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 晨興聖言追求：本週進度『出埃及記結晶讀經(七)』，晨興聖言第一週：出到拜偶像的營外，進入

幔內。 
二. 2016 夏季結晶讀經錄影訓練：地點：進士會所，請弟兄姐妹彼此邀約一同有份。 

週六 0930~1200 週六 1500~1730 週日 1900~2130 週一 1900~2130 週二 1900~2130 週三 1900~2130 

  7/24  第三篇 7/25  第四篇 7/26 第五篇 7/27 第六篇 
7/30  第七篇 7/30  第八篇 7/31  第九篇 8/1   第十篇 8/2 第十一篇 8/3 第十二篇 

三.進士會所球場等工程：需經費 80 萬，目前所收奉獻 255,900。 
四.禱研背講訓練：錄影訓練期間中暫停數次，8/15(週一)晚間 19:30~21:30 恢復。 
五.宜蘭縣學生暑假生活園：8/24(三)～8/26(五)，於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三星分校，歡迎宜蘭縣眾召

會之所有學生、家長、各環服事者，並鼓勵同學、朋友一同報名參加。 
六.宜蘭縣眾召會 2016 年中相調特會與展覽：8/26(五)晚上～8/28(日)，於耕莘專校風雨禮堂舉行，請弟

兄姊妹彼此邀約，也歡迎福音朋友同來享受神家的豐富。 
七.全台路加聖徒集調報名：8 月 20 日至 21 日於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店舉行。歡迎宜蘭路加聖徒及

眷屬踴躍報名，報名聯絡人：林紫筠姊妹 0936-685-813。 

 禱告事項 
一. 聖徒的召會生活：各排各區彼此餵養牧養，邀約每個聖徒均入排，實行生養教建的生活。 
二. 蘇澳鎮召會舊會所重建：建築圖已完成，已送宜蘭縣都委會審查，請聖徒持續為此代禱。 
三. 池上鄉召會購置會所：為台東縣池上鄉召會購置會所順利完成，尚缺 200 萬元，需要眾召會的扶持

與代禱。 

四. 尼伯特風災受損：台東眾召會(台東市、卑南、金峰、大武、鹿野鄉)預估修繕費用為：3,256,000
元整，請弟兄姊妹代禱並紀念。 

五. 暑期東馬與印度之行：七月份印度遊學訪問，為他們得著屬靈的益處與對主更深的經歷代禱。 

六. 新受浸聖徒：五月/古美子、張伯南、黃讚美、邱萱琳、林承駿、蔡昤嵐、黃秋蘭、江琪瑞、吳侑

縈、黃冠瑋，潘律婷。六月/翁坤化、翁簡佳縈、陳春羽、周嘉垣等弟兄姊妹，得救後繼續受餵

養，並穩定在召會生活中代禱。 

 人數統計 (7/1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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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1 8 -- 6 11 -- 5 6 -- -- -- -- 14 

礁溪鄉召會 38 -- 21 31 -- 2 -- -- 6 -- -- -- 48 

壯圍鄉召會 7 3 7 3 -- -- 7 7 1 -- -- -- 9 

員山鄉召會 40 14 10 16 11 -- -- -- -- -- -- -- 42 

蘇澳鎮召會 18 4 9 15 9 -- -- 8 1 -- -- -- 22 

大同鄉召會 18 13 7 14 10 -- 8 11 1 -- -- -- 24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43 -- -- -- -- -- -- -- -- -- -- -- 43 

延平區 26 7 -- 3 3 -- 7 -- -- -- -- -- 28 

進士區 44 6 7 28 6 -- -- -- -- -- -- -- 53 

青少年區 -- -- -- -- -- -- -- -- -- -- -- -- -- 

合  計 245 55 61 116 50 2 20 32 9 0 0 0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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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真實的建造 

    以弗所四章說得很清楚，無論是使徒、傳福音者、

牧人和教師，他們成全信徒，目的乃是為着那職事的

工作，為着建造基督的身體。基督賜給召會這一切的

恩賜是為要建造祂的身體，而這個建造身體的目標，

就是要基督的身體長大成人，滿有基督的身量。 

    甚麼叫作建造召會？建造召會就是建造基督的

身體。這基督身體的建造是以甚麼為目標？乃是要基

督的身體長大成人，達到基督豐滿之身材的度量，也

就是要使召會達到基督豐滿長成的身量。所以，召會

的問題就是基督的問題。若是召會裏面沒有基督，這

個召會就是空洞、虛空、沒有實際的。因這緣故，我

們測量一個召會，不能用任何其他東西測量，乃要用

基督自己測量，要看這一班基督徒團體，到底裏面基

督的身量有多少。 

    在召會裏只有基督的地位，只有基督的立場，只

有基督的成分。不錯，從外表看，召會中有許許多多

的人和事；但是在那許多的人和事裏，該有許多成分

是基督調在裏面。這意思是，所有負責弟兄和服事者，

他們裏面該有基督調在其中。換句話說，所有負責弟

兄和服事者，都得將自己折服下來，服在基督裏面，

讓基督調和。這樣一來，雖然我們還是人，但我們裏

面有基督調和；我們是有神調在其中的人。我們許多

的服事、許多的工作，都是基督的成分調在裏面。 

    永遠要抓牢一個原則，就是任何一個地方召會正

常的情形，都是在那裏建立基督。叫基督在其中得著

建造，叫基督的身量一天過一天長大，使聖靈在其中

越住越活動。在正常的地方召會中，聖靈能帶領人，

學習接受十字架的破碎，將他們自己擺在一邊，服在

聖靈大能的權下。換句話說，正常召會生活就是活在

基督裏，讓基督帶領我們學十字架的功課，好叫聖靈

越住越能使我們學習，將自己建造在召會裏。 

召會的標準乃是基督 

    召會的標準，不是別的，乃是基督。舉例來說，

比方某處召會，去年有四百位弟兄姊妹，今年增至六

百位，但這並不能斷定，該召會進步了，長大了。實

際上，可能一點也沒長。從外表看，人數增多了，但

召會本身有沒有擴大，有沒有長進，不能看外表的人

數，乃要看裏面的基督加增了，召會纔真是擴大、長

進了。 

    召會的身量就是基督，我們建造召會，不是建造

甚麼基督以外的東西，乃是建造基督。比方前幾年訪

問某召會時，看見弟兄們真理不大明白，在神的話上

也不清楚。等到今年再去訪問，很奇妙，他們每一個

弟兄都能站講臺，為主說話。或許有人會說，這個召

會進步了；但我們只能承認真理的確有進步，卻不能

說召會進步。要說召會進步，必須是說基督加多，基

督增長了。一個召會在外表的真理上，可是增長很多，

但裏面的基督，不一定有增長。這是我們需要分辨的。 

    在召會生活中，我們的確需要聖靈的管治，但我

們不能以此來測量召會。我們不能用任何基督以外的

東西測量召會，只能用基督自己測量。一個人對基督

有多少認識，在他裏面讓基督掌權有多少，給基督的

地位有多少，讓基督的運行有多少，他得着基督就有

多少。在召會中，所有恩賜惟一的目的和目標，就是

要建造召會，叫召會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除此之外，

都不是召會的工作。 

(摘錄自認識生命與召會第十一篇)



召會生活----------------------------------------------------青

職平溪相調蒙恩見證 

   感謝主，七月十號我們青職一起參與平溪相調。我跟茂偉弟兄早在五、六月，就在討論平溪相調，但

當時只是稍微提及，沒有動作。我因著工作忙碌，所以在這事上的努力並不像以前，但我每天至少一次向

神求，求平溪相調。奇妙的神一步一步讓我看見祂的手，於是我開始在週三青職讀經排提出想法，雛型有

了，定案後就在 LINE 發佈邀請。 

  在主的預備下，我們有八位弟兄姊妹參加，（含一位福音朋友），但主也給我們一個難題：尼伯特颱

風！一開始新聞預估從宜蘭花蓮登陸，我知道這個消息之後就開始發起代禱。最後在七月八日，尼伯特從

南部掃過。但是，行前一晚颱風尾端的風勢，讓我又開始擔心了起來，沒有路，還是去禱告………主阿，

既然祢已作工，求祢的手不要停，繼續為我們遮風擋雨平靜風海。 

    整個活動在我們一早於宜蘭車站大廳的禱告下揭開序幕。第一站：猴硐、第二站：十分、第三站：平

溪。過程中我看見的不是晴空萬里，而是風雨交加。但是，我看見的是我們雖然在風雨交加的環境中，仍

然喜樂，不忘記神！在出發前我們禱告，在搭車時我們禱告，在吃飯前我們禱告！我才知道，祢不是調度

環境，而是調整了我們的心思。在走完十分站之後，我們在要不要去平溪這個點上，有了意見的分歧：有

人要折返宜蘭、有人要再玩平溪、有人要提早走……..。藉著福音朋友林宸玉的車班查詢，我們發現有一條

時間線可以滿足以上三個要求，停平溪二十一分鐘後(滿足了想去玩平溪的聖徒)，折返宜蘭(滿足了折返宜

蘭的聖徒)。約莫傍晚七點左右抵達宜蘭（又滿足想提早走的聖徒）。感謝主，調度萬有，為了尋求祂的人！ 

    之後，我們交通了九月的兩天一夜翠峰湖、太平山相調。更大的行動、更嚴峻的挑戰、更需要同心合

意、更挑戰我們的智慧。主阿，求祢更多與我們同在，與眾青職同在。榮耀讚美歸給我的主！ 

（熊志強弟兄） 

    

主的行動------------------------------------------------------
----寮國弟兄蒙恩見證 

    有一位從蒙市來的弟兄見證：「我從一九九六年 就開始在寮國的大公教會，盡牧師的職分，照管寮國

北部多處教會。二○○四年，因着主的憐憫讀到倪弟兄的書，非常摸着有關基督身體的信息，就帶領家人

及許多聖徒離開原來的公會，並跟隨倪弟兄的職事，當時在寮國的十八個省裏，每個省都得着一些弟兄姊

妹，基督身體的見證很快的擴展到寮國各地。可惜的是二○○六年有位帶頭弟兄想高舉自己，至終離開了

這條道路，許多弟兄姊妹也因此受影響。我們當時對主恢復中的基督徒一無所知，又遭到原來公會和政府

的聯手逼迫。幾位弟兄被通報為假教師，並通知到全國各地，許多聖徒也被抓下監，大家就分散了。但是

我相信主一定會再把我帶回到基督身體的交通，於是我留在家裏讀經、禱告，並傳講倪弟兄十二籃的信

息。我的一個兒子從十二籃裏『基督身體的感覺』這篇信息中看見亮光，就堅決不去教堂聚會，每週只在

家裏和家人一起讀經、禱告，達十年之久。 

    去年六月，他買下一臺二手的智慧型手機。他的妻子發現手機可以上網，就在搜尋引擎上輸入了『基

督的身體』這幾個關鍵字，因此看到泰國聖徒聚會的錄影，於是聯繫上弟兄姊妹，開始有分於基督身體的

交通。如今他們夫婦都在曼谷參加全時間訓練。這實在是主的安排。因着聯繫上主內的聖徒，我開始收到

別處召會聖徒所送來倪、李兩位弟兄的書報。我常常讀得愛不釋手，尤其是創世記生命讀經，讀到夜晚十

一、十二點都不想休息，早上四點起牀就繼續接着讀，覺得這些話真是寶貝。我尋找這條道路十多年，現

在終於找到了。不久，我們準備打開家，建立主在蒙市的見證。等這地的見證穩定後，我們豫備在明年帶



弟兄姊妹 去香崑、琅勃拉邦等城市擴展主的見證。願主帶領並祝福這地的見證與開展，也請眾聖徒在身體

中為我們代禱。」（摘錄自『主在亞洲的行動』月刊六月號） 

聖徒奉獻蒙恩見證（⼀）--------------------------------------

基督徒理財之法 

弟兄們，從你們⼀開始作基督徒，就要在⽤錢上學習⼀個基本的功課。基督徒有⼀特別的理財⽅法；我
要怎樣收入，我就得怎樣支出。換句話說，基督徒的理財是量出為入。世界上的人是量入為出，我們是量
出為入。所以⼀切愛財的人，⼀切⽄⽄較量的人，都是不能接受神的錢的人，都是不能受神的供給的人。
只是有⼀種人，是神肯供給他的需要的，就是肯拿出來的人。當神給人的時候，絕沒有計較，從來是寬宏
的，從來是闊的。我們神的杯從來是洋溢的。神從來不小氣。祂如果給我們的話，就是十足的升斗，乃是
連搖帶按，還要上尖下流的給你。 
（摘錄自《倪柝聲文集》第三輯第三冊第二十八篇） 
 

感謝主！在得救初期，藉由一些老練的聖徒，

帶我們讀經、禱告並過奉獻的關，才有這樣美好的

經歷。從十一奉獻、海外奉獻、顧到聖徒的需要、全

家進士會所購地奉獻……。我這不配的罪人，竟有

許多神奇的平常事，伴隨在生活中，一路走來既蒙

恩又蒙福！ 

值得一提的是：孩子國小時，第一次開口要零

用錢，我們就跟聖徒尋求，該怎麼給…？師母說：

都可以，但一定要教「十一奉獻」，要將當納的十分

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神的家有糧。奉獻財物乃

是撒種，必會有收成…。跟孩子交通後，她們單純

的順服，不僅零用錢，連壓歲錢也擺上十分之一。

讚美主！孩子不但健康長大、正常聚會，而且在校

成績也名列前茅。 

高中時，老大忽然告訴我們，以後長大賺錢，

除了十一奉獻，也要各給爸爸、媽媽十分之一。當

時聽了雖然很喜樂，但也只是放在心上，並不奢求

孩子兌現。直到孩子大學畢業，找到一分喜歡、薪

水不錯的工作、拿到第一分薪水之後，真的各拿十

分之一給我和弟兄。當時，感動又感恩的眼淚潸然

而下…不但如此，她還教導妹妹，將來也要這樣顧

到爸爸、媽媽。在這過程中，我們對孩子並無這樣

的要求，她卻主動這樣行。我們除了低頭敬拜神之

外，還能說什麼呢？ 

    記得師母曾說：要以基督傳家！不僅要聽道，

更要作個行道的人。這樣經歷主，不但自己蒙福，

也能幫助人經歷基督。真的！現在我們陪小羊讀經，

帶他們奉獻，經歷不斷的分享、堆加，喜樂真是洋

溢！願我們都以基督傳家。(宜蘭眾召會聖徒) 

    有一次聽生命讀經時，說到關於奉獻的信息，

內容提到:青年人在十一奉獻上，可以以此試試主，

其他的事情不能，但惟獨在這事上，可以試試主！

我前思後想，反正沒有多大的虧損，就試試吧！ 

後來買房子的時候，貸了四百萬。那時也很猶

豫，如果將這十分之一拿去還房貸，就會還得更

快… 但又想起主的話―瑪拉基書三章 8、9 節:「人

豈可奪取神之物呢？你們竟奪取我的物，你們卻

說，我們在何事上奪取你的物呢？你們奪取了當納

的十分之一，和當獻的供物。你們為咒詛所咒詛，

但你們通國的人，仍奪取我的物。」所以，這十分

之一留在手中，會成為咒詛！於是，我就堅定持續

十一奉獻。果然，神是信實的！我們顧念祂的事，

祂也顧念我們的事―房貸三年多就還完了，真是不

可思議！ 

其實在經歷十一奉獻的過程，家中長輩知道了

就說:「這十分之一留在手上，不是很好嗎？何必奉

獻…」 那時也曾經掙扎，但我看重神的話。神所在

意的不是我們奉獻的多寡，而是我們的心。另外，

哈該書一章 9 節上也提到：「你們盼望多得，所得

的卻少；你們收到家中，我就吹去。」所以，不是

我們在手中留的多，就留得住。  

還有，同伴的經歷也很激勵我，她以前身體不



好，都要長期吃中藥調理，費用又很高…。購地奉

獻那一年，除了十一奉獻，更把年終獎金全數擺

上！之後，身體竟然不藥而癒，連她的中醫師都很

稀奇。可見神保守我們，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盼

望弟兄姊妹們，都一同來經歷主豐富的祝福。 

(宜蘭眾召會聖徒)

 



財物奉獻與神今日的行動財物奉獻與神今日的行動財物奉獻與神今日的行動財物奉獻與神今日的行動    

壹壹壹壹、、、、 關於錢財關於錢財關於錢財關於錢財    

一一一一、、、、 神從一造本出萬有神從一造本出萬有神從一造本出萬有神從一造本出萬有，，，，撒但借錢財將萬有歸一撒但借錢財將萬有歸一撒但借錢財將萬有歸一撒但借錢財將萬有歸一    

    

神和萬物神和萬物神和萬物神和萬物，，，，並萬物與錢財的關係並萬物與錢財的關係並萬物與錢財的關係並萬物與錢財的關係    

    神是怎樣看錢財？這裡我們需要認識兩種的關係。第一是神與萬物的關係，第二是萬物和錢財的

關係。神是從一本創造萬物，你腳所踏的、手所摸的，都是神所造的。神不只從一本創造萬物，神也

是萬物之主。撒但是神的對頭，但是他無法對付神自己。因著他不能對付神自己，所以他就對付從神

出來的萬物。撒但不能破壞神自己，所以他要破壞神的工作。如果撒但能彀把神的造物拉出神的手，

神就失敗了。撒但要破壞神的工作，所以就拉住神的造物。 

 

神從一本造出萬有神從一本造出萬有神從一本造出萬有神從一本造出萬有，，，，撒但借錢財將萬有歸撒但借錢財將萬有歸撒但借錢財將萬有歸撒但借錢財將萬有歸一 

    今天我願意給你們看見萬物和錢財的關係、並受造之物與神的關係。撒但要得著萬物，但他不能

每一件都得著，因為他不能應付萬有那麼大。要得著萬有太麻煩，萬物包括牛、羊、木、石。用千萬

句話來說萬物，都說不完。神由一本造出萬物，撒但就把萬物整理歸一。這一個一就是錢財。世界上

沒有買不到的東西；有了錢就有萬物。所以錢被稱為『通貨。』撒但創造錢財乃是他歸一萬物的結果；

他把萬物整理得變成簡單。世界是由一本變成形形式式的萬物，而撒但乃是把形形式式的萬物藉著錢

財歸一。今天所見的萬物都可以用錢算出來。所以錢就是統一萬有的結果。萬物都是神造的，只有錢

不是神造的，牠乃是從該撒來的。人問基督要不要納稅，主說你拿一塊錢來給我看，然後祂說，該撒

的物當歸給該撒。（太二二 21。）祂沒有從自己的口袋裡拿出錢來，不然別人就能對主說，你口袋裡

也有該撒。 

 

撒但借瑪門與神對抗撒但借瑪門與神對抗撒但借瑪門與神對抗撒但借瑪門與神對抗，，，，奪取人對神的敬拜奪取人對神的敬拜奪取人對神的敬拜奪取人對神的敬拜    

    我們得著神就得著萬有，撒但得著錢也就得著萬有。錢是萬能的，萬物都可以用錢買來。我們買

木頭、石頭、或者其它心愛的東西，都需要瑪門。所以瑪門變成能力，成為人敬拜的中心。人到底是

拜神呢，或者是拜瑪門？這乃是宇宙爭執的中心。對神的敬拜是在萬物的這一邊，對撒但的敬拜是在

萬物的那一邊。神的對面就是瑪門。為何瑪門能彀與主對抗，因為只有牠能使萬有歸一。貪財不但是

萬惡之根，（提前六 10，）貪財簡直就是拜偶像，財就是偶像。聖經說貪財與拜偶像是一樣的罪。（弗

五 5。）一個人得救後，如果錢財不弄清楚，就不能完全得救。一個信主的人，如果家中還擺著木石

偶像，我們能彀接受他受浸麼？但是，有多少人得救以後，錢財還沒有對付清楚。我們說今天的印度

是偶像之國，在那裡人口還不如偶像口多，但是今天拜瑪門的人比拜偶像的人不知多多少。從亞洲到

非洲，從科學家到最迷信的人都拜瑪門。瑪門乃是最普遍受人敬拜的。 

 

脫離瑪門才能事奉神脫離瑪門才能事奉神脫離瑪門才能事奉神脫離瑪門才能事奉神    

    神要在我們身上得著我們，瑪門也要在我們身上得著我們。神的子民如果不脫離瑪門的勢力，就

沒有見證，也不能好好的作基督徒。一個人兩邊都要拉住，就不能好好的事奉主。主為什麼那樣厲害

的要求那少年的官，要他變賣所有的呢？那個青年人很好，也守律法。但主說，他還缺少一件；那一

件乃是最重要的一件，就是瑪門。（路十八 18～23。）撒該悔改時，他把他所有的一半送給窮人，那

個原則也是一樣。（十九 8。）到了行傳四章門徒們把田產、財物賣掉，沒有一個人說是自己的，原則

也是一樣。到保羅的書信，他就說，多收的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林後八 15。） 

 

 



勝過瑪門的能力勝過瑪門的能力勝過瑪門的能力勝過瑪門的能力，，，，才有屬靈的能力才有屬靈的能力才有屬靈的能力才有屬靈的能力    

    在教會歷史裡，摩爾維亞教會是最有力的差會，他們的發起人新生鐸夫把自己家業全部奉獻給主。

依凡姊妹（Sister Eva）也是把一切都擺上的。前幾十年有七位英國人到中國來傳福音，他們被稱為劍

橋七傑（Cambridge Seven），其中有史達德（C.T.Studd）是英國板球健將。他所得到的遺產有二十五萬

英鎊，就是一百二十萬美金。他將全部遺產送出去。他告訴英國領事館，他要到中國去，領事希奇他

的奉獻，不敢接受他的申請。過一個禮拜以後，史達德毫不改變主意，將他全部遺產送出去。神能彀

大用史達德，因為他勝過了瑪門。瑪門乃是站在神的對面。所以每一個神的兒女都得勝過瑪門的能力。

若不勝過瑪門的能力，就沒有屬靈的能力。瑪門的能力不在乎瑪門的多少；牠在窮人身上的能力，也

許比在有錢人的身上更厲害。（節錄自《倪柝聲文集》第三輯第十一冊第十四篇 p.423〜426） 

 

二二二二、、、、脫離瑪門乃是救恩的一部分脫離瑪門乃是救恩的一部分脫離瑪門乃是救恩的一部分脫離瑪門乃是救恩的一部分    

    許多人知道說，一個人要得救，就是要脫離罪、脫離神的刑罰、脫離世界的霸佔等。但是許多人

不知道，得救也是救我們脫離瑪門。在路加十八、十九章裡，永生、天國、救恩，這三件是聯在一起

的；而這三件都與瑪門有關係。首先，那一個少年官想承受永生，主要他變賣一切所有的，來跟從主。

其次，主說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 是何等的難哪！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祂又

說，人為神的國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兒女等等，沒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來世不得永生的。進入神的

國度，需要撇下一切。彼得得救了，因為他撇下一切。能彀撇下一切，進入天國的人，就是不作駱駝

的人。第三，撒該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主就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所以人要得著永生、國度、和

救恩，必須從瑪門出來，把一切變賣了。今天我們在這裡不是募捐，我們乃是要人承受永生，進入國

度，並得著救恩。   

有錢財的人得救的確難，但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那個有錢的少年官回去了，他不是犯

罪作惡的人，他是可愛的人、敬虔的人，卻不能得救。但是撒該同樣是財主，他原是事奉瑪門的人，

卻有辦法得救。他爬上桑樹，再爬下來，成了貧窮的人；但他是得救的人。那少年官是「在人不能」，

而撒該乃是「在神凡事都能」。一個人罪得赦免有喜樂，從瑪門出來也有喜樂。一個人信主，他心裡

得平安；瑪門從他心裡出去，他也有平安。一個人知道得永生是神作的，也該知道脫離瑪門是神作的。

赦罪、得永生、脫離瑪門，一切都是神作事才成的。我們的得救，包括從瑪門得救在內。我們不要把

脫離瑪門這件事，從救恩的範圍拿出去。（節錄自《倪柝聲文集》第三輯第十三冊第八篇 p.78、71〜73） 

 

三三三三、、、、見證見證見證見證－－－－在奉獻上癲狂在奉獻上癲狂在奉獻上癲狂在奉獻上癲狂    

聖經也記載，許多人在錢財、房屋上癲狂的奉獻。行傳四章記載，那時門徒個個都將田產房屋賣

了，把所賣的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34。）二千年來的教會，真正奉獻的人，乃是不顧一切的、

拚命的奉獻。越愛主的人，越是奉獻的人。有一位弟兄對我說，「你那麼愛主，為什麼我不能愛主？」

我說，「你只要把你的錢給主，你就愛主了。因為主說，你的財寶在那裡，你的心就在那裡。」心要去

主那裡，你的錢必須先去主那裡。當錢被投下，你說阿們，錢去了，你的心也就跟著去了。 

今天人為自己打算許多，不肯完全奉獻，為自己保留許多，以致福音失去能力。歷史上每次大復

興以後，都有一班人癲狂的愛主，不顧一切的奉獻。我在這裡不是勸你把一切都給主，但你必須是將

自己奉獻給主的人。今天我們要青少年人把時間拿來為著主，同時還要把自己完全獻給主。有人也許

去賺錢為主，這一班人要盡量賺錢，也要盡量捐。（當然賺錢必須用義的方法。）另有人也許全時間

事奉主，這兩班人都需要。我們有沒有福音要傳？教會的道路有沒有錯？如果福音不需要傳，如果教

會的道路錯了，這樣你自己賺錢，可以自己用。反之，如果福音需要傳，如果教會的道路沒有錯，你

就必須癲狂為主。我們必須將我們生活的中心改一改，從前賺錢是為自己，今天一切都要為主。 

（節錄自倪柝聲文集第二輯第二十一冊第二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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