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周  感谢 

周一                                感恩的重要 

腓四 6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

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西四 2 你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在此儆醒感恩， 

说到祷告和谢恩，我们都能领会。常常我们一祷告，里

面就明亮了；若再加上谢恩，我们里面就活过来了。祷告就

如接电，谢恩就如发光；有时我们接上电了，却觉得好象没

有什么反应，这是因为光祷告不谢恩，还亮不起来。所以要

我们的生活一直“发光不闪烁”，就需要“不住祷告，凡事

谢恩”。从我们的经历来看，只要祷告加上谢恩，就算你原

来没有住在主里面，也住进去了。你要住进去不出来，一直

地停留在里面，就需要不住祷告，并且凡事谢恩。（住在主

里面，享受主生命，第三篇。） 

所有会祷告的人，在他们的祷告里面，都有相当的感

谢。我们很容易明白，光求不谢是没有道理的。你就是去求

一个人替你办一件事，他答应替你办，你岂不是马上要谢谢

他么？不要说他替你办成了你要谢谢他，就是他答应替你

办，你也要谢谢他。所以每一个祷告里头都得带着感谢。你

一祷告到里头平安了，担子卸去了，马上要感谢。你要对神

说，神阿，我能这样把我的事告诉你，我感谢你。我里头平

安了，我信你听了我的祷告，应允了我的祈求，我感谢你。

你不要等到祷告得着成全了再来感谢，要在没有成全之先，

就开始感谢。每一次祷告里面觉得平安了，就该感谢。（初

信课程，第七课。）  

保罗在（腓立比）四章六节不是说祷告、祈求和感谢，

乃是说祷告和祈求，带着感谢；他这么说相当有意义。我们

祷告、祈求的时候，都该伴随着对主的感谢。最近我又学了

一次感谢主的功课。我求主恢复我健康的时候，祂责备我，

没有为着目前仍然拥有的健康感谢祂。每当我们生病的时

候，必须对主说，“主，我感谢你，我多少还有点健康。

主，我病了，可是我还没有病到一个地步，不能把基督服事

给众圣徒。但是，主阿，你知道，我不是完全的健康。因

此，我求你使我康复，完全健康起来。”我们都必须学习这

样向主祈求。（腓立比书生命读经，第六十二篇。） 

在祷告上我们需要儆醒、警戒，不可轻忽。这种儆醒该

带着感恩。缺少感恩，指明没有祷告；祷告生活是藉儆醒感

恩维持的。（西四 2 注 3）。 

保罗嘱咐我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他告诉我们要在此儆

醒感恩。（西四 2。）这指明我们若没有为着甚么感谢神，

我们就必定缺少祷告。我们要终日感谢神。我们要成为那些

不断向神献上感谢的人。如果我们一直向主献上感谢，你想

弟兄会与妻子争辩么？当然不会！夫妻之间争辩，乃是缺少

祷告的表记。夫妻所以争执，乃是因为他们缺少祷告。一个

祷告之人的表记乃是感谢。倘若你是一个坚定持续祷告的

人，你就会不住的感谢主。这样向主献上感谢，会保守你在

祷告的生活中。 

在四章二节保罗不是说，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并要儆

醒。他乃是说，“你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在此儆醒感

恩。”我们藉着献上感谢而儆醒祷告。如果我们不断向主献

上感谢，我们的对头就无法使我们离开祷告的生活。祷告乃

是藉着儆醒感恩维持的。（歌罗西书生命读经，第六十五

篇。） 



第二周 • 周二                   凡事谢恩 

西三 17 凡你们所作的，无论是什么，或说话，或行

事，都要在主耶稣的名里，借着祂感谢父神。 

帖前五 16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

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对你们的旨意。 

我们要在甚么事上赞美感谢呢？歌罗西三章十七节和帖

前五章十八节，都说到要凡事谢恩。我们需要学习有感恩的

习惯。凡事谢恩，意思就是无论大事或小事，好事或坏事，

都要感恩。有一个弟兄是铁路工人。有一次在工作时，正好

有火车过来，他一不小心，一只腿就被火车轧断了。他在医

院里醒过来时，人问他有甚么话要说？他回答说，赞美感谢

主。人就笑他说，这是甚么时候，你还能赞美感谢。他说，

不可以看腿断去多少只，要看腿留下多少只。这个就是得胜

的音调。得胜的音调，是在患难中还有感谢赞美。我们的心

必须顺服主，主给你甚么，你都乐意接受，并且安歇在主的

旨意中。若是遇到患难，只有忍耐，这是不彀的。圣经里的

忍耐不只是消极的忍受。歌罗西一章十一节说，我们需要欢

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咬紧牙根的忍耐宽容，是没有用的。得

胜的忍耐乃是欢欢喜喜的忍耐。只有完全接受神的旨意的

人，才能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 41

冊，第二十篇。）。 

我们必须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并且不销

灭那灵（帖前五 16～19）。保罗把这四件事摆在一起。你若

想要祷告，你必须喜乐。你若想要祷告，你必须凡事谢恩。

你若想要祷告，你必须不销灭那灵。常常喜乐，不住地祷

告，凡事谢恩，不销灭那灵，这四件事是并行的。你若不喜

乐，就销灭了那灵。你若不祷告，就销灭了那灵。你若不谢

恩，就销灭了那灵。从早到晚，你必须说，“赞美主！”从

早到晚，你该凡事谢恩。（关于活力排之急切需要的交通，

第十三篇。） 

所有新约的信徒都是约瑟。也许你不觉得自己是约瑟，

但主说你是。只要你是信徒，你就不再是流便，乃是约瑟。

因为你是约瑟，你所遭遇的一切就都是福。天、地、雪、

雨、露、以及地底下的一切，对你都是福。这就是新约告诉

我们，要凡事感谢主（弗五 20，帖前五 18）的原因。我怀

疑有没有顽皮孩子的父母，为着他们顽皮的孩子感谢过主。

你若有一个顽皮的孩子，你必须感谢主说，“主，我真要为

这顽皮的孩子感谢你。主，我为这不听话而顽梗的孩子感谢

你。这孩子对我是何等的祝福！”这样的孩子若一直是流

便，一切对他就都是咒诅。但他若信了主，他就要成为另一

个约瑟，然后所临到他的一切都要成为祝福。你若细读新

约，会看见新约的信徒是蒙福的人。我们是那些在宇宙之福

下的人。这就是我们不该咒诅人（罗十一 14）的原因。因着

一切对我们都是福，我们就不能不祝福别人。即使别人恶待

我们，那个恶待也是福。因此我们无须咒诅他们，反而要祝

福他们。我们可以说，“为着你恨我，我谢谢你。愿神祝福

你。你的怨恨对我是福。我能在任何情况中祝福你。你待我

好，我祝福你；你待我不好，我还是祝福你。”赞美主，我

们是蒙福的人！ 

你若看见这点，就明白你是在神的祝福之下。但我们仍

然常在天然里说话，当我们得着甚么，我们就为着主的祝福

感谢祂。但当我们失去甚么，通常我们就不感谢祂。我们需

要看见异象，我们是约瑟，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是在神的

祝福之下。我们所遭遇的不论好坏，我们都应当说，“阿利

路亚！赞美主！这是福。”（创世记生命读经，第一百零六

篇。） 



第二周 • 周三      凡事谢恩過正当的基督徒生活  

帖前五 18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对你们的

旨意。 

西三 17 凡你们所作的，…都要在主耶稣的名里，借着

祂感谢父神。 

弗五 20  凡事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里，时常感谢神

与父， 

在圣经中好象我们读不到（谢恩）这样的真理。事实

上，圣经是一本奥秘的书，蕴含着无穷的亮光。在新约二十

七卷书里，只有帖撒罗尼迦前书、歌罗西书和以弗所书这三

卷书说到“凡事谢恩”这件事；这三卷书都是使徒保罗的著

作，并且很希奇地，这三卷书有着奥妙而美好的顺序。 

第一卷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论到我们如何得救，该如何

过圣洁的生活，以致灵、魂、体全然成圣；这样，当主来的

时候，我们就可以预备好迎见祂。这是论到正当基督徒的普

通生活。第二卷是歌罗西书，乃是论到基督，末了就说到经

历基督；经历基督的生活，就是凡事谢恩的生活。不仅正当

基督徒的生活，是凡事谢恩的生活；就是经历基督的生活，

也是归结于凡事谢恩。第三卷是以弗所书，与歌罗西书为姊

妹书，乃是论到召会，末了就说到经历召会。我们要活在灵

里，才能过召会生活。这样的召会生活，也是归结于凡事谢

恩。 

因此我们能清楚看见：无论是过正当的基督徒生活，或

经历基督的生活，还是过召会生活，其归结都是凡事谢恩。

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三阶段：一般的基督徒生活，经历基督、

住在基督里、活着就是基督的生活，以及经历身体的召会生

活；每一个阶段的生活，都离不开凡事谢恩。一离开凡事谢

恩，基督徒的生活就会走了样。 

我得救最初十年的生活光景，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里。我是个得救的人，在一切事上，我都愿意学习分别为

圣，天天保守自己不沾染污秽，为使自己的灵、魂、体都蒙

保守，直到我能预备好迎见主。这是我基督徒初阶的生活。

慢慢地我有了进步，并且开始研读圣经，研读一些关于内里

生命的书，对基督就有了更多的认识。我开始知道基督怎样

作我的生命，… 

当我经历基督越来越深时，我就领悟到，经历基督的生

活，还不是为着我个人，乃是为着祂的召会，为着召会的见

证。我们都是蒙恩得着基督的人；我们蒙恩得着基督的结

果，就是在召会中。因此我们至终还需要活在召会里，过召

会生活。这是基督徒最深阶段的生活。这三阶段的生活，其

归结都是凡事谢恩；若没有凡事谢恩，我们就无法过正确的

基督徒生活。 

谢恩和祷告就如人的两只脚，缺一不可。只有祷告没有

谢恩不行，光谢恩没有祷告也是不行。因此我们必须祷告加

上谢恩，谢恩带着祷告；两个总得一起来。至于哪个先哪个

后，都没有关系；只要两个都有，你走起基督徒生活的路来

就很便利。照样，当我们照顾喂养新人时，不仅要教他们祷

告，还要教他们谢恩。 

当你走属灵的路时，不要问该先走左脚还是右脚。实在

说来，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我走路时是哪一脚先走。若是

你去注意、去定规，恐怕很难走。所以我们过基督徒的生

活，祷告谢恩、谢恩祷告，总是这么走。也许你临睡时是先

祷告后谢恩，但早晨起来时却是先谢恩后祷告。祷告谢恩，

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的两只脚，少了一只脚，就步履维艰；若

两只脚都少了，那就寸步难行，无法活动。基督徒若不祷告

也不谢恩，就无法有正当的基督徒生活。（住在主里面，享

受主生命，第三篇。） 



第二周 • 周四           感谢和赞美是得胜的音调 

彼前四 12 亲爱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为要试炼你们 

~13 ，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照

着你们有分于基督苦难的多少而欢乐，使你们在

祂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喜乐欢腾。 

太五 11 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 

~12 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喜乐欢

腾，因为你们在诸天之上的 1 赏赐是大的；… 

有的弟兄姊妹，一见试炼来到，就皱起眉头说，又来

了！但彼得说，要欢喜的感谢神说，又来了。甚么时候你能

感谢赞美神，你就在患难之上了，没有一件东西能把我们摆

在试探上面，摆在环境上面，摆在难处上面，过于喜乐和感

谢赞美的。这是一个得胜者所该显出的得胜音调。 

在烟台，有一位姊妹过了得胜的关，真是受试炼。一个

女儿过了几个钟头死了，丈夫在离得很远的地方。她的女儿

一死，弟兄姊妹们去安慰她。她的眼睛虽然流泪，她的面孔

还会笑。她说，感谢赞美神，孩子死了是可惜，但不知道为

甚么还能顶欢喜快乐。弟兄姊妹们本来打算去安慰她，反而

被她安慰了一顿回来。这个假不来。得胜就是用这样的音调

保守着。就是在受试炼的时候，还能欢喜赞美神。 

今天基督人在地上，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好像样本。

神把你摆在地上作样本。这样子好看不好看呢？人哭你也

哭，人难你也难，你与世人一样无二，你的得胜在那里呢？

我们该在这些事的上面，叫他们看见我们有喜乐，有力量。

虽然好像疯子，但是他们羡慕能叫你好像疯子的基督。但愿

神施恩给我们，叫我们在试炼中，能显出基督的得胜来。 

马太五章十一至十二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

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

（希腊文作‘大大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

大的。”人家骂你，你说我现在要忍耐；人家辱骂你，你说

我现在不还嘴。你不要以为你忍耐，你不还嘴就已经彀了。

若是你只有忍耐，只不还嘴，就已经失败了。忍耐、不还

嘴，这种态度世界上的人作得到，和尚作得到，儒者作得

到。我们应常和他们不一样。人家在那里骂你的时候，你

说，主，我感谢赞美你，你以人骂你为可喜乐的。人家逼迫

你的时候，你说，主，我感谢赞美你，你以人逼迫你为可喜

乐的。你的得胜如果是得胜，你必定大大欢喜快乐。得胜如

果不过是忍耐，就不过是人作的。一切人作的，都是压制

的。一切主作的，都是能欢喜快乐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的问题，是腔调对不对。今天

最大的难处，是以为忍耐是无上的道德了。当人骂你的时

候，你能不能大大快乐呢？当人骂你的时候，你还是面朝

下，不过不作声而已呢？有顶多的人，受人家的逼迫。有顶

多的姊妹，受丈夫的逼迫。有顶多的人，受人捏造言语的毁

谤。我们怎么作呢？我们求主保守我们不发脾气，我们求主

保守我们不冒火。我们没有发脾气，没有冒火，就以为得胜

了。你大得胜没有？你自己得胜了是不错，但是，这不是主

给你的得胜。如果是主的得胜，就当有人辱骂你的时候，你

能大大感谢赞美主；当有人逼迫你的时候，你能大大感谢赞

美主。我再说，甚么时候你不感谢神，甚么时候你不赞美

神，你就已经失败了。得胜的音调，就是感谢和赞美。 

弟兄姊妹们，这一个是得胜的音调。我巴不得神开我们

的眼睛。凡不是得胜有余的得胜，是在那里仿造得胜。你在

那里压制、降服，你就是在那里仿造得胜。如果是基督活在

你里面，你就在任何的事上，都能欢喜快乐，同时也能感谢

赞美神，能说阿利路亚赞美神，从今时直到永远。（得胜的

生命，第十篇。） 



第二周 • 周五       帶著感谢享受三一神的主观拯救 

腓四 6~7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

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那超越人所

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你们的

心怀意念。 

（腓立比）四章六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

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祷告是

一般的，带着敬拜和交通的成分；祈求是专一的，为着特殊

的需要。在凡事上，我们该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有人或许

说，‘我告诉神，神也不听。’这是因为他们所要的，乃是

神之外的东西，神从来不太答应这样的祷告。… 

我们应当为我们的不长进、生命不够、不得胜、不照着

灵、不活出基督这些事祷告。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带着感谢

祷告。不是苦求，乃是带着感谢祷告着祈求。带着感谢的意

思就是，你虽然还没有得着，但你相信已经得着了。你信所

求的，神一定给你。这样在祷告中与神交通的结果，乃是腓

立比四章七节所说的：‘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

基督耶稣里，保卫你们的心怀意念。’ 

享受三一神主观拯救的路就在于与祂合作。祂有全备的

供应，但你必须让祂供应你。祂有大能，但你必须住在祂里

面。你不住在祂里面，即使祂有全备的供应和复活的大能，

也无法成为你的享受。同时，祂要在你里面运行，但你必须

合作，你必须顺服。顺服最好的表现，就是祷告。正常的祷

告总是带着感谢，感谢着祷告祈求。结果神就在你的里面运

行、卫戌、保卫你里面的人，保卫你的心怀意念。这样，你

就享受祂的平安与同在。 

总之，我们必须与祂合作。祂有全备的供应，我们必须

与祂合作，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顺服祂在我们里面的推动，

并且带着感谢祷告祈求。当我们如此行，我们立刻会感觉神

在我们里面运行，也在我们里面保卫我们。祂不仅保护我们

的外面，更保卫我们里面的心怀意念。这样，我们就享受三

一神主观的拯救。这样享受所活出来的结果，就是基督在我

们身上显大。 

你必须到主面前，向主祷告说，‘主阿，我感谢你，你

是那丰富的灵，包罗万有，供应全备。我也感谢你是那复活

的主，有复活的大能。主，我更感谢你是那平安的神，赐给

我平安。我愿停下自己一切的活动，不再挣扎，不再努力，

也不再盼望改自己。主阿，我不要爱世界，也不要爱你之外

的东西，我就是爱你，单单的爱你。主，谢谢你是三一神在

我里面运行，我愿意与你合作，享受你全备的供应，经历你

在我里面复活的大能。我更愿意时刻带着感谢祷告祈求，把

我所要的这些属灵的、成圣的、得胜的一切事告诉你。’亲

爱的弟兄姊妹，你若这样祷告，你里面就平安了，你里面马

上就享受神的同在，神的运行。你也实在能觉得，有一个大

能在扶持你。这就是享受。然而不要只在祷告的时候，才这

样享受，你要整天都维持在这样祷告的灵里。 

所以圣经才说，要不住的祷告。你一直在这样祷告的灵

里，你就能一直享受三一神。今天这三一神，就是父在子里

面，子成了那灵，把一切祂所成全的、所是的、所能的，都

带到我们里面。我们如今所需要的，就是与祂合作，顺服

祂，让祂作，并且常常带着感谢祷告祈求，常常在祷告的灵

里对祂说话。这样，我们就享受了祂，我们里面就有生命和

平安。这就是享受三一神的主观拯救。（主观经历內住的基

督，第九章。） 



第二周 • 周六           在擘饼聚会中的感谢 

太二六 27 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

喝这个， 

林前十一 24 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 

~25 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饭后，

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

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

记念我。 

在聚会里我們也需要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为我们作那

些恩典的事。赞美的对象，是神的作为，和神的美德。感谢

的对象，乃是神的恩典，和神恩典的工作。（初信课程，第

九課。） 

关于擘饼聚会的意义，圣经题到两方面：林前十一章是

一方面，林前十章又是一方面。十一章说，这一个饼是主的

身体，就是指主肉身的身体说的。（24。）这一个身体为我

们舍了，叫我们的罪能得着赦免，叫我们能得着生命。这里

的基本思想，是为的记念主。在林前十章里，有另外一个看

法，那里说，“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17。）饼在十

一章里是指主肉身的身体，在十章里乃是指我们。换句话

说，十一章是注重记念主，十章是注重儿女的交通。 

擘饼聚会是为着纪念主的，既然主的救恩有两段，那么

擘饼聚会就自然也有两段。在没有擘饼以前，是子的一段；

在擘饼以后，是父的一段。在没有擘饼以前，是主的一段，

在擘饼以后，是神的一段。 

我们乃是先到主的面前来看见我们自己如何是一个罪

人，是悖逆之子，是可怒之子，是在神的审判底下，自己没

有办法拯救自己的人。可是，因着主耶稣替我们流血，替我

们赎罪，所以我们能彀来到主面前，接受主的生命。我们作

罪人的时候，是先到主的面前来；我们看见我们的罪如何得

着赦免的的时候，也先到主的面前来。所以，我们擘饼的第

一段，所有的诗歌、所有的感谢、所有的赞美，也都是到主

的面前来。 

我们到了主的面前，我们在那里感谢，我们在那里赞

美。实在说起来，除了感谢赞美之外，不能作别的。在这个

聚会中，祈求不合式。我们不能求主为我们流血。这是祂已

成的事，我们不必求，我们只好感谢，我们只好赞美。不管

用祷告的方式也好，用唱诗的方式也好，我们总是感谢，总

是赞美，感谢是注意主的工作，赞美是注意主的自己；感谢

是因为祂所作的，赞美是因为祂所是的。在起头的时候感谢

比较多，逐渐逐渐就到了赞美。一面感谢，一面赞美。我们

看见祂替我们所作的是何等奇妙的工作，我们也看见祂自己

的身位是何等奇妙的救主。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感谢到了一个

地步，我们就要赞美，赞美到了最高峰的时候，就是我们该

擘饼的时候。 

我们擘饼以后，第二段就开始。主不要人来到祂面前之

后就停在那里。人接受主，不停止在主那里。这是一件奇妙

的事：我们接受主，父又接受我们。这件事我们必须认识清

楚。在福音上是我们接受主，不是接受父。全部圣经没有给

我们看见要我们接受父，都是叫我们接受子。而我们自己却

是被父接受的。因为我们接受子，父就看我们是可以接受

的。我们接受子是救恩的前一半，父接受我们，教恩就完

全。子是我们接受的，这是一半；神看我们是可以属乎祂

的，那就完全。所以擘饼以后，就可以到父面前去。我们已

经接受主，已经遇见主了，主就把我们带到父面前去。这是

擘饼的第二段，我们应该到神的面前去赞美神。（倪柝声文

集第三辑，第 02 冊，初信造就，上冊，第十三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