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秋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應付神的需要和主恢復中當前的需要 

第二篇 

神的喜悅 (God's Good Pl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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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2:13 因爲乃是神爲着祂的美意(good pleasure)，在你們裏面運行，使你們立志並行事。 

路2:14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臨及祂所喜悅(good pleasure)的人。 

路12:32 你們這小群，不要懼怕，因為你們的父樂意(well pleased)把國賜給你們。 

弗1:5 按著祂意願所喜悅的(the good pleasure)，豫定了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歸於祂自己， 

弗1:9 照著祂的喜悅(His good pleasure) ，使我們知道祂意願的奧祕；這喜悅是祂在自己裡面 

          豫先定下的， 

腓2:13 因爲乃是神爲着祂的美意(good pleasure)，在你們裏面運行，使你們立志並行事。 

☆生命的/活的/有情感的/有目的/有定旨的神☆ 

        你知道麼？我們的神是有情感的。聖經多次
告訴我們，神喜悅；(撒上十二22，王上三10，賽
四二21，來十三16)；也多次告訴我們，神發怒。
（申一37，九20，王上十一9，王下十七18)。情
感是生命的表記。石頭是不會生氣的。你若是活
的，你的面容就會表現出情感來，比方說，你來
聚會的時候，就可以看得出來。 

[生命信息上冊第33章—神的喜悅] 1978年 造2219 



神的喜悅(good pleasure)，祂心頭的願望(heart's desire)，是要應付
(meet)這個時代的要求(demand)，就是神在這個時代的需要(need)： 

神在這個時代不再需要『屬靈大漢』；祂乃是要身體的見證，就是基督身體的
實際，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這就是照着主關於建造祂身體的話，成就祂的
心願 —太十六18 [最聖經中最大的豫言]，弗四1～16 [在基督身體裡需要的生活與職責] 

                [保守那靈的一 1∼6] / [恩賜的盡功用，與基督身體的長大並建造 7∼16] 
太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她。 

以弗所四章十五至十六節說到身體的眾肢體都長到元首裏面，本於元首而盡功
用；如此，『全身』（藉着供應的節與每一部分的功用）便『叫身體漸漸長大 

，以致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一~二 眾肢體] 
弗4:15 惟在愛裏持守着真實，我們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長到祂，就是元首基督裏面； 

弗4:16 本於祂，全身藉着每一(every)豐富供應的節，並藉着每一(each)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
功用，得以聯絡在一起，並結合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 

倪弟兄[壹]和李弟兄[貳]作爲今時代的執事，乃是我們的榜樣，使我們被成全，
『目的是爲着職事的工作，爲着建造基督的身體；』我們在今世正在得成全，
成爲基督身體上盡功用的肢體—11～12節，提前一16，四12，林前四16～17。 

『屬靈大漢』攔阻了(a hindrance to)召會職事(ministry)的產生；我們需要看見召
會內在的所是；所有領一他連得銀子的人都盡功用，召會作基督的身體就產生
出來；銀子象徵屬靈的恩賜，基督身體上的每一個肢體最少都有一他連得 — 

太二五14～30，羅十二6，林前十二4，12～27，彼前四10：[三~四 被成全盡功用] 
太25:18 但那領一他連得的，去掘開地，把他主人的銀子埋藏了。 2 

※[壹] 基督身體的時代—眾肢體都盡功用一同配搭建造 



五他連得的 二他連得的 一他連得的 

隨即拿去作買賣，另外
賺了五他連得。 

也照樣另賺了二他連得。
去掘開地，把他主人的
銀子埋藏了。 

帶著另外的五他連得進
前來， 

那領二他連得的也進前
來， 

隨後那領一他連得的，
也進前來， 

說，主阿，你交給我五
他連得；請看，我另賺
了五他連得。 

 

從他(一他連得的)奪過這
他連得來，給那有十他
連得的。 

說，主阿，你交給我二
他連得；請看，我另賺
了二他連得。 

因為凡有的，還要給他，
他就充盈有餘；沒有的，
連他所有的，也要從他
奪去。 

說，主阿，我知道你是
忍心的人，沒有撒種的
地方要收割，沒有簸散
的地方要收聚；我就害
怕，去把你的一他連得
埋藏在地裡；請看，你
仍有你所有的。(有藉口) 

主人對他說，好，良善
又忠信的奴僕，你在不
多的事上既是忠信的，
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
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主人對他說，好，良善
又忠信的奴僕，你在不
多的事上既是忠信的，
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
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主人就回答他說，又惡
又懶的奴僕，你既知道
我沒有撒種的地方要收
割，沒有簸散的地方要
收聚，…把這無用的奴
僕，扔在外面黑暗裡，
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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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他連得 (Talent，為最大的重量單位) 

  = 3,000 (Shekel，舍客勒) [出38:25-26] 

  一舍客勒 = 12公克(g) 

  3,000 x 12(g) = 36000(g) = 36公斤(kg) 

  每一羅馬銀幣重量 =16分=1.6錢=0.16兩 

  0.16兩 = 6公克(g) (因1兩=37.5g) 

  36,000g / 6g = 6,000 銀幣) [太25:15註2] 

一他連得有多少? 

Denarius 

(得拿利) 

 

1. 一銀幣為羅馬士兵一天工資或馬太二十章葡萄園雇工日薪(算是高薪)。 

2. 6,000/365(天) = 16.44 (年)。[一年工時104天  57.69年] 

3. 若以台灣基本時薪168元計，每日工作8小時，故每日可賺得1,334元。 

4. 6,000 x 1,334 = 8,004,000元 

5. 若以台灣平均月薪42,000元(主計處2021)，每週40小時每月總工時採
160小時計，故每日可賺得: 42,000元 / (160/8, 20日) = 2,100元。 

6. 6,000 x 2,100 = 12,6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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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們埋藏恩賜的八個原由 

  一、漠不關心或不在意恩賜。 

  二、不看重或藐視恩賜 (有恩賜，但是輕視恩賜)。 

  三、將我們的恩賜與別人的恩賜比較。 

  四、忽略 (忽略或忘了如火焰漸漸熄滅失去恩賜)。 

  五、被動 (被動非常殺死我們的恩賜)。[積極式被動] 

  六、害怕 (害怕是出於魔鬼的，要得加強到裡面的人裡)。 

  七、閒懶 (就是懶惰、不作甚麼，這會邀請撒但來攻擊)。 

  八、世俗 (與世界關聯和牽連，一些世俗的談話熄火)。 

5 【馬太福音結晶讀經 第二十一篇 在服事上忠信】 



今天神所要恢復的，乃是最難的點，就是以弗所四章十一至十六節的應驗；神
末了的工作就是恢復身體的見證。[五~六 恢復身體的見證] 

弗4:11 祂所賜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申言者，有些是傳福音者，有些是牧人和教師， 
弗4:12 爲要成全聖徒，目的是爲着職事的工作，爲着建造基督的身體， 
弗4:13直到我們眾人都達到了信仰上並對神兒子之完全認識上的一，達到了長成的人，達 
           到了基督豐滿之身材的度量， 
弗4: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爲波浪漂來漂去，並爲一切教訓之風所搖蕩，這教訓是在於 
   人的欺騙手法，在於將人引入錯謬系統的詭詐作爲； 
弗4:15 惟在愛裏持守着真實，我們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長到祂，就是元首基督裏面； 
弗4:16 本於祂，全身藉着每一(every)豐富供應的節，並藉着每一(each)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
功用，得以聯絡在一起，並結合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 

我們要看見身體會受錯用(misuse)『屬靈追求』所破壞 (見『歷史與啓示』下册）： 
• 賓路易師母(Mrs. Penn-Lewis)和史百克(T. Austin-Sparks)是二十世紀屬靈造詣很深的人，
他們開始時同工，後來卻分開了，不能屬靈在一起；這就給我們看見，『屬靈』是會
叫人分開的。 

• 賓路易師母認識主的死主觀的經歷，史百克看見基督的復活和復活的生命；但因他覺
得他屬靈的認識比賓路易師母高，所以離開，另外開始自己的工作；他們之間確實有
一點競爭的意味。 

• 史百克雖然『屬靈』，卻不彀認識召會(召會的合一與召會的立場)，他第二次訪問臺
灣時發表了異議的看法，這個異議所帶給我們的虧損，遠比他給我們的幫助多上十倍，
甚至五十倍。在那時以前，我們中間同心合意，非常和諧，但那些說自己得到史百克
弟兄『幫助』的人，成了分裂的因素。 

• 我們的確需要成爲真正屬靈的人，就是由調和的靈所管理、支配、引導、推動、管治、
約束並帶領的人；一個真正屬靈的人照着靈生活，不但在他的靈裏，也在身體裏、藉
着身體、爲着身體作每一件事並說每一句話；我們若真屬靈，就會竭力『以和平的聯
索，竭力保守那靈的一』—弗四3，林前二14～15，三1，3。 6 



以弗所 士每拿 別迦摩 

主的再來 

千 
年 
國 
度 

推雅推喇 

撒狄 

非拉鐵非 

老底嘉 

AD. 316 

AD. 600 

AD. 1517 

AD. 1820 

AD. 1848 

召會(恩典)時代 

7 

啟3:1 你要寫信給在撒狄的召會的使者…這 

           樣說，我知道你的行為，按名你是 

           活的，其實是死的。 

啟3:2 你要儆醒，堅固那剩下將要衰微的； 

           因我沒有見到你的行為，在我神面前 

           有一樣是完成的。 

啟3:4 然而在撒狄，你還有幾名是未曾玷污 

           自己衣服的，他們要穿白衣與我同行 

           ，因為他們是配得過的。 

[一代祝福，二代組織，三代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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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 

1820 

1848 

修改自聖經簡報站 

√ 

√ √ 

√ 

√ 

√ 
√ 
√ 

√ 

√ 
√ 

√ 

√ 

√ 
√ 

√ √ 

√ 

內裡生命派 
(奧秘派) 

賓路易師母 

史百克 

威爾斯大復興 
(伊凡·羅伯斯) 

1904 1942 
煙臺大復興 

(李常受) 



本篇信息—第貳大點之各中點 生命信息— 上冊 (篇題) 對應內容之標題 

一、神喜悅創造地 第33章 (神的喜悅) 

神喜悅地 

對於天的錯誤觀念 

在地上掌權 

二、神喜悅創造人 第33章 (神的喜悅) 神喜悅人 

三、神喜悅成爲肉體 第33章 (神的喜悅) 神喜悅成為肉體 

四、神喜悅基督的受浸 第33章 (神的喜悅) 神喜悅基督的受浸 

五、神喜悅復活得榮的基督 

第33章 (神的喜悅) 

第35章 

(基督的復活－神的喜悅) 

神喜悅復活的基督 

六、神喜悅祂的浪子回到祂那裏 
第29章 (福音書中的喫) 

第33章 (神的喜悅) 

三個比喻 

悔改的罪人 

上好的袍子 

生命的神 

七、神喜悅祂兒子啓示在我們裏面 第33章 (神的喜悅) 
神喜悅將祂兒子啟示在
我們裡面 [重生] 

八、神喜悅爲着祂的美意，在我們 

        裏面運行，使我們立志並行事 
第33章 (神的喜悅) 神喜悅在我們裡面運行 

九、神喜悅得着神人 (屬神的人) 

                           [生活] 

第34章 

(活出神聖的生命 

－神的喜悅) 

神人 

聖經與神人 

標準模型 9 

[A. 一~二—神在創造裡的喜悅] 

[B. 三~五—神對基督的喜悅] 

[C. 六~九—神對我們/召會的心意] 

[生活] 



本篇信息—第貳大點之各中點 生命信息— 上冊 (篇題) 對應內容之標題 

十、神喜悅我們喫基督作我們屬靈 
        的食物而因祂活着 [生活] 

第10章 (吸取主話的生命之路) 
第26章 (生命樹) 
第27章 (出埃及記中的喫) 
第28章 (美地上的喫) 
第29章 (福音書中的喫) 
第30章 (書信與啟示錄中的喫) 

略 

十一、神喜悅我們天天得以加強到 
            裏面的人裏，使基督藉着信 
            ，安家在我們心裏 [生活] 

第37章 
(得以加強到裡面的人裡－神
的喜悅) 

略 

十二、神喜悅我們留在靈裏，注意 
            我們的靈 [生活&事奉] 

第36章 
(在我們的靈裡－神的喜悅) 

略 

十三、神喜悅我們作奴僕服事祂， 
            以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 
            喜樂，活在神國的實際裏 

第15章 (聖徒中間的帶領) 
第18章 (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 

長老 
你們都是弟兄 

十四、神喜悅我們在靈裏敬拜祂 
第38章 
(在靈裡敬拜－神的喜悅) 

略 

十五、神喜悅我們在祂的職事裏與 
        祂是一，以完成祂永遠的經綸 

第15章 (聖徒中間的帶領) 
第19章 (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 
第24章 (神和神的話) 

職事 
神的經綸與不同的
教訓相對 
藉著祂的說話 

十六、我們必須是一班能使神在我 
            們裏面、同着我們、藉着我 
            們得着喜悅的人 

第33章 (神的喜悅) 
今天為著神喜悅的
一班人 

十七、神喜悅我們得榮耀 [E. 結果] 第33章 (神的喜悅)  [得意忘形] 神喜悅我們得榮耀 10 

[D. 十~十六—我們的操練與回應] 

[事奉] 

[事奉] 

[生活&事奉] 



神在祂的喜悅中 
要成就其永遠的經綸 

在創造裡 在基督裡 
在祂眾子 

(召會)裡 

一、創造地 

二、創造人 

三、成肉體 

四、受浸(死) 

五、復活(得榮) 

六、浪子(悔改) 

七、重生 

八~十一、生活行動 

十二~十六、事奉 

十七、得榮 (完成) 

神救恩生機的一面 (造2225) 

重生、牧養、聖化、更新 
變化、建造、模成、得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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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喜悅，祂心頭的願望，乃是使神喜樂的(what makes God happy)： 
一.神喜悅(happy)創造地 (the earth)；祂的國要建立在地上 (set up on the earth) —伯

三八4，7，太六10，啓五10，十一15，二一1，亞十二1。[A.一~二—神在創造裡的喜悅] 

二.神喜悅創造人；神對於祂所造的每一項都說『好』(創一4，10，12，21，25，) 

但對於人的創造，祂說『甚好』，因爲人有神的形像並得着神的管治權，爲着
神的榮耀和神的國(26，31，賽四三7，太六10，13下。)↓[B.三~五—神對基督的喜悅] 

三.神喜悅成爲肉體；（路二9～14；）耶穌是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遠的父、
和平的君，來作獨一的治理者，三一神的政權必擔在祂的肩頭上(賽九6～7；) 祂
是我們的救主和我們的以馬內利，神人，那與人聯結、調和、合併者。 

路2:10 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看哪，我報給你們大喜的好信息，是關乎萬民的。 

四.神喜悅基督的受浸(死)；當主受浸要開始祂公開的職事時，『諸天向祂開
了，…看哪，又有聲音從諸天之上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主耶穌站住一個典型之人的地位受浸，盡全般的義，讓自己擺到死(十字架)與
復活裏，使祂能彀在復活裏生活盡職—太三13～17。 

五.神喜悅復活得榮的基督；基督變化形像作爲復活之豫像的時候，『看哪，又
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祂；』（十

七5；）神喜悅祂兒子的復活與得榮（路二四26。）↓[C. 六~九—神對召會的心意] 

神喜悅祂的浪子回到祂那裏；路加十五章浪子的比喻，可以稱爲喜樂父親的比
喻；父親『跑』向回來的兒子後，（20，）就吩咐僕人把肥牛犢牽來宰了，說 

，『讓我們喫喝快樂；』（23；）這裏我們看見神的歡樂(merriment)。[悔改] 

※[貳] 神在創造裡、在基督裡、在祂眾子/召會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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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神喜悅祂兒子啓示在我們裏面—『神…樂意將祂兒子啓示在我裏面』（加一15

～16）—以及我們完全被帶進神兒子的名分裏；（四4～6，弗一4～5；）這成就
神的喜悅，使祂得着許多兒子，作祂團體的彰顯；神的兒子啓示在我們裏面 

，就帶我們進入地的意義，人的意義，以及成爲肉體、釘十字架並復活之主的
意義裏。[重生] 

八.神喜悅爲着祂的美意(good pleasure)，在我們裏面運行，使我們立志並行事；
（腓二13；）有身體生活之供應（一19）的基督徒生活是喜樂的生活；我們裏面
的喜樂，指明我們照着神的喜悅生活行動；腓立比書是保羅在監牢裏所寫的書
信，（13，四22，）說到對基督的經歷和享受，其結果乃是喜樂，所以也是一卷
充滿喜樂、歡喜的書(一4，18，25，二2，17～18，28～29，三1，四1，4。）[生活] 

腓4:4 你們要在主裏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x 12 ] 

神喜悅得着神人 (屬神的人)，（詩九十標題，申三三1，拉三2，）就是與神合而
爲一，活神並活出神以得着神的人 (提後三16～17，提前六11～12，腓三8，14)；

拿撒勒人耶穌是活出神之神人的標準模型(約六57，五19，30，十30)；主說祂來
不行自己的意思，也不尋求自己的榮耀；（五19，30，六38，七18；）當我們接
受基督作釘死的生命，使祂顯爲復活的生命，我們就經歷祂作內住並加力的復
活大能，使我們能否認自己的意思和自己的榮耀。（腓三10，林後四5～7，羅十
四7～9。）腓3:10  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神喜悅我們喫基督作我們屬靈的食物而因祂活着；（約六57；）喫基督乃是喫
祂的話，藉着運用我們的靈來禱讀主的話並默想主的話，使祂的話成爲我們心
中的歡喜快樂；（耶十五16，詩一一九15～16，書一8～9；）因基督活着，意思是
基督加力的元素成爲供應的因素，使我們活基督。[D. 十~十六—人操練與回應] 

約6:57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那喫我的人，也要因我活著。 13 



神喜悅我們天天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使基督藉着信，安家在我們心裏；我
們裏面的人是我們重生的靈，有神的生命爲其生命(弗三16～17，約三6下，羅八10。) 

弗3:16 願祂照着祂榮耀的豐富，藉着祂的靈，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生活] 

神喜悅我們留在靈裏，注意我們的靈；（6下；）當主說，『你們要住在我裏面， 
』（約十五4，）這位奇妙的『我』就在我們的靈裏；當我們因着在靈裏而在祂裏面 
，這世界的王在我們裏面是毫無所有—沒有立場，沒有機會，沒有盼望，任何事都
沒有可能。（十四30，參十二31～32。）羅8:6下 …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安。 
神喜悅我們作奴僕服事祂，以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活在神國的實際
裏；這爲神所喜悅，又爲人所稱許，並且保守召會的一，而有實行的身體生活—羅
十四17～18。羅14:18 這樣服事基督的，就爲神所喜悅，又爲人所稱許。[事奉] 
神喜悅我們在靈裏敬拜(事奉)祂；神永遠的經綸是以我們調和的(mingled)靈爲中
心(focus)，並且是藉着(by)我們調和的靈而得以完成—這調和的靈就是神聖的靈
和我們人的靈調和在一起成爲一靈—約四23～24，羅八16，林前六17，羅一9。 
神喜悅我們在祂的職事裏與祂是一，以完成祂永遠的經綸；在主的職事裏，我
們只在意神聖的分賜(the divine dispensing)，就是三一神具體化身在基督裏，實
化爲那靈，分賜到祂所揀選的人裏面—弗一9～11，三2，9～10，林後三3，6。 

彼前4: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將這恩賜彼此供應，作神諸般恩典的好管家。 
十六.我們必須是一班能使神在我們裏面、同着我們、藉着我們得着喜悅的人；
我們必須『懷着雄心大志，…要討主的喜悅』(林後五9)，就是要與基督這在十
字架上犧牲自己，生產那使神和人喜樂的新酒者是一 (士九12～13，太九17。） 

十七.神喜悅我們得榮耀—『今時的苦楚，不配與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相比。
受造之物正在專切期望着，熱切等待神的眾子顯示出來。…指望着受造之物自
己，也要從敗壞的奴役得着釋放，得享神兒女之榮耀的自由。我們知道一切受
造之物一同歎息，一同受生產之苦，直到如今。此外，就是我們這有那靈作初
熟果子的，也是自己裏面歎息，熱切等待兒子的名分，就是我們的身體得贖』。 

   林後4:17 因為我們這短暫輕微的苦楚，要極盡超越的為我們成就永遠重大的榮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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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今天為著神喜悅的一班人 

        這個恢復乃是叫神重新得著祂的喜悅。當然

今天的基督教對祂並不是喜樂的根源。我們必須

是一班能使神在我們中間得著喜悅的人。…如今

我們是照著神的喜悅而生活、行動。當我們得榮

耀的日子，那個喜悅要達到極點(興奮得忘形)。 

[生命信息上冊第33章—神的喜悅] 

逆著性、順著靈、否認己、活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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