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週  感謝 

週一                                感恩的重要 

腓四 6 應當一無罣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帶著

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西四 2 你們要堅定持續的禱告，在此儆醒感恩， 

說到禱告和謝恩，我們都能領會。常常我們一禱告，裡

面就明亮了；若再加上謝恩，我們裡面就活過來了。禱告就

如接電，謝恩就如發光；有時我們接上電了，卻覺得好像沒

有什麼反應，這是因為光禱告不謝恩，還亮不起來。所以要

我們的生活一直『發光不閃爍 』，就需要『不住禱告，凡事

謝恩』。從我們的經歷來看，只要禱告加上謝恩，就算你原

來沒有住在主裡面，也住進去了。你要住進去不出來，一直

地停留在裡面，就需要不住禱告，並且凡事謝恩。（住在主

裡面，享受主生命，第三篇。） 

所有會禱告的人，在他們的禱告裡面，都有相當的感

謝。我們很容易明白，光求不謝是沒有道理的。你就是去求

一個人替你辦一件事，他答應替你辦，你豈不是馬上要謝謝

他麼？不要說他替你辦成了你要謝謝他，就是他答應替你

辦，你也要謝謝他。所以每一個禱告裡頭都得帶著感謝。你

一禱告到裡頭平安了，擔子卸去了，馬上要感謝。你要對神

說，神阿，我能這樣把我的事告訴你，我感謝你。我裡頭平

安了，我信你聽了我的禱告，應允了我的祈求，我感謝你。

你不要等到禱告得著成全了再來感謝，要在沒有成全之先，

就開始感謝。每一次禱告裡面覺得平安了，就該感謝。（初

信課程，第七課。）  

保羅在（腓立比）四章六節不是說禱告、祈求和感謝，

乃是說禱告和祈求，帶著感謝；他這麼說相當有意義。我們

禱告、祈求的時候，都該伴隨著對主的感謝。最近我又學了

一次感謝主的功課。我求主恢復我健康的時候，祂責備我，

沒有為著目前仍然擁有的健康感謝祂。每當我們生病的時

候，必須對主說，『主，我感謝你，我多少還有點健康。

主，我病了，可是我還沒有病到一個地步，不能把基督服事

給眾聖徒。但是，主阿，你知道，我不是完全的健康。因

此，我求你使我康復，完全健康起來。』我們都必須學習這

樣向主祈求。（腓立比書生命讀經，第六十二篇。） 

在禱告上我們需要儆醒、警戒，不可輕忽。這種儆醒該

帶著感恩。缺少感恩，指明沒有禱告；禱告生活是藉儆醒感

恩維持的（西四 2 註 3）。 

保羅囑咐我們要堅定持續的禱告，他告訴我們要在此儆

醒感恩。（西四 2。）這指明我們若沒有為著甚麼感謝神，

我們就必定缺少禱告。我們要終日感謝神。我們要成為那些

不斷向神獻上感謝的人。如果我們一直向主獻上感謝，你想

弟兄會與妻子爭辯麼？當然不會！夫妻之間爭辯，乃是缺少

禱告的表記。夫妻所以爭執，乃是因為他們缺少禱告。一個

禱告之人的表記乃是感謝。倘若你是一個堅定持續禱告的

人，你就會不住的感謝主。這樣向主獻上感謝，會保守你在

禱告的生活中。 

在四章二節保羅不是說，要堅定持續的禱告，並要儆

醒。他乃是說，『你們要堅定持續的禱告，在此儆醒感

恩。』我們藉著獻上感謝而儆醒禱告。如果我們不斷向主獻

上感謝，我們的對頭就無法使我們離開禱告的生活。禱告乃

是藉著儆醒感恩維持的。（歌羅西書生命讀經，第六十五

篇。） 



第二週 • 週二                   凡事謝恩 

西三 17 凡你們所作的，無論是甚麼，或說話，或行

事，都要在主耶穌的名裡，藉著祂感謝父神。 

帖前五 16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

~18 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對你們的旨意。 

我們要在甚麼事上讚美感謝呢？歌羅西三章十七節和帖

前五章十八節，都說到要凡事謝恩。我們需要學習有感恩的

習慣。凡事謝恩，意思就是無論大事或小事，好事或壞事，

都要感恩。有一個弟兄是鐵路工人。有一次在工作時，正好

有火車過來，他一不小心，一隻腿就被火車軋斷了。他在醫

院裏醒過來時，人問他有甚麼話要說？他回答說，讚美感謝

主。人就笑他說，這是甚麼時候，你還能讚美感謝。他說，

不可以看腿斷去多少隻，要看腿留下多少隻。這個就是得勝

的音調。得勝的音調，是在患難中還有感謝讚美。我們的心

必須順服主，主給你甚麼，你都樂意接受，並且安歇在主的

旨意中。若是遇到患難，只有忍耐，這是不彀的。聖經裏的

忍耐不只是消極的忍受。歌羅西一章十一節說，我們需要歡

歡喜喜的忍耐寬容。咬緊牙根的忍耐寬容，是沒有用的。得

勝的忍耐乃是歡歡喜喜的忍耐。只有完全接受神的旨意的

人，纔能歡歡喜喜的忍耐寬容（倪柝聲文集第二輯，第 41

冊，第二十篇。）。 

我們必須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並且不銷

滅那靈。（帖前五 16～19。）保羅把這四件事擺在一起。你

若想要禱告，你必須喜樂。你若想要禱告，你必須凡事謝

恩。你若想要禱告，你必須不銷滅那靈。常常喜樂，不住的

禱告，凡事謝恩，不銷滅那靈，這四件事是並行的。你若不

喜樂，就銷滅了那靈。你若不禱告，就銷滅了那靈。你若不

謝恩，就銷滅了那靈。從早到晚，你必須說，『讚美主！』

從早到晚，你該凡事謝恩。（關於活力排之急切需要的交

通，第十三篇。） 

所有新約的信徒都是約瑟。也許你不覺得自己是約瑟，

但主說你是。只要你是信徒，你就不再是流便，乃是約瑟。

因為你是約瑟，你所遭遇的一切就都是福。天、地、雪、

雨、露、以及地底下的一切，對你都是福。這就是新約告訴

我們，要凡事感謝主（弗五 20，帖前五 18）的原因。我懷

疑有沒有頑皮孩子的父母，為著他們頑皮的孩子感謝過主。

你若有一個頑皮的孩子，你必須感謝主說，『主，我真要為

這頑皮的孩子感謝你。主，我為這不聽話而頑梗的孩子感謝

你。這孩子對我是何等的祝福！』這樣的孩子若一直是流

便，一切對他就都是咒詛。但他若信了主，他就要成為另一

個約瑟，然後所臨到他的一切都要成為祝福。你若細讀新

約，會看見新約的信徒是蒙福的人。我們是那些在宇宙之福

下的人。這就是我們不該咒詛人（羅十一 14）的原因。因著

一切對我們都是福，我們就不能不祝福別人。即使別人惡待

我們，那個惡待也是福。因此我們無須咒詛他們，反而要祝

福他們。我們可以說，『為著你恨我，我謝謝你。願神祝福

你。你的怨恨對我是福。我能在任何情況中祝福你。你待我

好，我祝福你；你待我不好，我還是祝福你。』讚美主，我

們是蒙福的人！ 

你若看見這點，就明白你是在神的祝福之下。但我們仍

然常在天然裏說話，當我們得著甚麼，我們就為著主的祝福

感謝祂。但當我們失去甚麼，通常我們就不感謝祂。我們需

要看見異象，我們是約瑟，我們是蒙福的人，我們是在神的

祝福之下。我們所遭遇的不論好壞，我們都應當說，『阿利

路亞！讚美主！這是福。』（創世記生命讀經，第一百零六

篇。） 



第二週 • 週三      凡事謝恩過正當的基督徒生活  

帖前五 18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對你們的

旨意。 

西三 17 凡你們所作的，…都要在主耶穌的名裡，藉著

祂感謝父神。 

弗五 20  凡事要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裡，時常感謝神

與父， 

在聖經中好像我們讀不到（謝恩）這樣的真理。事實

上，聖經是一本奧秘的書，蘊含著無窮的亮光。在新約二十

七卷書裡，只有帖撒羅尼迦前書、歌羅西書和以弗所書這三

卷書說到『 凡事謝恩 』這件事；這三卷書都是使徒保羅的

著作，並且很希奇地，這三卷書有著奧妙而美好的順序。 

第一卷是帖撒羅尼迦前書，論到我們如何得救，該如何

過聖潔的生活，以致靈、魂、體全然成聖；這樣，當主來的

時候，我們就可以預備好迎見祂。這是論到正當基督徒的普

通生活。第二卷是歌羅西書，乃是論到基督，末了就說到經

歷基督；經歷基督的生活，就是凡事謝恩的生活。不僅正當

基督徒的生活，是凡事謝恩的生活；就是經歷基督的生活，

也是歸結於凡事謝恩。第三卷是以弗所書，與歌羅西書為姊

妹書，乃是論到召會，末了就說到經歷召會。我們要活在靈

裡，才能過召會生活。這樣的召會生活，也是歸結於凡事謝

恩。 

因此我們能清礎看見：無論是過正當的基督徒生活，或

經歷基督的生活，還是過召會生活，其歸結都是凡事謝恩。

我們基督徒生活的三階段：一般的基督徒生活，經歷基督、

住在基督裡、活著就是基督的生活，以及經歷身體的召會生

活；每一個階段的生活，都離不開凡事謝恩。一離開凡事謝

恩，基督徒的生活就會走了樣。 

我得救最初十年的生活光景，就是在帖撒羅尼迦前書

裡。我是個得救的人，在一切事上，我都願意學習分別為

聖，天天保守自己不沾染污穢，為使自己的靈、魂、體都蒙

保守，直到我能預備好迎見主。這是我基督徒初階的生活。

慢慢地我有了進步，並且開始研讀聖經，研讀一些關於內裡

生命的書，對基督就有了更多的認識。我開始知道基督怎樣

作我的生命，… 

當我經歷基督越來越深時，我就領悟到，經歷基督的生

活，還不是為著我個人，乃是為著祂的召會，為著召會的見

証。我們都是蒙恩得著基督的人；我們蒙恩得著基督的結

果，就是在召會中。因此我們至終還需要活在召會裡，過召

會生活。這是基督徒最深階段的生活。這三階段的生活，其

歸結都是凡事謝恩；若沒有凡事謝恩，我們就無法過正確的

基督徒生活。 

謝恩和禱告就如人的兩只腳，缺一不可。只有禱告沒有

謝恩不行，光謝恩沒有禱告也是不行。因此我們必須禱告加

上謝恩，謝恩帶著禱告；兩個總得一起來。至於哪個先哪個

後，都沒有關係；只要兩個都有，你走起基督徒生活的路來

就很便利。照樣，當我們照顧餧養新人時，不僅要教他們禱

告，還要教他們謝恩。 

當你走屬靈的路時，不要問該先走左腳還是右腳。實在

說來，直到今天我還不知道，我走路時是哪一腳先走。若是

你去注意、去定規，恐怕很難走。所以我們過基督徒的生

活，禱告謝恩、謝恩禱告，總是這麼走。也許你臨睡時是先

禱告後謝恩，但早晨起來時卻是先謝恩後禱告。禱告謝恩，

是我們基督徒屬靈的兩只腳，少了一只腳，就步履維艱；若

兩只腳都少了，那就寸步難行，無法活動。基督徒若不禱告

也不謝恩，就無法有正當的基督徒生活。（住在主裡面，享

受主生命，第三篇。） 



第二週 • 週四           感謝和讚美是得勝的音調 

彼前四 12 親愛的，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為要試煉你們 

~13 ，不要以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照

著你們有分於基督苦難的多少而歡樂，使你們在

祂榮耀顯現的時候，也可以喜樂歡騰。 

太五 11 人若因我的緣故，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 

~12 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喜樂歡

騰，因為你們在諸天之上的賞賜是大的；… 

有的弟兄姊妹，一見試煉來到，就皺起眉頭說，又來

了！但彼得說，要歡喜的感謝神說，又來了。甚麼時候你能

感謝讚美神，你就在患難之上了，沒有一件東西能把我們擺

在試探上面，擺在環境上面，擺在難處上面，過於喜樂和感

謝讚美的。這是一個得勝者所該顯出的得勝音調。 

在煙臺，有一位姊妹過了得勝的關，真是受試煉。一個

女兒過了幾個鐘頭死了，丈夫在離得很遠的地方。她的女兒

一死，弟兄姊妹們去安慰她。她的眼睛雖然流淚，她的面孔

還會笑。她說，感謝讚美神，孩子死了是可惜，但不知道為

甚麼還能頂歡喜快樂。弟兄姊妹們本來打算去安慰她，反而

被她安慰了一頓回來。這個假不來。得勝就是用這樣的音調

保守著。就是在受試煉的時候，還能歡喜讚美神。 

今天基督人在地上，我說句不好聽的話，…好像樣本。

神把你擺在地上作樣本。這樣子好看不好看呢？人哭你也

哭，人難你也難，你與世人一樣無二，你的得勝在那裏呢？

我們該在這些事的上面，叫他們看見我們有喜樂，有力量。

雖然好像瘋子，但是他們羨慕能叫你好像瘋子的基督。但願

神施恩給我們，叫我們在試煉中，能顯出基督的得勝來。 

馬太五章十一至十二節：『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

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

（希臘文作「大大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

大的。』人家罵你，你說我現在要忍耐；人家辱罵你，你說

我現在不還嘴。你不要以為你忍耐，你不還嘴就已經彀了。

若是你只有忍耐，只不還嘴，就已經失敗了。忍耐、不還

嘴，這種態度世界上的人作得到，和尚作得到，儒者作得

到。我們應常和他們不一樣。人家在那裏罵你的時候，你

說，主，我感謝讚美你，你以人罵你為可喜樂的。人家逼迫

你的時候，你說，主，我感謝讚美你，你以人逼迫你為可喜

樂的。你的得勝如果是得勝，你必定大大歡喜快樂。得勝如

果不過是忍耐，就不過是人作的。一切人作的，都是壓制

的。一切主作的，都是能歡喜快樂的。 

所以，弟兄姊妹們，這裏的問題，是腔調對不對。今天

最大的難處，是以為忍耐是無上的道德了。當人罵你的時

候，你能不能大大快樂呢？當人罵你的時候，你還是面朝

下，不過不作聲而已呢？有頂多的人，受人家的逼迫。有頂

多的姊妹，受丈夫的逼迫。有頂多的人，受人捏造言語的毀

謗。我們怎麼作呢？我們求主保守我們不發脾氣，我們求主

保守我們不冒火。我們沒有發脾氣，沒有冒火，就以為得勝

了。你大得勝沒有？你自己得勝了是不錯，但是，這不是主

給你的得勝。如果是主的得勝，就當有人辱罵你的時候，你

能大大感謝讚美主；當有人逼迫你的時候，你能大大感謝讚

美主。我再說，甚麼時候你不感謝神，甚麼時候你不讚美

神，你就已經失敗了。得勝的音調，就是感謝和讚美。 

弟兄姊妹們，這一個是得勝的音調。我巴不得神開我們

的眼睛。凡不是得勝有餘的得勝，是在那裏倣造得勝。你在

那裏壓制、降服，你就是在那裏倣造得勝。如果是基督活在

你裏面，你就在任何的事上，都能歡喜快樂，同時也能感謝

讚美神，能說阿利路亞讚美神，從今時直到永遠。（得勝的

生命，第十篇。） 



第二週 • 週五       帶著感謝享受三一神的主觀拯救 

腓四 6~7 應當一無罣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帶

著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那超越人所

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衛你們的

心懷意念。 

（腓立比）四章六節說，『 應當一無罣慮，只要凡事藉

着禱告、祈求，帶著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禱告是

一般的，帶著敬拜和交通的成分；祈求是專一的，為著特殊

的需要。在凡事上，我們該把我們所要的告訴神。有人或許

說，『我告訴神，神也不聽。』這是因為他們所要的，乃是

神之外的東西，神從來不太答應這樣的禱告。… 

我們應當為我們的不長進、生命不夠、不得勝、不照著

靈、不活出基督這些事禱告。不僅如此，我們還要帶著感謝

禱告。不是苦求，乃是帶著感謝禱告著祈求。帶著感謝的意

思就是，你雖然還沒有得著，但你相信已經得著了。你信所

求的，神一定給你。這樣在禱告中與神交通的結果，乃是腓

立比四章七節所說的：『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

基督耶穌裡，保衛你們的心懷意念。』 

享受三一神主觀拯救的路就在於與祂合作。祂有全備的

供應，但你必須讓祂供應你。祂有大能，但你必須住在祂裡

面。你不住在祂裡面，即使祂有全備的供應和復活的大能，

也無法成為你的享受。同時，祂要在你裡面運行，但你必須

合作，你必須順服。順服最好的表現，就是禱告。正常的禱

告總是帶著感謝，感謝著禱告祈求。結果神就在你的裡面運

行、衛戌、保衛你裡面的人，保衛你的心懷意念。這樣，你

就享受祂的平安與同在。 

總之，我們必須與祂合作。祂有全備的供應，我們必須

與祂合作，也就是說，我們必須順服祂在我們裡面的推動，

並且帶著感謝禱告祈求。當我們如此行，我們立刻會感覺神

在我們裡面運行，也在我們裡面保衛我們。祂不僅保護我們

的外面，更保衛我們裡面的心懷意念。這樣，我們就享受三

一神主觀的拯救。這樣享受所活出來的結果，就是基督在我

們身上顯大。 

你必須到主面前，向主禱告說，‘主阿，我感謝你，你

是那豐富的靈，包羅萬有，供應全備。我也感謝你是那復活

的主，有復活的大能。主，我更感謝你是那平安的神，賜給

我平安。我願停下自己一切的活動，不再掙扎，不再努力，

也不再盼望改自己。主阿，我不要愛世界，也不要愛你之外

的東西，我就是愛你，單單的愛你。主，謝謝你是三一神在

我裡面運行，我願意與你合作，享受你全備的供應，經歷你

在我裡面復活的大能。我更願意時刻帶著感謝禱告祈求，把

我所要的這些屬靈的、成聖的、得勝的一切事告訴你。’親

愛的弟兄姊妹，你若這樣禱告，你裡面就平安了，你裡面馬

上就享受神的同在，神的運行。你也實在能覺得，有一個大

能在扶持你。這就是享受。然而不要只在禱告的時候，才這

樣享受，你要整天都維持在這樣禱告的靈裡。 

所以聖經才說，要不住的禱告。你一直在這樣禱告的靈

裡，你就能一直享受三一神。今天這三一神，就是父在子裡

面，子成了那靈，把一切祂所成全的、所是的、所能的，都

帶到我們裡面。我們如今所需要的，就是與祂合作，順服

祂，讓祂作，並且常常帶著感謝禱告祈求，常常在禱告的靈

裡對祂說話。這樣，我們就享受了祂，我們裡面就有生命和

平安。這就是享受三一神的主觀拯救。（主觀經歷內住的基

督，第九章。） 



第二週 • 週六           在擘餅聚會中的感謝 

太二六 27 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

喝這個， 

林前十一 24 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 

~25 捨的，你們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飯後，

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

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

記念我。 

在聚會裡我們也需要感謝神的恩典，感謝神為我們作那

些恩典的事。讚美的對象，是神的作為，和神的美德。感謝

的對象，乃是神的恩典，和神恩典的工作。（初信課程，第

九課。） 

關於擘餅聚會的意義，聖經題到兩方面：林前十一章是

一方面，林前十章又是一方面。十一章說，這一個餅是主的

身體，就是指主肉身的身體說的。（24。）這一個身體為我

們捨了，叫我們的罪能得著赦免，叫我們能得著生命。這裡

的基本思想，是為的記念主。在林前十章裡，有另外一個看

法，那裡說，『我們雖多，仍是一個餅。』（17。）餅在十

一章裡是指主肉身的身體，在十章裡乃是指我們。換句話

說，十一章是注重記念主，十章是注重兒女的交通。 

擘餅聚會是為著紀念主的，既然主的救恩有兩段，那麼

擘餅聚會就自然也有兩段。在沒有擘餅以前，是子的一段；

在擘餅以後，是父的一段。在沒有擘餅以前，是主的一段，

在擘餅以後，是神的一段。 

我們乃是先到主的面前來看見我們自己如何是一個罪

人，是悖逆之子，是可怒之子，是在神的審判底下，自己沒

有辦法拯救自己的人。可是，因著主耶穌替我們流血，替我

們贖罪，所以我們能彀來到主面前，接受主的生命。我們作

罪人的時候，是先到主的面前來；我們看見我們的罪如何得

著赦免的的時候，也先到主的面前來。所以，我們擘餅的第

一段，所有的詩歌、所有的感謝、所有的讚美，也都是到主

的面前來。 

我們到了主的面前，我們在那裡感謝，我們在那裡讚

美。實在說起來，除了感謝讚美之外，不能作別的。在這個

聚會中，祈求不合式。我們不能求主為我們流血。這是祂已

成的事，我們不必求，我們只好感謝，我們只好讚美。不管

用禱告的方式也好，用唱詩的方式也好，我們總是感謝，總

是讚美，感謝是注意主的工作，讚美是注意主的自己；感謝

是因為祂所作的，讚美是因為祂所是的。在起頭的時候感謝

比較多，逐漸逐漸就到了讚美。一面感謝，一面讚美。我們

看見祂替我們所作的是何等奇妙的工作，我們也看見祂自己

的身位是何等奇妙的救主。當我們在主的面前感謝到了一個

地步，我們就要讚美，讚美到了最高峰的時候，就是我們該

擘餅的時候。 

我們擘餅以後，第二段就開始。主不要人來到祂面前之

後就停在那裡。人接受主，不停止在主那裡。這是一件奇妙

的事：我們接受主，父又接受我們。這件事我們必須認識清

楚。在福音上是我們接受主，不是接受父。全部聖經沒有給

我們看見要我們接受父，都是叫我們接受子。而我們自己卻

是被父接受的。因為我們接受子，父就看我們是可以接受

的。我們接受子是救恩的前一半，父接受我們，教恩就完

全。子是我們接受的，這是一半；神看我們是可以屬乎祂

的，那就完全。所以擘餅以後，就可以到父面前去。我們已

經接受主，已經遇見主了，主就把我們帶到父面前去。這是

擘餅的第二段，我們應該到神的面前去讚美神。（倪柝聲文

集第三輯，第 02 冊，初信造就，上冊，第十三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