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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講   與 神同工的方法

重生

哥林多前書第三章8至9節：「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但

將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賞賜。因為我們是與 神同工的；

你們是 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生命之道在地上共有四

步，叫做「與 神相和、與 神相交、與 神同行、與 神同工」。這

四步中的前三步，第一，是我們的生命從跟 神接通以後達到生命

長進、生命豐盛所必須的，叫做「與 神相和」，與 神相和在另外

屬靈的話語上叫做「重生」，就是靈跟 神接通了，靈活過來了，叫

重生。因為靈原來死在過犯罪惡之中，與 神隔絕了，現在靈活過來

了，耶穌基督十字架上的寶血拆毀了人與 神中間隔斷的牆，把罪給

取消了，人跟 神在靈裏又恢復交通，這個叫「重生」。

交通與運行

第二步， 神的靈跟人的靈不只接通了，還要來往的交通，要 神

在我們裏面，我們在 神裏面， 神和人在靈裏要暢通，這個叫「交

通」，就是「與 神相交」，生命之道的第二步，在腓立比書第二章

1節，叫靈的交通。第三，交通不可以有間斷，交通要暢通，要隨

時通、隨地通，不能夠讓靈跟 神切斷了，那麼 神的靈在我們裏邊

就暢行無阻，就叫「運行」，所以與 神同行在屬靈的意思裏叫做「運

行」。第一步叫「重生」，第二步叫「交通」，第三步叫「運行」，

那第四步叫什麼呢？叫「與 神同工」，叫「成就 神的美意」。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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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悅的旨意。」一個真正的、在生命的路上追求的基督徒，他不

停在「與 神相和」這第一步，他一定活在「與 神相交」這一步，

不光與 神相交，他還越交越密切，越交越暢通，沒有阻攔地在靈裏

頭讓 神運行， 神在我們裏邊就不是交通了，乃是運行。

若你到禮拜堂才接觸、才交通，這是不對的，在家裏、在走

路、在躺臥、在起來、坐下，無論在什麼地方，靈都跟 神通， 神

都在裏邊當家， 神都在裏邊引導， 神都在裏面加能力、加智慧，

到這個程度就叫 神的靈在我們裏面運行。

神的美意成就

這樣的基督徒在生命中大有改變，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他的

意志、他的魂都讓 神在裏頭當家，他自己沒什麼主意了，他的自

由意志完全向 神投降。這樣的一個基督徒， 神就在他裏頭運行， 

神就成就他的美意， 神就把世上情欲來的敗壞都幫我們拿掉，把 

神生命中一切的豐盛、 神的性情都在我們裏頭活起來，我們就越活

越像基督了，就磨成祂兒子的模樣，這就是 神預定的美意、神的旨

意。等到這樣，我們就可以與 神同工。

「與 神同工」是第四步，是在生命的道路中最高的一步。等

我們一「與 神同工」，就可以出來傳道了，替 神做工， 神要做什

麼，我們都可以替 神做。今天好多傳道人不是，請原諒我這麼說，

不是 神運行的結果，是他自己要走三百六十行以外的另外一行，他

把傳道作為一個職業，作為一個謀生的方法，那這就完全不同了。

神當然不在他裏頭運行了，當然他跟 神的交通也不暢，說不定他還

的靈就在 我們裏頭做工，一做工， 神預定的美意在我們身上就可

以成全。

與 神同工

所以一個基督徒，信了主，卻不能夠得勝，不能夠成聖，也不

配去得榮耀，老作一個失敗的基督徒，周而復始。好多這樣的基督

徒，這樣的基督徒是怎麼樣呢？一到禮拜天來到教會聚會，禱告、

認罪、懺悔，在天主教叫懺悔。懺悔完了，一離開禮拜堂出去，這

六天又在犯罪。周而復始認罪、悔改、犯罪；犯罪、認罪、悔改、

犯罪，多半的基督徒、大部分的基督徒過的是這種生活，禮拜天

只是作禮拜、朝見 神，讓 神來保護他、祝福他，禱告禱告，聽牧

師、聽神父講幾段道，在心靈上有個依靠。可是一出去了，就又活

在那個舊的生命中，回到世界裏，原來在基督裏，等一出禮拜堂又

到了亞當裏，又活在舊人裏，大概這種情形比比皆是，這種就叫宗

教，就是宗教活動，這不是生命之道。

真正的生命之道，蒙福的、得福的方法是與 神相和以後要經常

地、不斷地與 神相交。開始的時候可能交通不通暢，可能不是很習

慣，因為還保有著舊有的生活習慣，但應很快就進入到暢通無阻，

跟 神越交通越好，這叫生命之道。交通到一個地步，立志行事都是 

神在裏頭運行，根本他自己就把自己完全交在 神手裏。

「弟兄們，我以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

的，是 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

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查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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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起的，一個教會幾百個人，各人有各人的賞賜，夫妻兩個都

不同，丈夫和妻子得的都不一樣，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賞

賜，丈夫和妻子各有各的賞賜。所以我們就明白了，這個與 神同工

是得賞賜的一個方法，但是這是自然的，也不是為了得賞賜才與 神

同工，那又錯了。假如你有目的，說：「我與 神做工，我將來要得

賞賜」，那又是錯誤，那不是生命之道。

與 神同工的工作

生命之道這個生命是很自然的，當他「與 神同行」變成了「與

神同工」， 神要做的事他都做，這樣一來，他自然而然就「與 神

同工」了。 神旨意所命定的工作他都會去做，那麼他做哪些工呢？

在上一講中，我們稍微地提到一點，叫耕種田地，耕種田地就是先

預備土，把土預備好了，把人的心預備好了，把貧土變沃土，硬土

變軟土，有石頭、有雜質、雜草、荊棘，全除掉，這是預備工作，

這叫耕，耕種。然後種，撒種，把耶穌基督這至聖的真道、道成肉

身的耶穌基督介紹給他，種在他裏頭，這叫種。

然後，你還要耕耘，耘，要除雜草，要有什麼荊棘、雜草出來

了，你要用 神的話來除掉。所以一個教會有傳道人，傳道人要按時

用 神的話來講給弟兄姊妹們聽，他講的作用，一方面是撒種，一方

面也是耕耘。要把那些心裏長草的這些雜草叢生的心田給耕一耕，

把那雜草除去，讓種子在裏頭發育得好，有的時候還要澆點水。用 

神的話，用 神的道，叫活水，給澆一澆水。這個種子在裏邊就開始

生發了，他就死，他就活，經過死而活，種子先死而後活，埋在裏

頭是死了，但是他剖開了以後，芽就出來了，就活了，然後結實30

跟 神根本沒有相和，他完全是自己的打算，出來傳道。因為現在這

個傳道，有一些人可以塑造一個傳道人，讀神學院拿個文憑就可以

了，這也是謀生、謀職的一個方法，這樣的還很多。

所以他們不明白 神的真道，也沒有 神的靈在裏頭運行，他們

只要能夠上班、下班、拿薪水、過生活，也就是好職業，當然發不

了財，也餓不死，還蠻受人尊敬的。所以今天我們說這都非「生命

之道」，這是宗教裏邊的一個職份，他們傳的不是生命之道，傳的

是宗教。他們讓人入教是想辦法把人拉進來，用種種的活動、運動

來勾引人，所以這種叫「勾引人入教」，這是主耶穌說的，這不是

我說的。

傳福音與 神同工

那麼生命之道不是，「生命之道」一定是在靈裏與 神相和，在

靈裏與 神相交，在靈裏讓 神運行，運行到立志行事都讓 神運行，

這叫生命之道。這個耶穌基督的生命在裏頭活起來，他舊有的亞當

的生命死掉，他成為一個新造的人，他活著就是基督，基督在他裏

面活，這個是真正的「生命之道」。這樣的生命之道到最後， 神運

行的結果，他與 神同行就變成「與 神同工」了，他也要傳福音，

也要救人了。所以他必然到最後一步：與 神同工。那麼這個與 神

同工跟與 神同行、與 神相交、與神 相和有分別嗎？有分別。

因為當與 神同工以後就有賞賜，撒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但

各人將來（將來就是永遠）進入永遠的那個將來，不是「現在、過

去、將來」這個將來，這叫「永遠的將來」。但將來各人，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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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督徒說話千萬不要定人的罪，不要審判人，因為審判人

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穌。我們都沒有資格，因為我們都是罪人，在 

神的審判台前，我們都是個罪人，我們要同情那些犯罪的，什麼道

理呢？因為他被魔鬼捆綁，他不知道自己在犯罪，「世界的神弄瞎

了他的心眼」，讓他看不見自己的罪。我們不看自己的罪，卻看別

人的罪，卻定別人的罪，到了時候，你所定罪的這些話都是在定你

自己的罪。這是羅馬書第三章所說的，別人所行的你也去行，你卻

定別人的罪，你那個定罪的話就是定自己的罪。這一點盼望我們走

生命之道的弟兄姊妹千萬注意。

要說造就人的好話

但是我們說話說什麼話呢？說造就人的好話，就是無論對大

人、小孩，我們只要說話，就是耕耘，就是預備他的心，預備把耶

穌基督放在他裏頭。最後我們的目的是把耶穌基督這不能壞的種子

放在他心裏頭，這叫與 神同工。所以弟兄姊妹們，我們與 神同工

還有很多的技巧，有很多的學習，也不是一上來我們就會，像在約

翰福音主耶穌教導門徒，有很多特別好的例子。

比如耶穌基督在約翰福音第二章讓我們學習傳福音的法子，就

是用六口石缸來作一個示範，人的心其實都是一口石缸，石頭做的

缸，又硬又空，他裏頭什麼都沒有，空的，一個空缸。六是人的數

目，石頭是描寫它的硬，缸空是表現人的心靈空虛。那怎麼樣能夠

讓他信主，讓他生命改變呢？倒水。耶穌說：舀水，往缸裏倒。倒

的法子就是我們一瓢一瓢的、一桶一桶的往裏面倒，你不管效果如

何，你就照著耶穌的話去做，倒水。水是什麼呢？「 神的話」，我

倍、60倍、100倍。這就是與 神同工的工作，叫耕種田地。

耕種田地我們也說了，有一些小經驗告訴大家，你怎麼講解

罪，讓人能夠承認。你不要上來就罵人是罪，還有許多人講罪，把

他自己撇開，好像他是聖人，這不行。我們都是同類，原來都是罪

人。保羅講罪說：「我是罪魁」，保羅說他是罪人中的老大，他是

罪人中的魁首，他犯罪比別人還多，這人家聽起來才舒服一點。你

一上來就把人罵得狗血淋頭，說別人是罪人，說人該死、該下地獄。

人家火大了，就說：「我下地獄就下地獄，你上天堂去吧，我不信

你這話。」

基督徒不定別人的罪

所以弟兄姊妹們，這都關系著撒種撒得好不好、除草除得好不

好，都叫耕耘。我們要預備人的心，也可以說與 神同行，只要我們

一說話，只要我們跟人一接觸，我們就在幫助人，就在造就人，就

預備人的心，這是真正的一個與 神同行的人。凡是刺激人、反面的

工作我們不做，所以有人見面就批評人、論斷人，這都要不得的。

我今天還要跟弟兄姊妹們特別地說一句話，假如你的批評、論斷太

多了，你所批評、論斷的這些話都是在定自己的罪，為什麼呢？因

為在你定罪別人的事上，只要你有一樣，那就是等於定自己的罪。

比如你說：「那個人說謊話騙我，他真該死！」除非你一輩子沒有

說過一句謊話，沒有騙過人，若你也騙過人，那請問你定人家說謊

話騙人是該死，那你呢？你就為自己定了死罪，所以你該死，你第

一個先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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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她有5個丈夫都不是她的，現在一個也不是，她是一個妓女，

那個年頭妓女就是這樣，她不敢在眾人面前晃來晃去，她躲避著人

群。這個時候耶穌要找她，耶穌跟她說話還不能直接說，還得要引

著她說話，所以耶穌找她要水喝。等跟她一談起來了，耶穌才一步

一步引導她，她首先稱耶穌是「猶太人」。第二說到喝水的問題，

她乾渴的需要，她稱耶穌是「先生」。等耶穌讓她的丈夫來，把

她的隱情給她說明了，她說耶穌是「先知」。等到說到敬拜 神的問

題，說人用心靈敬拜 神，她懂了，「耶穌是基督」。等到了敘加城，

全城的人都認識主了，說這是「救世主」、是「主」、「救主」。

弟兄姊妹們，這個信耶穌得一步一步地帶，不一定人一下子就

認識，有的你一講耶穌他就說這是洋教、外國教，我們中國人不需

要，我們有的是宗教，我們有佛教、道教、甚至還有一貫道、法輪

功，這都是我們的教，何必要外國教呢？但是你得引著他，一步一

步進深引導，這又是一個傳福音的法子。

要用不同方法傳福音

到了第五章那個38年的癱子，主又是用另一個法子。到了第六

章那些沒有飯吃的饑渴的人、饑餓的人們，主耶穌用五餅二魚，擘

餅給他們吃。到了第七章、第八章又是不一樣的法子，所以這些章

節告訴我們，人有種種的需要，我們要按照人的需要來傳福音，不

是一來就告訴他：「你信耶穌，你是罪人，你要不信你就死。」這

話不對，你看耶穌基督傳福音哪兒談到這個問題呢？沒有。所以我

們與主同工，也是要學習、要查考聖經、要看耶穌我們的老師怎麼

樣做，我們要一步一步來與祂同工。

們遇見機會，對這個石頭缸就說幾句 神的話，就倒進一點水去，不

要噴出來，一定要讓人接受，他可以接受的話，聖經的話就倒進去

了。你天天倒，見了就倒，等到這個水一到缸口，他就變了，淡而

無味的水變成美而香醇的酒，這證明他變了，他就變成生命了。

所以一個基督徒跟人談話，要用 神的話給他，不管他是誰，不

管他多硬，但是記住，他一定是空得不得了，你就倒點水，等一到

缸口了，他信了。他忽然間水變酒了，他的生命改變了，這是第一

個耶穌基督給我們示範的方法。

人要重生才可見 神的國

第二個示範，就是尼哥底母，尼哥底母這種人有學問，是作人

師傅的，是官。這種人你不能倒水，你倒不進去，你不用倒，你就

開門見山跟他說一個問題，就說天國的問題，說死的問題，說生命

的問題，所以耶穌說：「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 神的國」。耶穌上

來就是一句話，尼哥底母就詫異了，說人老了怎麼重生呢？耶穌就

說：「人要從靈生，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 神的國。」

這樣就把他引到這個需要裏來了。

喝活水永不再渴

到了約翰福音第四章，一個撒瑪利亞婦人，一個下流的人，一

個見不得人的人，這種人都躲避著人，她連打水都不在上午、下

午涼快的時候打，而趁著沒人的中午時候，因為耶路撒冷附近的敘

加非常熱，中午熱得不得了，因她見不得人，她不敢跟人群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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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們按照傳統的法子，在 神學裏學了一套就來傳道，那些

其實不關痛癢，有的時候抓不到人的癢處。我們一定要按照聖經，

聖經有很多的教導，讓我們與 神同工。那與 神同工跟前三個不一

樣的地方在哪裏呢？在有獎賞。你做得好就有獎賞，你帶領多少人

得救，你引導多少人，也就是聖經裏所說的，你的一錠銀子賺了多

少，你將來要得多少獎賞，這是與在永遠中的賞賜有關係的。所以

生命之道也是蒙福之道，因為將來獎賞那就是福氣，那就是我們在

天上永遠的福氣了，所以生命之道也就是蒙福之道，共四個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