借着生命的恢复里，借着祂的牧
养，带我们进入对祂祝福的享受中，并使我们在
赐福的雨下成为福源。我们自己得享主的祝福；
然后，主要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福源，叫别人也得
着供应。神必叫赐福的雨按时落下。F.最大的祝
福，不是主给我们什么，乃是主把我们作成什
么，就是祂使我们能成为什么。G.正常的基督徒
生活乃是蒙福的生活，正常的基督徒工作乃是蒙
福的工作。H.我们必须领悟，在我们的工作、我
们的基督徒生活和我们的召会生活中，一切都在
于主的祝福。                                
Crucial Point⑴:在人的面前有生命的道路和死亡
的道路。呼求主名，分辨生命和死亡，选择生命
的道路，过被祝福的学生生活。 
申 30:19-20 我今日呼唤天地向你们作证；我将生
命与死亡，祝福与咒诅，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

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
你的神，听从祂的话，紧联于祂，因为祂是你的生
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祂。这样，你就可以在耶
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要赐给他
们的地上居住。 
OL1:摩西将生命与死亡陈明在以色列人面前，吩咐
他们要拣选生命。 
OL2:唯有神的生命才算为生命。生命就是神的内容
和神的流出；神的内容乃是神的所是，神的流出就
是神自己作生命分赐给我们。 
OL3:我们看见在人面前有两个选择——生命树与
善恶知识树。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代表两种生活的
原则——生命的原则（倚靠神）和是非的原则（向
神独立）。 
OL4: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中，我们不该
按照是非，乃该按照生死，来断定事情 
OL5:撒但特别的目标乃是要在召会里散布死亡；对
于召会他所最惧怕的，乃是召会抗拒他死亡的权势
建造在“这磐石”上的召会，能辨识死亡与生命，
并且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召会。 

基督徒的信仰是生命，…不是…问：这件事是
对，或者不对，…〔乃是说，〕你作这件事，你里
面的生命怎么说？神所赐给你的新生命，在你里面
对于这件事怎么说？ 

我…里面的生命如何？那一个生命在我里面
有能力，是活着的，我就能够作；那一个生命在我
里面是冷的，是萎的，我就不能作。我生活的原则
是凭着里面，不是凭着外面。 
基督徒的生活的标准，不只说是对付恶的问题；
基督徒的生活的标准，也是对付善的问题，也是
对付是的问题。许多事情，虽然是是的，但是和
生命不对，就是错的。…是凭着里面神的生命是
升起来，或者是瘪下去来定规的。…里面对于这
件事有没有喜乐？有没有属灵的快乐？有没有属
灵的平安？这一件事断定我们属灵的道路。 

应用：新人和青少年・大学生篇 
神将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摆在你的面前，并命

令你取用生命树，而非善恶知识树。生命树是依靠
神的原则，善恶知识树乃是向神独立的撒旦的原则。
取用生命树的结果是祝福和生命，而取用善恶知识
树的结果是诅咒和死亡。 你在得救之前的人生可能
是在分辨善恶，但是在得救之后，你应该以生与死
来分辨，而不是善恶。在神看来，善与恶是同一棵
树，与生命树相对。 

到了小学高年级，学习渐渐变得困难。有两种学习
的路，一个是依靠神来学习，另一个是向神独立带着傲
慢去学习。你要学会在小的时候就呼求主名，依靠神来
学习。撒但的原则是傲慢地向神独立，高举自己的名。
但是结果就是死亡。撒旦的最终命运是在火湖里毁灭。
撒但知道这一点，便想把人引到这条罪恶的路上，用善
恶来引诱他，并尽力使他远离神。 

例如“因为要学习，我不能参加聚会”这种便
是带着善，却远离了用神作生命的享受。如果你以
这种方式学习，即使提高了学业成绩，由于高傲且



向神独立，也得不到神的祝福，最终学习生活会遭
到诅咒。像是这样的人因为带着傲慢，对神和人没
有感谢，无法拥有正确的人性而长大。 

此外，撒旦还以懒惰和欲望这些恶来引诱人，“我
只想专注于好玩儿的游戏，学习和聚会太浪费时间了
没必要去。”善恶知识树的原则是复杂且混乱的。有
善有恶，亦有知识，相当复杂。但是生命树只有生命，
这是简单而纯粹的。因此，人们陷入复杂而混乱之下
正在因为吃着善恶知识树。请每一天单纯的信靠主，
享受主来学习，走正确的青少年的道路。绝不可以高
傲地说：“我自己都可以做到，没有必要信靠主。” 
祷告：“主耶稣，在学习时，呼求你的名字，全然信靠
你来学习。 当我信靠主来学习时，我便可以以基督作
我的智慧，理解力，记忆力，集中力。 永远不要高傲
地依靠自己走撒但的路。我要对付心中的高傲。否则，
会落入撒但的狡猾的陷阱，吃善恶知识树，陷入复杂
和混乱，最终受到诅咒和死亡。我要取用生命树，学
习生活，走蒙福的道路。” 
Crucial Point⑵:为要召会蒙福，责任者、服事者必

须要生活在神的行政之下。 
否则，召会就会失去祝福 

OL1: 神要作祂所拣选之人的福分，在地上就必须
有一个国，一个领域，范围，好在祂完全、神圣的
权柄之下施行祂的行政。 
OL2: 没有这样的国，神就没有一个领域，来成就祂的定
旨。一旦有了一个国，这国就成为神能祝福我们的领域，
范围。 
OL3: 我们都喜欢得着祝福，但我们也许没有领会到，
祝福需要有一个属神权柄的范围，一个神行政之下的
范围。 
创 1:28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繁衍增
多，遍满地面，并制伏这地…。 

我们若要接受神的福，就必须合乎资格。那些资
格，…就是形像和管治。在你的家里若有神的形像和
神的管治，你就能确信在那里必定有神的福。…神的
福总是随着祂的彰显和祂的代表。 

这福乃是结果子、扩增、繁增并遍满地面。…神
按着自己的形像造人，并赐人权柄为全能者管治这
地。这人已准备好来接受神的福。神的福使这人能繁
衍增多。一成十，十成百，百成千，千成万，万成百
万，百万成十亿，直到全地充满了美丽的脸，来彰显
神并代表神。 

神赐福我们有多少，是根据我们彰显祂并代表
祂有多少。我们若充分地彰显祂并代表祂，就必定在
繁衍并结果子上有祂丰满的福。 
你们必须看见，主是不留下一样美物不给我们的。工

作作不起来，弟兄姊妹的情形不好，得救的人数不加增
的时候，我们不要推到环境上去，也不要推到别人身上，
怪这个弟兄不好，怪那个弟兄不行。恐怕是因在我们身
上有拦阻祝福的东西。主如果在我们身上走得通，神的
祝福应当是“无处可容”才可以。神从前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
户，倾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玛三10）神
今天还是说这话。祝福的生活，必须是基督徒经常的生

活。蒙祝福的工作，必须是我们经常的工作。若有不蒙
祝福的情形发生，你要说，“主，可能是我这里有难处。” 

应用：服事者篇 
神希望你成为人的祝福。因此你必须生活在神

的权柄的范围、神的行政下的范围中。这是一个神
圣的原则，所以你不可以愚蠢地只寻求祝福。如果
你不服从神的管制，就不会被祝福。启示录22:1 天
使又指给我看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
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生命水的河是从宝座流出来，并不是从任何地
方都能流出来。不服从宝座的人是无法有分于生命
水的河。 

召会不被祝福不是正常的状态。祝福的神无法
祝福召会的原因在于服事的弟兄姊妹。 
召会责任者的见证：从1993年4月在我神户的家聚会
开始到2014年，每年主日聚会的人数都有10%的增加。
然而从主日人数超过120位的2015年到2016年间，增
长率降到10%以下。我为这件事非常的苦恼。2016年
10月我在美国出差的第二天要去参加在泥泊尔的特
别聚会，因为我要负责讲信息坐飞机移动的时候，
里面就听到主对我说，“你是不是因为工作太忙了
才无法应对召会的需要？”。我立刻就回应主说，
“我肩负雇佣十多位弟兄姊妹的责任，召会财政的
大约3/4也是出于在我和我的部下，要辞去工作很
难”。但是因为里面没有平安就向主敞开交通。我
感觉比起公司的祝福，我必须要听主的说话，最后
就决定辞去工作。回国后，就和妻子以及主要的弟
兄姊妹交通了辞职的事。因为他们也赞成，我就和
美国总公司开始了辞职的交涉。拿到3个月特别休假
后，在2017年12月辞职了。实际上从9月初就不去公
司了。从2017年后半年，召会的人数开始增加，那
年以后又恢复了10%的增长率。神虽然想祝福召会，
但是我太过忙碌的工作阻碍了召会的成长。工作是
因着主的祝福大有繁荣，但是为了能将更多的时间
用在召会的服事上，我选择了照着主的指示辞去工
作。赞美主。 
祷告：“哦主耶稣，为要召会蒙福，责任者、服
事者需要率先服从神、生活在神的管制之下。因
为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服事的基础。如果不活在
神的管制之下，神就不能祝福召会。主啊，我要
操练自己生活在神的管制之下。愿召会在地上越
来越繁增。这是我人生的梦想和目标”。 
Crucial Point⑶:最大的祝福，不是外面的祝福，乃

是我们的魂被变化，成为召会的柱子 
OL1: 神“在基督里，曾用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祝
福了我们”。 
OL2: 主在祂借着生命的恢复里，借着祂的牧养，带
我们进入对祂祝福的享受中，并使我们在赐福的雨下
成为福源。首先，我们自己得享主的祝福；然后，主
要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福源，叫别人也得着供应。神必
叫赐福的雨按时落下。 
OL3: 最大的祝福，不是主给我们什么，乃是主把
我们作成什么，就是祂使我们能成为什么。 
OL4: 我们必须领悟，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基督



徒生活和我们的召会生活中，一切都在于主的祝福。 
弗1:3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
祂在基督里，曾用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祝福
了我们。“各样”这辞指明神福分的包罗万有性；
这福分包括一切，没有例外。 

这一切福分都是属灵的。这指明神的福分和圣灵
的关系。神所用以祝福我们的一切福分，既是属灵的，
就与圣灵有关。神的灵不仅是神福分的管道，也是神
福分的实际。 

这里的“诸天界”不仅指明天的所在，也指明
神所用以祝福我们，属灵福分的属天性质、情形、
特征和气氛。这些福分是从诸天来的，有属天的性
质、情形、特征和气氛。在基督里的信徒，在地上
享受这些属天的福分，这些福分是属灵的，也是属
天的。 

末了，所有这些属灵的福分是在基督里。基督是神
祝福我们的效能、凭借和范围。在基督之外、离了基督，
神就与我们无分无关。但在基督里，神曾用诸天界里各
样属灵的福分，祝福了我们。我们若是在自己里，就与
神的祝福无分无关。阿利路亚，我们乃是在基督里，祂
是我们蒙祝福的范围、管道、凭借和效能！ 
结34:26 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我也
必叫雨按时落下；那必是赐福的雨。主应许，不仅
祂的子民要蒙受神的赐福，祂也要使他们成为福源。 
启3:12 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
也绝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
城的名，（这城就是由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
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主不是
应许要给我们圣别，或是属天的福气；在这里，祂
要使我们成为什么，也就是应许要叫我们成为神殿
中的柱子。 

成为神殿中的柱子，包括了两件事—变化和建造。
自从我来到美国之后，我的负担一直就是这两件事。
主能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变化我们，并把我们建
造到祂的殿中。…什么叫作成为神殿中的柱子？…我
们若把从主领受的微小力量用在主的话上，并向主认
真，那我们就是预备好被变化，并且在正确的地位上，
让主使我们成为柱子。这要求我们首先经过变化，成
为贵重的材料，然后再被建造成为柱子。我们这些本
是泥土的人，怎能成为神殿中的柱子？唯有借着从泥
土变化成为宝石，然后被建造在神的建造里，此外别
无他路。…最大的祝福，不是主给我们什么，乃是主
使我们成为什么。 

应用：在职青年・大学院生篇 
20世纪末，GE和P＆G等伟大的跨国公司开始大

量投入员工培训。因为完成业务的是人，人受成全
业务自然就得到改善。事实上，神从一开始就有这
样的想法。神的经纶不是要给你什么样的祝福，乃
是变化你自己，成为新耶路撒冷的构成要素。 
    愚昧的人只会追求外面的祝福，但是神渴望的
是你被神构成，变化。这是真正的祝福。 
    例如，年龄在30至35岁之间的在职青年应着重
于装备和训练自己，而不是寻求直接的收入增加。
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决定你的未来方向，并在该领

域里前进，并且要寻求自己能做到管理层。这样，
你就可以成为对神和公司都有用的人，那么在公司
也会展开美好的未来吧。 
祷告：“哦！主耶稣！我不是寻求外在的祝福，而
是真正的属灵和属天的福分。主耶稣请你从我的重
生的灵里扩散到心思里，并更新我的心思，变化我
的魂，让我这必死的身体也有份于生命的分赐。如
果不变化就不能成为对神对人有用的人。请变化我
并使我成为一个得胜者。在主的名里求。阿门”。 

わがかみわがあい 新曲（大本詩歌441より改訂） 
1. 
わがかみ，わがあい，わが分けまえ;  
なれのほか天地に もとむものなし。 
てんも地もすべて，むなしさのみ！ 
なれのようしたうもの てん地になし。 
2. 
なれはわがたから，いのち，住まい; 
他のもの受けても，わがかみでない，  
かがやくざいほう，なんとむなしい！  
なれにくらべれば，おもちゃのよう。  
3.  
たとえ全地を得て，ほしを得ても， 
なれともになくば，あわれのきわみ！ 
ばくだいなとみを，ひとはもとむ， 
されど，なが同ざい，われのまんぞく，  

1. 
我神、我愛、我的永分，你永是我一切； 
你外，在天我有何人，在地有你无缺！ 
天上一切尽都空虛，地上更是如此！ 
並无一物值得欢娛，能与我神相似。  

2. 
你是我的财富、生命，我的安穩住处； 
其他事物，我也感领，但非我神、我主。 
閃耀财富，与你相比，不过虛空玩具！ 
何況其他人之所倚，岂不更將人愚？  

3. 
即使全地归我为业，群星也是我的， 
若无你作我的一切，我仍可憐至極！ 
让人伸臂如同大海，笼罗一切财富； 
但我只要你的同在，此外无所愛慕。  
 
New tune (Original hymns: E600) 
1. 
My God, my Portion, and my Love,  
My everlasting All,  
I've none but Thee in heav'n above,  
Or on this earthly ball.  
What empty things are all the skies,  
And this inferior clod!  
There's nothing here deserves my joys,  
There's nothing like my God.  



2. 
To Thee I owe my wealth, and friends,  
And health, and safe abode; 
Thanks to Thy name for meaner things,  
But they are not my God.  
How vain a toy is glittering wealth,  
If once compared to Thee!  
Or what's my safety, or my health,  
Or all my friends to me.  
3. 
Were I possessor of the earth,  
And called the stars my own,  
Without Thy graces and Thyself,  
I were a wretch undone.  
Let others stretch their arms like seas,  
And grasp in all the shore;  
Grant me the visits of Thy grace,  
And I desire no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