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系列
壹

积极的迫切－约十五 2，太二五 24～30，提后四 1～2。
约十五 2
太二五 24
太二五 25
太二五 26
太二五 27
太二五 28
太二五 29
太二五 30
提后四 1
提后四 2

二

三

约十五 5

当用各样的智慧，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里面，用诗章、颂辞、灵歌，彼此
教导，互相劝戒，心被恩感歌颂神。

为着被素质和经纶的灵充满而有的祷告－徒十一 24，四 31。
徒十一 24
徒四 31

六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
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
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

完全被话浸透－西三 16。
西三 16

五

所以弟兄们，我借着神的怜恤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
这是你们合理的事奉。

无间断的住在主里面－约十五 4～5。
约十五 4

四

凡在我里面不结果子的枝子，祂就剪去；凡结果子的，祂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
更多。
随后那领一他连得的，也进前来，说，主阿，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撒种的地方
要收割，没有簸散的地方要收聚；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他连得埋藏在地里；请看，你仍有你所有的。
主人就回答他说，又恶又懒的奴仆，你既知道我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簸散的
地方要收聚，
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从他夺过这他连得来，给那有十他连得的。
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他就充盈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夺去。
把这无用的奴仆，扔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我在神并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祂的显现和祂的国度，郑重的
嘱咐你，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预备好，用全般的恒忍和教训，叫人知罪自责，
谴责人，劝勉人。

绝对的奉献－罗十二 1。
罗十二 1

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满有圣灵和信心，于是许多人加添归主。
祈求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溢，放胆讲说神的话。

带着基督的权柄出去－太二八 18～19。
太二八 18
太二八 19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将他们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

叩访有功效的律：
一
二
三
四

叁

如何使用‘人生的奥秘’传福音

为着传福音应有的资格及条件：
一

贰

第四课

祷告、认罪、对付罪、被圣灵充满。
操练智慧的说话。
学习抓住机会。
操练坚定持续。

如何使用‘人生的奥秘’传福音：
一

第一把钥匙：神的创造－解开人类生存之奥秘－创一 26，罗九 23～24，帖前五 23。
创一 26
罗九 23
罗九 24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
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且要在那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彰显祂荣耀的丰富；
这器皿就是我们这蒙祂所召的，不但从犹太人中，也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

帖前五 23

二

第二把钥匙：人的堕落－解开人性善恶之奥秘－罗七 18，20，弗二 1，西一 21，罗六 12。
罗七 18
罗七 20
弗二 1
西一 21
罗六 12

三

我知道住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并没有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
由不得我。
若我去作所不愿意的，就不是我行出来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行出来的。
而你们原是死在过犯并罪之中。
你们从前是隔绝的，因着恶行心思里与祂为敌。
所以不要让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体里作王，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

第三把钥匙：基督的救赎－解开神人生死之奥秘－西二 9，约一 1，14，29，三 14，
十二 24。
西二 9
约一 1
约一 14
约一 29
约三 14
约十二 24

四

且愿和平的神，亲自全然圣别你们，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
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得以完全，无可指摘。

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
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我们也见过祂的
荣耀，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向他走来，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
许多子粒来。

第四把钥匙：神的分赐－解开信主耶稣之奥秘－约一 14，林前十五 45 下，约壹五 12，
彼前一 3，罗八 29～30。
约一 14

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我们也见过祂的
荣耀，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
林前十五 45 下 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约壹五 12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彼前一 3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祂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人中
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的盼望。
罗八 29
因为神所预知的人，祂也预定他们模成神儿子的形像，使祂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
长子。
罗八 30
祂所预定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
得荣耀。

问答：
一 请简述为着传福音应有的资格及条件。
二 叩访有功效的律有那些？
三 请简述‘人生的奥秘’四把钥匙的内容重点。
四 我们在接触人的事上，该有那些学习？
参用诗歌：664 首

为着传福音应有的资格及条件
积极的迫切
〔在〕马太二十五章二十四至三十节，…懒惰的仆人似乎没有作错事，他并没有损失任何东西。主所给他的，
他多年来始终保存着，直到主回来。…〔他〕应当严肃的接受主的话，但他并不迫切。仅仅保存主给你的还不
够；主要利息，要果子。
在提后四章八节保罗说，主这公义的审判者将赏赐他公义的冠冕。保罗不是凭着爱或恩慈，乃是凭着主的显现
和祂的国度，郑重的警告并嘱咐提摩太。在主的显现里，你将要由这位公义的审判者，得着公义的赏赐或惩罚，
这是严肃的。
自从我…看见这个，我就开始认真起来。这个认真使我多次脱离退后和懒惰。有一天，祂将要见我，我也将要
见祂。在祂显现时，我必须向祂交账，祂将决定在要来的国度里，我要得奖赏或受惩罚，这是严肃的事。

绝对的奉献
你也许在祷告中已经多次将自己奉献给主，但你祷告的结果也许并没有将你的身体实际的献上。什么是实际的
将身体献给主？乃是结果子。作为枝子，你不该被任何东西占有。你应该被修剪，你要逃脱一切霸占你的事物，
使你能分别出来，完全不被占有，好结果子。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必须放下职业，或不考虑生活。为着生活，我
们都必须工作，但你只要花费必要的时间和才能来谋生，不要有想赚更多，使自己富有的意念。忘了这个吧，这
将会霸占你的身体，使你不能结果子。我们都能为着结果子，分出一些时间来。我们不需要工作到一个地步，过
于生活够用的需要。你为什么需要工作更多，使你能开更名贵的车子？你不能节省一些时间去叩门么？不要花费
时间去赚钱，乃要抓住时间赚取灵魂，赚取人。

无间断的住在主里面
要在主的新行动里，…你必须是对的人，一直住在主里面。住在祂里面的意思是与祂是一。你若住在祂里面，
主应许祂也要住在你里面。你在祂里面，祂在你里面；你与祂乃是一。你与祂之间没有中间的墙，没有隔断，没
有阻碍。当主差遣祂的门徒们出去，一面说，那是祂自己出去。门徒们出去访人时，乃是主出去，所以平安就与
他们同在。你若是一个无间断、一直住在主里面的人，当你出去叩人的门，那乃是主的叩门，是主恩典的眷临。
你带着主，把主送到他们那里，并且将主分享给他们。每一个蒙拣选的人，每一个神所预定的人，都是平安之
子，他们会很高兴的接受你所分享给他们的主。

完全被话浸透
所有〔传福音〕的人都需要完全被主的话充满并浸透。…你必须以生命读经浸透你自己。你每天一有空闲的时
间，就要来读这些信息。不要把生命读经单单摆在书架上，最好是家里的各个地方都放一本。当你有一点时间
时，就翻到任何一页去读。…你若去读，就会被浸透并充满。这要将你自己建立起来，使你自己满有资格，对神
圣真理满了正确、神圣的认识。这样，你向人说话时，乃是有力的。这会产生很大的不同。…当我们出去时，不
仅有合宜的外表，也有主与我们同在，并且我们是浸透在神圣真理里的人，在我们的全人里，有主话的建立。

为着被素质和经纶的灵充满而有的祷告
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说到素质的灵里面的充满，四章三十一节说到经纶的灵外面的充溢。在十一章，巴拿巴是
在素质上并在里面被圣灵充满的人，因此有许多人转向主。在四章，门徒们在外面并在经纶上被圣灵充溢，因此
放胆讲说神的话。要在素质上并在经纶上被那灵充满，总是需要有彻底的悔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
蒙了重生，但我们在身体里，在肉体里，仍然活在有许多污秽事物的地上。就着身体来说，你一天洗几次手？有
位医生告诉我们，…你若想要避免生病，一天最好洗十二次手。同样的，你一天需要彻底悔改许多次，…使自己
被调整、得洁净，并在对的气氛里成为对的人。…你要使自己完全得着洁净，这样你就必定有那灵在里面并在素
质上充满你，也在外面并在经纶上充溢你。
带着基督的权柄出去
你若有前面的五点，就必定得着装备，够资格，并预备好带着基督的权柄出去。出去叩门的意思，是你命令门
打开。有时候你必须说，‘门，我叩你；你打开。’当人在那里，你命令他，不是在话语上，乃是安静的说，
‘人，你听我；让我进来。’你在读‘人生的奥秘’时，要告诉天使和魔鬼，你是带着升天之基督的权柄向这人
读。许多在台北的〔弟兄姊妹〕经历了这个。他们很惊奇，人像羊羔一样。他们跟从指示，相信并受浸。已过我
们与人谈话时，没有这样的领会，我们没有运用所赐给我们的权利。我们不知道要运用我们的权柄，命令人受
浸。反而我们告诉新人说，他们可以等候受浸，我们放弃了我们的权利。你将新人立刻浸入三一神里的权柄到那
里去了？

许多〔人〕能见证，在新人接受主之后立刻为他们施浸，这事实在是可行的，并且实在使人快乐。这样的受浸
将人改变。有一个佛教家庭，父母受完了浸，孩子们站在旁边，父母对偶像说，‘佛，现在我们有了主耶稣。我
们不要你了，我们也不需要你了，你必须离开。’父母就在孩子面前，将偶像除去。这太美妙了！这是基督的权
柄。我们出去是在一个地位里：我们是基督所差遣的大使，带着权柄去得人。（林后五。）你这样出去，所有的
鬼魔都要逃遁。鬼魔将消失，而人就像羊羔一样，留在你手中。（迫切并专一为福音而活，二二至三○页。）

叩访有功效的律
祷告、认罪、对付罪、被圣灵充满
当我们去社区、校园叩访时，也要知道怎样去叩访。首先，我们每次出去的时候，都必须先有够多而彻底的祷
告，直到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一转到灵里向主祷告，里面就明亮，感觉很多不对的地方，如同到了镜子跟前，
看见自己的本相。这时我们就要认罪，认得越多越好；这就叫我们对付罪。等我们认到无可再认时，那也就是圣
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的过犯、罪恶都倒出来了，自然圣灵就充满全人。这样，〔我们〕就得着胆量
去叩访。
被圣灵充满有如呼吸。呼吸乃是一件时时的事。三分钟不呼吸，我们就会呜呼哀哉了。所以每次出去探访人，
我们都要先好好的祷告。昨天出去祷告过，今天出去还要再祷告，再一次好好进到主面前蒙光照。我们天天在这
个世界行走，都会受到玷污，都需要一再得洁净。这如同洗手。虽然我不太作整洁，也尽量不去摸污秽的东西，
但是每天我最少都要洗手七、八次。同样的，不管你昨天在主面前祷告得怎么透彻，认罪认得多么彻底，今天你
要出去探访，把主带给人，你还得再好好的祷告。这个工夫是省不得的，必须确实的出代价摆上。我们若是郑重
的作这事，就会发现只有三、五分钟是不够的。

操练智慧的说话
叩访的时候，也要注意我们的态度，千万不要冒冒失失的，却要谦卑有礼，温和又恭敬，庄重而不草率。同时
要学习说话简洁不啰嗦，热切而不冷淡。如果你太啰嗦，又很机械式，人家可能立刻就关门，或者推辞。所以要
操练说话爽快、直接、热切而有礼。如果人家回答你：‘我没有空。’你也不要放弃，就〔对他〕说，‘只花您
一分钟。’结果可能因着这一分钟，他就相信，并且受浸了。就是因为的确有这样的事，所以我们才有一分钟福
音。

学习抓住机会
我听见有圣徒见证，他所叩访的那个人对他说很好。我就告诉弟兄们，那时候就该打结，请他一同祷告；一祷
告他就会相信接受，然后就为他施浸。若是不抓住那个时机，还要再谈，恐怕机会就被打掉，这笔‘生意’就无
法成交了。但是有弟兄说，恐怕时机还是早了一点，还有些生疏。这意思是说，不是人家不肯祷告，是你不肯祷
告；不是人家放不下脸来祷告，是你放不下脸来带他祷告。我这些话都是经验谈。从前我去带人时也是这样，带
到一个节骨眼，就是不敢带人祷告，心里直想还早了一点，算了吧。这一算了，有时就算了一辈子，再也没机会
见到了。

操练坚定持续
〔我们都要〕操练叩门探访，这是我们第一项该有的操练。也许我们不能每天出外叩访，但有一件事是我们能
作的，就是定规每周要有二至三个钟头出外叩访。并且不是仅仅访问那些我们熟识的人，更是访问不认识的人。
我们应该把自己所在地区所有的门都叩过。不要担心，也不要忧愁，只要我们肯去实行，一定会成功。（速兴起
传福音，八七至九四页。）

如何使用‘人生的奥秘’传福音
我们需要出去传高品的福音。…数千人已经借着〔人生的奥秘〕这本小册子得救。在这本小册子里的乃是中心
的路，从神创造人开始，向人陈明高品的福音。人的各部分是以三个圆圈的图陈明出来，使人看见人有灵、魂和
体。这本小册子揭示神的心意是要进到人的灵里，使这作容器、器皿的人能盛装神。这个神经纶的高品福音，会
得着有思想、受教育的人。每一个人受了教育之后，几乎都会思想人生的意义。在〔我们〕介绍这本书之前，许
多人都说他们没有兴趣。但〔当我们〕说，‘只要给我们三十秒，读读－人生的奥秘”。’这个题目吸引人。听
完第一页之后，许多人说很好。当你听到‘很好’，就表示那个人是平安之子。当他说，‘很好’或‘不错’，
那就是你向他说‘我们来祷告’时。然后你可以翻到小册子的后面带他祷告，并呼求主名。接着，就读小册子后
面受浸的部分，给他看马可十六章十六节－相信与受浸，然后带他在他的浴缸里受浸。运用主所赐给你天上地上
的权柄，不管这个人的身分、地位是什么，他将是一只小羊羔，同意去换衣服，并进入水里。在受浸时，我们要

很有力的祷告：‘主，我们把这人放进你里面，我们将他浸入三一神里。’这就是在十五分钟内，使人受浸的
路。（迫切并专一为福音而活，四三至四四页。）

附录－在接触人上该有的学习
〔我们〕该学习，绝不要与人争执、辩论。争执和辩论不能成就什么事。另一面说，你不要太快的同意人，也
不要同意他们所说的一切。不然他们会以为你是‘好好先生’。你必须给人看见你的谨慎。当你不随便，当你谨
慎时，这会加重你说话的分量。不然，对方就会认为你的话是轻的，没有分量的。
在接触人时若先有约定，总是有帮助的。但这不是说我们只可在约定后接触人。我们应当在任何时候与人说
话。主自己是我们出去接触人的因素、原因和目的。祂会尊重我们所作的，并且祂今天是在我们里面的那灵。当
我们出去接触人时，我们必须信主是与我们同去的。我们的说话就是祂的说话，我们乃是将祂说到人里面。我们
绝不可忘记将基督供应给人。我们绝不可忘记将神，就是活的神，传给人。即使我们只对人讲一分钟的话，我们
仍然该供应基督，并将神传给他。
我们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学习，就是在恰当的时候带人与我们一同祷告。这好比烹饪，你必须知道在什么时候
停止烹煮，不然，你所烹煮的会太生或过熟。所有好的厨子都知道什么时候停止烹煮。在一次福音大会之后，慕
迪接触一个不信的人。在那人刚要祷告的关键时候，另一个人走进来。屋外正在下雨，这人带着雨伞进来。雨伞
的声音打岔了要祷告的人。在那个打岔之后，那人就不肯祷告接受主。这给我们看见，在适当的时候与人一同祷
告，是多么重要。
你也必须学习不要徒然浪费你的时间。当你接触人时，你该一直辨别，是否该使这人成为你经常接触的对象。
请人吃饭是好的，但不要太快或太早这么作。你接触一个人好几次之后，可能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可以邀请这人
到你家，或者接受他的邀请。你每一次接触人，都不该轻率随便的去作。
不仅如此，你应当一直为你所接触的人祷告。不要说你没有时间。即使你真的很忙，你仍然可以在要出门的时
候祷告说，‘主阿，帮助我今天遇见合式的人。’在你开车上班的路上，你可以继续祷告。这是真实的祷告，不
是例行公事的祷告。定时的祷告当然很好，但是在你出门或开车的时候祷告，可能更有效。无论你在那里，你都
可以祷告。要在主面前记念所有你接触的人，并为他们祷告。（活力排的训练与实行，九五至九七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