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藉活星寻得基督   

新约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头一件事，就是马利亚从圣灵怀孕生出基督；第二

件事便是寻找基督－东方的博士照着天上星的引导寻找那位活的基督。这

本书就是要来看这件事。我们必须记住，任何一件事在圣经中头一次的题

起，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头一次的题起总是树立一个原则，并且也规

划出一条路线。因此我们需要留心考量马太二章所记，关于博士们寻找基

督的事，为叫我们在今日也能与那些真正寻求活的基督的人同列。 

圣经－生命之书 

但在专一来看这些事之先，让我先题起一些我们该知道的事。我们中间有

许多人在幼年的时候上过主日学，在那里他们把圣经当作一部故事书。无

疑的，没有一本故事书是胜过圣经的。我还能记得我坐在家里，听母亲讲

约瑟的故事。我们都爱听约瑟的故事。主日学和许多基督徒都把圣经弄成

一本故事书。又有一些基督徒，特别是那些大教师，大传道人，他们把圣

经弄成一本教训的书。比如，主日学把马太福音弄成一本故事书，那些大

教师们就把它弄成一本教训的书，时代的书，以及关于国度道理的书。但

是对于我们该怎么说？我们该怎么接受圣经？让我告诉你们说，我们该如

何接受它。整本圣经乃是一本生命的书，它的每一面都是生命。因此，我

们必须把它当作生命和生命的供应来接受。 

 

让我举例给你们看。你们记得，当撒都该人要与主耶稣辩论有关复活问题

的时候，他们摘取了一段旧约圣经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

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子，为哥哥生子立后。’（太二二 24。）然后

他们就说，有七个兄弟如何都娶了同一位妻子，未了都死了。这些愚惷的

撒都该人想他们很聪明。他们问主耶稣说，‘这样，当复活的时候，她是

七个人中，那一个的妻子呢。’主耶稣也选了一段圣经回答他们说，‘神

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么。祂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

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此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都将复活。你看见单在神这名称上耶稣指出了生命－不是故事，

不是教训，而是生命。 

http://www.rucoc.com/Selbooks/WitnessLeeCollection/1970/28/1.mp3


让我再指给你看另一个例证，那就是圣经的头一章－创世记第一章。在那

章圣经中是讲到神创造的故事－其实它不是一个故事。事实上，有些大教

师曾从这章圣经讲出好些道理。但我们必须把故事和教训统统忘掉；我们

必须专心注意在生命上。在创世记一章我们所需要看见的就是生命。同样

原则，我们也要应用在马太一章。在那章讲到基督的家谱和降生里，不错

我们看见一个故事，也有相当多的教训。但是我们所该顾到的不是故事和

教训，而是生命。也许有些基督徒会接受约翰福音作为一本生命的书，但

是我们也必须这样来接受马太福音。事实上圣经的每一卷，我们都该接受

它作生命并生命的供应。 

活的启示 

现在我们要来看马太二章里的事，就是寻找基督这件事。我们如何能寻得

基督？寻找基督是一件活的事，而不是借着圣经知识。你们听这话先不要

觉得为难，慢慢你们就能懂得我的意思了。耶稣是降生在伯利恒，这是毫

无疑问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但是奇怪的是远在所谓的圣地之外，

远在这真的宗教之外，远在圣殿之外，远在犹太的宗教中心之外，远在祭

司，文士，法利赛人之外，远在所在敬虔的百姓之外，在外邦人之地，却

有一颗星显明了一些有关基督的事。这星并未显示给犹太人，而是显示给

外邦人，异教人。在所有的基督教里，所有的教师们，牧师传道们都告诉

人说，他们必须凭藉圣经来寻找，认识基督。但是在圣经里头，寻找基督

的头一个例子并非借着圣经。博士们并没有圣经知识－他们连圣经也没有。 

 

单单手持圣经，念弥迦书五章二节说基督将生在伯利恒，那是不灵的。也

许在读过以后，你说你知道了，但你并未看见。你知道了不错，但在你身

上并不发生什么事。那些祭司长文士真是精通圣经，但主并不到他们那里

去。祂远远的去到一个异教之地，把这件事启示给一些异教徒，不是借着

圣经，而是借着一些人手永远摸不到的东西－一颗天上的星。也许你有圣

经，但可能你失去了星。拿圣经在手里是容易的事，但要等待观看一颗星

太难了。你根本没法晓得这星要几时出现，出现在何处。你能研究圣经并

且得一个学位，你也能研究所有圣经讲论基督的事，但你无法断定那颗星

几时来到。圣经这本书是在犹太人手中，可是星却是显示给外邦人。你看

见这一件事了么？也许我们想，这星一定会向那些在圣殿中祈祷的祭司们

显现，但是事实上它是显示给远离圣殿的外邦人。 



哦！我们都必须看见这颗星。不是看见圣经的问题，绝对是看见那星的问

题。那星是什么？那星就是活的启示，活的异象。不是死的圣经知识，不

是弥迦五章二节死的知识。今日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单单圣经的知识，而是

属天的异象，即时的异象，活的异象，人的观念永远没法教导的异象。 

让我问你。你有什么？你所有的是圣经经节呢？或者你有的是星？你有的

是圣经知识呢，或者你有天上的星？你有的是老旧的教训呢，或是今日即

时的异象？今天许多基督教教师只在手中有圣经－他们没有看见星。单单

有一本圣经在手里是一件死的事，而看见星乃是一个活的经历。按照马太

二章这里所显明的原则，寻找基督并不是照着圣经。在今日认识基督是一

件活的事，不是照着死的圣经知识，而是照着那活的属天的星。 

 

主常常远离宗教，甚至远离基督教的宗教。无论何处何时有一个宗教建立

起来，主必然要跑开往别处去。我们没法用我们的宗教来圈住祂，拘禁祂，

限制祂。我们必须学习在教会生活中永不建立起一个宗教。永远不说这个

办法或是那个方法是对的。如果你这样说，主就要说，‘你看很对，但我

根本不在意这些事。如果你不是那么对，我倒要与你同在；但正因你太对

了，我要去找那些错的人。’每逢我们说我们对，别人错，你就要知道主

要离开我们去找那些错的人去了。法利赛人自认是非常基要，非常完全，

非常合乎圣经的。然而主耶稣说，‘好，你自觉很完全，但我与你无关；

我要去到税吏和罪人那里；我不只要去看他们，并且还要与他们一同坐

席。’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说，‘有星要出于雅各。’但这星没有显示

给雅各家任何一个百姓。雅各的星显示给外教人了。 

 

博士们的错误 

现在我们要来看博士们作了什么事：他们看见了那天上的星，他们便跟随

它，但是他们犯了一个大错。他们接受了异象，但很快的他们就转向他们

人的观念，运用他们天然的头脑。他们知道这星是表明犹太人的王；因此

他们用理智来判断他们该来到耶路撒冷，去问那些熟识这一类事的人。 

 



我们知道那一去就带来许多麻烦。我确信，如果他们不转回到自己的天然

观念里，而是继续仰望天上的星，那星会一直走在他们前头，直引他们到

耶稣所在的地方。他们用不着去耶路撒冷。他们完全错了，以致许多无辜

的婴儿因他们丧生。犹太宗教的领袖们有知识，博士们有异象。但那些接

受异象的人犯了一个大错，若非神手出来干预，甚至会因此丧失婴孩耶稣。 

 

当他们到达耶路撒冷，我们读到希律和合城的人都不安，希律不安，是事

出有因，但耶路撒冷为何也不安？他们不是要基督么？为何当他们所等候

的那位降生的时候，耶路撒冷合城都不安呢？这就是宗教。我怕当主再回

来的时候，许多宗教教师们也都要因此不安。 

然后希律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文士

就是在百姓中有神学博士学位的人。他们立刻回答说，‘伯利恒！’他们

引对了那卷书，引对了那一章，那一节！他们引弥迦五章二节。但他们有

人去伯利恒么？一个也没有！他们因这消息不安，但没有人要去看看有什

么事发生了。 

 

活的引导 

然后博士离开耶路撒冷，圣经说，‘看哪！（中文本无此二字－译注）在

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

喜。’你一进到宗教里就失去那星；但你几时离开宗教，星又向你显现了。

在耶路撒冷你无法得到活的引导，你不能在宗教里接受属天的异象，你以

须离开宗教。当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看哪！那星在他们前头行。 

 

弥迦五章二节是圣言，是圣经，预言耶稣要在伯利恒降生。但是单凭那节

圣经你没法找到耶稣：你能知道耶稣降生在那座城，但你不会知道在那条

街，在那个家。我不信今天邮差先生能送一封写给加州洛杉矶史密斯约翰

的信。你看见，即或你有了圣经的知识，你还需要即时，今日的活星来引

导你，去到耶稣所在的那一条街，那一家屋子。也许你有圣经知识，但你

还是需要活的引导。 



圣经永远没法代替那个引导。储存一些圣经知识是容易的事，但我们若要

有活的引导，我们就必须活在与主亲密的关系里；我们必须与祂合一。圣

经说，那星‘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那颗天上的星把他

们一直带到那一个地方。这是我们的需要。我确信，即或没有弥迦五章二

节的知识，只要跟随那星，他们仍是能够到达那个地方。我们怎么才能寻

得基督？不是单凭圣经的知识，而是凭那活星。单有圣经知识的人并不就

能找到基督，只有那些跟随天上之星的人才能找到。 

 

我们需要圣经的知识么？当然我们需要。它有帮助；但是（这是一个大的

‘但是’）那一个活的，即时的引导，就是这时引我们去到耶稣所在之处

的引导，是不可或缺的。我可能有圣经的知识，但却永远到达不了耶稣所

在的地方。乃是那活的引导把我带到耶稣那里，叫我能敬拜祂，并向祂献

上我的礼物。 

 

别的路 

他们看见了基督，并且敬拜祂；然后圣经说了一些很特别的话，－他们在

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于是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我喜欢这句

话：‘别的路。’当你见到了活的基督，你总会走另一条路；你绝不会再

走你来的那条路。事实上你先就该走这条路的。你走错了来路；现在主校

正你，所以你能走正路。不要再经耶路撒冷回去。把耶路撒冷忘了吧。不

要再回宗教去－走别的路。按照你从前所走的路，你永远遇不见耶稣。但

是阿利路亚，有另一条路！在洛杉矶，有另一条路！在旧金山，有另一条

路！在美国，有另一条路！赞美主！你若没有看见基督，你可以回宗教去，

你可以回基督教去。但你若是看见了基督，要当心，你必须走另一条路。 

 

 

 

 



腓力与拿但业 

根据同一个原则，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一章的拿但业。腓力遇见主以后就

来找拿但业，对他说，‘哦，我们遇见基督了！我们遇见了摩西和先知所

写的那位，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勤人耶稣。’你可以说腓力报导了准确

的消息，你也可以说他说错了。腓力称他作‘约瑟的儿子，’这对不对？

你如果说耶稣是约瑟的儿子，我要说祂绝不是约瑟的儿子－祂是马利亚生

的。但如果你说祂不是约瑟的儿子，我要说祂是。你怎么说？我们要为腓

力感谢主。腓力真是好，真是单纯。他不争论什么，他只回答说，‘你来

看。’换句话说，‘我不知道我告诉你的话是否准确，－你只管来看！我

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你来看吧！’ 

 

拿但业是一个敬虔的人，他问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么？’就一面

说拿但业是对的。他从圣经知道基督不该从拿撒勒出来，而该从伯利恒出

来。愿主容许我用一个本意不太好的字眼。神在祂的圣言中告诉祂的百姓

说，基督要生在伯利恒，因此祂的百姓都接受了这个知识。但是神作得很

‘诡秘。’基督的成孕是在拿撒勒，不在伯利恒。而在马利亚怀孕的期间，

她被带到伯利恒很短的时间，不是在一个正常情形下去的，乃是在非常特

殊的情况下去的。神主宰的安排了一些事：祂使用罗马帝国的该撒亚古士

督发命报名上册，这个命令逼使马利亚和约瑟去到伯利恒。就当他们到达

伯利恒的时候，耶稣降生了。但不久祂就从伯利恒被带去埃及，以后又从

埃及迁回并定居在拿撒勒，并在那里长大。因此你看见耶稣降生在伯利恒，

真正应验了经上的话。但我们要说，那话应验得十分诡秘。如果你只知道

圣经的字句，你就会完全搞糊涂了。神作事常常捉弄聪明人。耶稣真正是

生在伯利恒的，但祂也是拿撒勒人耶稣。 

 

不要单单信赖圣经的字句。若是这样，你会失去一些东西。你需要圣经，

但你更需要祂的同在。神不是那么简单。不单有旧约的预言，还有神主宰

的权柄，而神主宰的权柄往往是很诡秘的。神不是那么公开，那么大事宣

传。那婴孩耶稣就是这样悄悄的降生了。你如果太规条，太照规条遵守圣

经，神在你这个情形里就很诡秘了。 



你必须留意。你不要说，‘我知道圣经；圣经是如此如此说。’如果你是

这样，你会被你自己的知识愚弄。文士们对圣经的知识可说是倒背如流，

但这对他们并无益处。你需要一直留在神的面前。我不轻看圣经，我尊重

圣经。但是要小心，圣经是圣经，它还不是神自己。圣经是神的圣言，但

你还需要神神圣的同在。我们若有祂的同在，我们才真知道，祂何时在伯

利恒，何时离开，何时回来，祂在何处长大。我们必须这样来跟随主。 

 

对于属世的，宗教的人而言，主在历史中所作的事都是隐藏而诡秘的。这

件事实在很难向人说明。如果你问耶稣是谁？就外面而论，祂就是一个人；

祂是拿撒勒的耶稣。‘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么。’真的。没有荣耀，没

有可夸，没有显耀。腓力实在给了拿但业最好的答覆：‘你来看。’ 

 

尼哥底母与法利赛人 

在约翰福音七章，另有一个寻求基督的事例。基督行了一些奇事，百姓就

说，‘这真是那先知。’又有人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么。经上

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么。’不错，圣

经是这样说，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对。但就因为他们对的缘故，反而失错了。

如果他们圣经不这么熟，我信他们还容易抓住基督。他们被自己的圣经知

识害了。不错，祂是降生在伯利恒，但是他却长在拿撒勒。这实在叫人困

惑。你如果只把圣经拿在手里，你会失去基督。你必须跟随那位永活的基

督。 

那时尼哥底母多少对基督有了一点认识，就开始与他们争论。但他们反驳

说，‘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他们完全对，连最

小的先知也没有一个是从加利利出来的。你怎么说？我们不要说‘且去查

考，’我们却要说‘你来看！’你若去查考，你就要失错，失去基督。基

督就在那里，但是他们还说‘且去查考。’这就是今日的情形。许多基督

徒失去了基督。他们一直抓牢圣经说，‘经上岂不是说？’但是他们失去

了基督。这里是圣经，这里是基督。他们只顾圣经，而不顾基督。 

 



哦，很可能你是那么对，但你对差了。也许你对，但只对了一部份；到末

了你并不对，因为你失去了基督。对于那些自觉很对的人，主作事常常是

诡秘的。祂故意这样作法；祂不愿我们只有知识而后走去睡大觉。祂要我

们时刻警醒，免得我们因知道圣经而失去祂的同在。哦，何等可能因着仅

仅知道圣经而失去了主的同在。我宁可失去圣经的知识而保有主的同在。

千万不要说，只要你合乎圣经你就是对的。不论你多合乎圣经，你若失去

主的同在，你就完全错了。愿主怜悯我们。徒有知识是不灵的。在文士，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身上知识如何是不灵的，照样在我们身上也是如此。 

 

到底什么是在新约里寻求并跟随主的路？那就是不断保守祂的同在，祂隐

秘的同在。祂预言说祂要从伯利恒出来，但祂却从拿撒勒出来。放弃你的

考查吧。你永远无法凭藉查考来认识、了解神。我不查考，我是来看祂，

我是来享受祂。我不懂，我也不在意去懂，我只在意享受。祂的同在实在

是隐秘的，以赛亚四十五章十五节说，祂是自隐的神。祂是一位把自己藏

起来的神。学习赞美祂，学习来观看祂，学习来追寻祂，学习来寻求祂，

但永远不要想去了解祂。我们不够资格去了解懂得祂；我们只够资格来享

受祂。因此‘你来看。’ 

 

照着灵 

并且当你来看的时候，不要按照肉体来看祂。当耶稣来到祂本乡的时候，

百姓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么；祂母亲不是叫马利亚么；祂弟兄们不是

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么；祂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么。’（太十

三 55～56。）他们什么都知道，但这些对主的认识不过是按照肉体而有

的。在马太二十二章四十三节，我们读到大卫在灵里称祂为主。不要跟随

那班在肉体里的人，要跟随在灵里的大卫。 

 

 

 



好，现在让我们把这原则应用在现今的局面中。如果你要来看地方教会。

比方说洛杉矶的教会。那很好。但不要按照肉体来看。那样看你会说，那

里有不少古怪人。我们认任何人都不该照着肉体，而该照着灵。我们曾经

照着肉体去认基督，以为祂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拿撒勒人，但如今我们不再

这样来认祂了。（林后五 16。）如今我们在灵里认祂，在灵里我们称祂

为主。忘记外面的事，忘记肉体；学着不按肉体，只按灵来看教会。如果

你只看旧约会幕的外表，你只看见海狗皮。（出三六 19。）海狗皮没有

美貌可言；非常粗俗。但会幕里面的先景又如何呢？哦，有金，有银，有

宝石－都是美丽的宝物。你是要看教会的外表呢？或是要看教会的里面？

就外表而言教会是披着海狗皮的－没有美貌，只有粗糙，甚至是野蛮。但

是阿利路亚，里面有荣耀，里面有耶稣，里面有基督。我们如何才能寻得

基督？借着圣经么？是，我们需要圣经，但我们必须看见那活星。 

 

全部圣经中的星 

关于星，不只在马太福音中有。在圣经中有一个规则，所有主要的事都是

开始于旧约，一直穿过新约，达到圣经末了。关于星这一件事也不例外。

第一次题起这星是在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有星要出于雅各。’按照

这经节的上下文可知，这出于雅各的星就是基督。基督的来到如同星一样。

然后在新约刚开始又题起这星。博士们说‘我们在东方看见祂的星。’

（太二 2。）他们并不是说，‘我们看见了一颗星。’也不是说，‘我们

看见星。’而是说，‘我们…看见祂的星。’无疑的，这就是民数记二十

四章十七节预言的应验。在旧约所预言的星现今来到了，并向这些博士们

显现。我们清楚的看见，这星的显现完全在宗教之外。主神从来不顾宗教，

任何事物一变作宗教，祂就走开。 

 

 

 

 

 



在众教会中的星 

在马太二章里的星，只是这事在新约里的起头。如果我们到了最后一卷书

启示录，我们就看见两件事：第一，主耶稣是星。不是晚星，而是晨星。

第二，所有教会的使者也都是星。在此我们必须了解，这些使者不是那些

天上的人物，（天使－译注，）而是在教会中负担属灵责任的属灵人－他

们是众星。在这本书里有基督是晨星，而那些在教会中忠心跟随基督的人

乃是众星。现在星在那里？非常清楚，今天星是在教会里。在新约起头星

是在宗教之外，但在新约的末了星是在教会里面。你有没有看见新约的这

两端？如果你今天要看见星，你用不着朝天看，不必像那些博士们一样。 

今日星是在教会里，在众教会中。大卫的根与后裔是神子又是人子，耶稣

基督是那晨星，祂今天行走在众教会中间。你要到那里去看星？到地方教

会去。如果我们是搞宗教的，就星而论我们完了。但如果我们是在真正的

地方教会里，赞美主，星在这里。我们许多人在经历中证实了这件事。当

我们还在宗教里，我们全然感到黑暗；但当主把我们带到地方教会里，阿

利路亚，我们看见了星，和星的光亮。那属天之星今天是在地方教会中。 

 

基督的跟从者是众星 

不只基督自己是星，祂的跟从者也是，他们是在教会中发光的人。在行传

与书信里带头的人被称作长老或监督，但在圣经末一卷里他们乃是星。现

在不是一个头衔地位的问题，乃是看你发不发光的问题。所有在地方教会

中领头的人必须是发光的星。 

 

是一颗星，究竟是什么意思？但以理十二章三节答覆了这个问题：‘智彗

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

远。’众星乃是那些在黑暗中照亮，并使人从错误的路上转到正路上去的

人。现今在教会的时代乃是黑暗的时期；因此我们需要发亮的星。在地方

教会中，所有领头的人都不该自居地位。他们永不该说，‘我是长老；你

们必须承认我。’如果他们这样说，他们就是在黑暗里。 



我们需要发光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发光的星。乃是借着在今日黑暗中发

光，才叫人能接受引导从错误的路上转上正路。任何一件错误的事都是不

义；任何一件对的事都是义。那使多人归义的才是发光的星直到永永远远。 

 

在新约开头，在天上只有一颗星；但在新约末了，有七颗星在七个地方教

会中。在每一个地方教会中有一颗星；在每一个地方教会里都有一点发光

的东西，把人带到正路上去。大约在四十年以前，我就是被这地方教会里

的星从错误的路上带上了正路。许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也能见证这一个

事实；他们能说，‘阿利路亚，在地方教会里我看见了星。是在教会里的

星使我转到正路上。’今天我们不是在马太一章二章的日子，乃是在启示

录的日子，是在地方教会里。今天星是在地方教会里。在圣经的结尾有这

样的话：‘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新妇

都说来。’（启二二 16～17。）今天星是与圣灵同在的，也是与新妇同

在的。圣灵在那里，那里就有星；新妇教会在那里，那里就有星。 

 

如何成为星 

圣经不只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才能跟随那星；它也给我们看见，我们如

何成为一颗星。有两条路：第一是借着圣经，第二是凭着圣灵。 

 

借着确定的话语 

彼后一章十九节给我们第一个秘诀：‘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

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可

翻作‘升起’）的时候，才是好的。’我们有确定的话，圣经。但这确定

的话并不是星；圣经不是星。那么我们怎么办？这节圣经说，因为我们有

更确的话语，我们必须留意它，我们必须全心关注它，直等到天发亮晨星

出现在我们心里。这里的‘星，’原文用的是另一个字；这字可以翻作英

文的‘磷。’这是像磷一样能在黑暗中发光的。 

 



情形越黑暗，磷光越亮。圣经不该仅仅是黑字印在白纸上；不该是死的字

句。我们必须在圣经的话上留意，直到有一些像磷一样的东西从我们里头

升起－那就是晨星的基督。如果我们的读经是活的，是正确的；它必要转

变为活的基督。这就是转变的点－话必须转变为基督；写出来的话必须转

变为活的话。我们永远没法把基督与活话分开。我们必须留意更确的话，

直等到祂在我们里面升起，那就是基督，就是磷，如同在黑暗中晨光发亮

一样。 

你手里有圣经是一件事；在话语上留意直等到晨星在你心中升起是另一件

事。有圣经的知识是一件事，但有一颗发光的星在你灵里兴起是另一件事。

单单到神学院去研究圣经是毫无意义。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乃是把话接受到

我们里面，留意那永活的话，直等到在我们里面有所升起。然后我们就有

了星，我们也才成为一颗星。这不是单单关于基督的知识，而是基督自己

成了活的星。 

有人说我们不顾圣经，这个我们不承认。如果在这地上有信徒是爱神的话，

我信我们必与他们同列。我们爱圣经，但不是在死的方式里爱那些字句。

我们爱圣经乃是留意它，直等到在里面有东西发亮，并在心中升起－不是

字句，而是天发亮，晨星出现。 

这在实际的经历中是指什么说的？有时我们拿起圣经读它，却一无所获。

有时当我们敞开我们的心，留意了更确的话，就有东西在里面发光了，升

起了，天亮了。当我们祷读圣经经节的时候，在深处有一种感觉，发光，

照亮。这一种照亮产生一种向主耶稣的爱。我们觉得祂是何等可爱。我们

会说，‘哦，主耶稣阿，我爱你，我没法用话来表达你是多么可爱！’许

多时候由于这个照亮，我们甚至爱主到颠狂的地步。那就是耶稣临到我们

如同天发亮，晨星在我们里面出现、升起。我所说的这个不是我从别人身

上学来的；我不是自夸，这是我实在的经历。许多时候当我读主话语的时

候，有东西在我里面升起好像天发亮一样。哦，实在奇妙！局面也许很暗

淡，四围都是黑暗，但是在里面有些东西在照亮，发光，充满荣耀。 

在博士们的日子，看见那星是奇迹似的事件，但在今天看见晨星不只寻常，

并该是我们每日的经历。每天都该有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不要单单念圣

经，也不要单单祷读圣经，你必须留意那更确的话语，直等到天发亮，晨

星出现在你心里。你要继续往前，直到你达到这一点。 



所以你看见，今日这星是来自这活话，我很喜欢在这节圣经中，把主的话

与晨星摆在一起。首先我们有话；其次由于留意这更确的话语，我们有晨

星在我们心中出现，如果我们这样一直向前，一直有这里面出现的星，我

们便要不断在圣灵里，并要成为基督一个好的跟随者。 

凭着圣灵 

在彼后我们有确定的话，而在启示录我们有七灵。启示录三章一节说，

‘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主的手不只握住七星，也握住七灵。换句

话说，这七灵是与七星合一的。七星是与七灵合一的。如果我们有主的活

的话像晨星那样在里面出现，并且我们是与七灵合一的，到末了我们便成

了众星。我们不单有星在我们里面照亮，并且借着察看这星，并且随从圣

灵，我们也成了众星。 

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发光的星 

主对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创二二 17。）我们基督徒，真正信主的人，乃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

我们是天上的星犹太人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代，他们是海边的沙。我们都

必须是星－不单地方教会中领头的人是，每一个人都该是。请把启示录二、

三章一再的读过，你就知道到末了，所有在地方教会里的人都是星。主所

写给七个使者的信，就是祂写给全教会的。不是教训，知识，名称，地位

的问题，完全是发光，照亮的问题。我们必须是发光的星，叫人能借着我

们寻得基督。基督在那里？你来看！只要跟着星！星在那里？阿利路亚，

星是在地方教会里。弟兄姊妹们，我们真发光么？我们必须在家中发光，

在我们的工作中发光，在我们的邻居中间发光，在学校中发光，在大学里

发光。不要去教训人，只管发光！不要讲那么多，只管发光！照亮！发光！

照亮！地方教会里该是满了发光的星。 

让我再举例来应用方才所说的。许多时候当你去见一位信徒或大教师，你

觉得他们缺少透明透亮的光景。你觉得在他们身上好像没有窗户，没有光，

是朦胧不透明的。也许他有一切圣经的知识，但他越多和你谈话，你越觉

得受捆绑。然而有时，也许不常这样，你来到一个小弟兄那里，当他与你

说话时，只说，‘阿利路亚！赞美主！’但就是这几个字，有东西进到你

里面来了。他越对你说，你就越觉得所有云雾都消散了，有东西在里面发

亮了。为什么？因为这位亲爱的小弟兄是一颗发亮的星。他身上没有标签

说，‘我是一颗属天的星。’但是当你遇见他的时候，你觉得他发光。 



我信你们许多人对倪柝声弟兄渐渐熟悉了。当他年轻的时候，他从一位和

受恩教士得到了最大的帮助。她实在是爱主。倪弟兄曾好几次告诉我说，

‘每当我去见和教士的时候，许多次当我在她客厅等她的时候，我都觉得

我是在主面前。’这是什么？这是教会的星。也许当你来到这样一位面前

的时候，他不能说什么，他不能答覆你的问题。也许他说‘我不清楚，’

但他虽说不清楚，你却觉得你是在光照之下。这不是教训、教导的问题。

他的话也许不清楚，但他这个人是透明的，并且当你在他跟前，你觉得不

只他是透明的，连你也因此清楚了。 

再一个例证。假定你去找一位弟兄，为着婚姻的事寻求建议、指导。这位

弟兄也许会叫你注意一些条件，考虑，也给你一些教导。但是他越讲你越

觉得他虽有知识，但他不透明。他越说你越在黑暗中。但是另有一位弟兄，

也许他答覆你说，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但是当他说的时候，你觉得

他像水晶一样的透明。没有话可以表达这个，但是当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开始清楚了，你也就知道该如何来进行你的婚姻了。虽然他什么也没

有对你说，你亮了。这是什么？这就在这弟兄里面晨星的同在，这同在使

他也成了发亮的星。 

我盼望我们都能成为这样的星。虽然我们道理知道不多，也不能给人许多

教导，但是当他们来找我们的时候，他们就被照亮了。不必与人争辩什么：

要知道当你一争辩，你就把人都辩走了。光照并不根据你能说能理论多少，

乃是根据你是什么。如果你是一颗星，谁能逃避你的光照？这完全不是人

的话语、解释所能表达的。这完全是主同在的问题。如果我们在那确定的

话语上留意，我们里面便会有星出现；然后如果我们忠心的只跟随里面出

现的星，我们便要完全在圣灵里，结果我们就成了在地方教会里的星，不

是客观的，是非常主观的。赞美主，因祂的恩典我们都能成为众星。 

马太十三章四十三节告诉我们，‘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

像太阳一样。’今天在黑夜中我们需要像星一样的尽功用。但在要来的国

度时代，那些今日像星一样发光照亮的，要像日头一样发光。现今我们是

发光的星，但在那日我们要像太阳。 

 

 

 



流荡的星 

对于星，也有消极一面的话－流荡的星。犹大书十二、十三节说，‘这样

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小字作‘玷

污’）他们作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

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流荡的星，有

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我们该是众星，但不该是流荡的星。这是

那些假的领袖。今天许多基督徒不是星；有些虽然是星，却是流荡的星。

在今日的基督教里有些领袖教师们，他们就是这班人。 

你知道什么是流荡的星么：我不懂天文，但我能告诉你一点点。一个正当

的星是有一定位置和固定轨道的。它是一直坚定在它的轨道上。但有些星

没有固定的地位和轨道，它们是流荡的。有些基督徒好像是星，好像也发

光，但他们的光是骗人的。他们是星，但不是坚定的星。你若是跟随他们，

你就被带迷路了；到头来你都不知道要往那里去。他们本身就是流荡的，

他们没有立场，他们没有确定的路，与主一同往前去。今天他们这样说，

明天又那样说；他们是流荡的。要当心！你永远无法借着跟随一颗流荡的

星来寻得基督。 

我们怎能知道流荡的星呢？有一些特征。他们是没有果子的树，是没有雨

的云彩。你必须看果子。主耶稣说，凭果子来认树。（太七 16～20。）

我们如果跟随流荡的星，到末了我们的分与他们一样－墨黑的幽暗，直到

永远。 

我们必须跟随发光的星，就是那些有确定立场、确定道路的。他们是稳定

的星，他们是坚定的人。如果有人来到你面前，没有确定的立场和道路，

你要远避他。正当的立场是地方教会，正确的道路是在地方教会里，在灵

里向前。永不作一个流荡的星，也永不跟随一个流荡的星。要站在正当的

立场上，要走在正确的路上。你若流荡，你就是浪费自己的时日。如果你

要到某地去，拿一张地图来，走上对的路，对的巷子；当你这样驾车的时

候，你就能达到目的地。 

 

 



我说这些话不是随便说说的。你看到了今日的混乱。哦，那些死的东西！

哦，流荡之人的破坏与分离！无论谁要使我们离开真正的地方教会，使我

们不能与神的子民在合一立场上聚会的，都是流荡的星。真正的星乃是使

多人归义的，他们并不领人走迷，而是使人转上正路。今天你我或任何人

寻得基督的惟一道路乃是看那活星。阿利路亚！今日这星离我们不远－它

就在地方教会。在所有的地方教会中，都有一些活星。你只要与他们接触，

与他们在一起，他们就要引你到主耶稣所在的地方。 

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蒙保守在正路上，去遇见主，去敬拜祂，并向祂献

上我们的爱。愿主使我们像这些博士，跟随那星去寻得基督。今日那活星

和众活星是在地方教会中。让我们跟随他们，也成为他们中间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