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工作安排

必须在聚会中交通两至三次

追求真理的人每人一份

2011 年 9 月 6 日

神选民必须分辨清楚的善行、恶行与各种谬论
因多数神选民对真理明白得不透亮，以致对什么是善行与什么是恶行还不能完全分辨清
楚，尤其对有些谬论邪说更分辨不透。这足以说明，多数人还没有达到明白真理进入实际。
真正明白真理的人就有真实的分辨，就会分辨善行、恶行，就能看透问题的实质，就能分辨
各种谬论邪说，还能用真理反驳谬论，让人听了心服口服，使假带领、敌基督产生惧怕、蒙
羞，这才是真正明白真理进入实际的人。凡是没有真实分辨的人肯定都是不明白真理的人，
凡是只会讲字句道理、只会守规条、只知道明显的对与错的人，都是没有真理实际的人，这
样的人遇到假带领、敌基督迷惑人、抵挡神时就不会分辨了。所以，凡是没有达到明白真理
进入实际的人肯定还能受人迷惑上当受骗，甚至还能跟随假带领、敌基督，随从各种恶人抵
挡神、背叛神，这些人如果不能追求真理，没有真实悔改，肯定都是被淘汰的对象。
我看见许多人听了上面的讲道交通也看了上面的工作安排，还是不能明白真理，不能按
照工作安排解决实际问题。这就足以说明，人还没有达到明白真理有分辨的程度。有些人领
受能力太差，听不懂上面的讲道交通，看不明白工作安排，这些人都是素质太差不容易明白
真理的人，没法跟上圣灵作工的步伐，如果不能竭力追求真理进入实际就很危险了。
为使神选民尽快脱离恶行、预备善行，不受各种谬论邪说的迷惑，现将神选民应该预备
的主要善行二十条，应该弃绝的各种恶行三十条，必须会分辨的各种邪说谬论八十条归纳整
理如下。希望各地教会交通两三次聚会，让所有神选民都能达到心里清楚、心中有数，这对
神选民明白真理进入实际、脱去败坏预备善行太有益处，这是神选民在生命进入上必须解决
的问题。

神选民必须预备的二十条善行
1.

在教会生活中常交通真理为神选民解决问题，常常扶持真心信神的人明白真理进入实
际，这是善行，这才是真实的爱心。

2.

尽本分不讲交易报酬，没有别样存心与应付糊弄，尽本分都有实际果效，这是善行，
这样尽本分的人才是真正为神花费的人。

3.

对于教会中被错误隔离开除的人，若发现是好人，就能竭力帮助扶持，接纳回教会，
这是善行；能接待外地寻找教会的弟兄姊妹，并能在一起吃喝神话过教会生活，这也
是善行。

4.

为了使真心信神的神选民明白真理进入实际、生命长大，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这是
善行，这是真正体贴神心意的事奉神之人该具备的实际。

5.

注重传福音，一有机会碰到合适的传福音对象就能见证神的作工，能更多地传福音得
人，这是善行；如果能得着几个真心信神、能真正追求真理的好人，这更是善行。

6.

发现恶人搅扰教会能用各种智慧拦阻、限制恶人作恶，用真理与智慧解决混乱，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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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生活正常进行，这是善行。
7.

无论教会发生什么问题，都能站在神一边维护神的作工，维护神选民的生命进入，这
是善行；如果能用真理解决问题，使神选民能明白真理、分辨善恶，这更是善行。

8.

对于敢论断、攻击、抵挡圣灵使用之人的恶人能无情地揭露反驳，达到维护神的作工，
这是善行；若能用真理解决各种恶人、敌基督的搅扰，使神选民得益处，这更是善行。

9.

在教会中发现各种邪说谬论能寻求真理，根据神话将其驳倒、批臭，使神选民免受其
害，生命得造就、有长进，这是善行。

10. 若发现有真心信神、愿意追求真理的人受迷惑控制，能想方设法解救，耐心交通真理，
使人脱离恶人之手，真正归向神、弃暗投明，这是善行。
11. 若发现真有假带领、敌基督在搞独立王国、称王称霸，能立即检举上报，并联络明白
真理的人解救神选民脱离撒但恶魔的残害，这是善行。
12. 教会临到环境有人被抓时，能竭尽全力保护好神选民，妥善安置神家钱财和物品，保
证神的祭物不落入撒但、大红龙手里，这是善行，这是维护神作工、真正忠于神的人。
13. 能常常掩护真心信神的人免遭抓捕，利用各种关系营救被抓捕的弟兄姊妹，这是善行；
能用智慧维护好教会生活，保护好神选民，这更是善行。
14. 看见真心为神花费、追求真理的弟兄姊妹临到患难遇到困难，能竭尽全力帮助其渡过
难关，这是善行；能帮助全时间为神花费、家庭有困难的带领工人，这也是善行。
15. 能想方设法接待、帮助被追捕、通缉的弟兄姊妹，不怕担风险、付代价，并且为尽好
本分满足神能忍受各种人的挑剔、难缠、麻烦的痛苦，这是善行。
16. 试炼中能组织真心信神、追求真理的弟兄姊妹吃喝神话、交通真理过教会生活，这是
善行；在灾难试炼中能扶持软弱的弟兄姊妹明白真理站住见证，这更是善行。
17. 对偷吃祭物、贪占神家财物的恶人能揭发检举上报，使神的祭物、神家钱财不受损失，
这是善行；凡能保护神的祭物不落入恶人之手，不被别有用心的人贪占，这也是善行。
18. 竭力配合落实圣灵使用之人的工作安排，解决教会神选民的各种实际问题，为维护神
的作工作了许多实际工作，把神选民带入信神正轨，这是善行。
19. 凡是积极配合圣灵使用之人的带领牧养，为把神选民带进信神正轨，与假带领、敌基
督展开殊死较量，为维护神的作工付出了代价，达到了果效，都属于善行。
20. 能根据工作安排分辨确定假带领、敌基督，能根据真理揭露假带领、敌基督，劝其引
咎辞职，免得给神选民带来更大伤害，这是善行；能帮助、维护有某些过犯但能真实
悔改、人性较好的带领工人继续尽本分，这也是善行。

打岔搅扰神作工直接抵挡神的三十条恶行
1.

在教会中不安心尽本分而搞嫉妒纷争、争权夺位，致使教会生活混乱，这是恶行。

2.

好挑拨离间、拉帮结伙、制造事端造成教会分裂，严重搅扰了教会工作，这是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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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喜爱真理，好搬弄是非、制造矛盾，挑动人与人不和，搅扰教会生活，这是恶行。

4.

好说谎话欺骗人、迷惑人，常常歪曲事实、混淆黑白制造混乱，这是恶行。

5.

散布邪说谬论迷惑人，导致人不能追求真理、无路可行，依附撒但恶魔，这是恶行。

6.

散布消极、死亡，释放观念迷惑人，搅扰教会生活，使人对神冷淡远离，这是恶行。

7.

明知道自己没有真理实际，人性不好，非要争夺带领之位造成混乱，这是恶行。

8.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奉阴违，欺上瞒下，尽耍两面手法迷惑人，这是恶行。

9.

不能交通真理解决问题，总借机抓人把柄整人治人，站地位教训人，这是恶行。

10. 抓住带领工人过犯纠缠不放，不能正确对待，影响带领工人正常工作，这是恶行。
11. 作打假工作整人治人，将人治于死地不给人悔改机会，搞得人心惶惶，这是恶行。
12. 做带领工人不负责任，有恶人搅扰教会却坐视不管，不维护教会工作，这是恶行。
13. 不按照工作安排尽本分解决实际问题，任凭恶人搅扰教会，这是恶行。
14. 严重违背工作安排另搞一套，违背真理还要坚持到底，坑害神选民，这是恶行。
15. 做带领工人不实行真理还能胡作非为，不接受神选民监督、指责，这是恶行。
16. 带领工人凭己意选用没真理实际、作不了实际工作的人，影响极坏，这是恶行。
17. 尽本分一贯应付糊弄，没有丝毫果效，得不偿失，严重影响教会工作，这是恶行。
18. 自己不实行真理，反而打击拦阻别人尽本分预备善行，这是恶行。
19. 不接受修理对付，没有丝毫顺服，横行霸道、任意妄为搅扰教会，这是恶行。
20. 一贯高举见证自己，尽谈假见证，显露自己让人佩服，属于迷惑人，这是恶行。
21. 总跟坏人恶人联络串通，说话总维护坏人恶人利益，搅扰教会工作，这是恶行。
22. 随从恶人瞎起哄，搅扰教会工作，影响教会生活，死不悔改，这是恶行。
23. 总有野心谋求地位，常散布观念迷惑人，还施展各种手段争权夺势，这是恶行。
24. 传福音使用下三滥手段，羞辱神名，影响极坏，令人厌憎反感，这是恶行。
25. 对传福音所得的人不管不问，丝毫不负责任，严重影响福音工作，这是恶行。
26. 偷吃祭物、贪享奢侈，不作实际工作，严重耽误教会工作，这是恶行。
27. 贪污教会施舍救济款，乱用神家钱财，腐败堕落，影响极坏，这是恶行。
28. 保管神家祭物不负责任，把祭物交给假带领、敌基督与大红龙，这是恶行。
29. 出卖教会、出卖弟兄姊妹，甚至为撒但效力，监视、跟踪带领工人，这是恶行。
30. 一贯淫乱邪恶，滥交异性或搞同性恋，搅扰教会生活，影响极坏，属于恶行。

各地教会中普遍存在的各种邪说谬论八十条
1.

行政第七条里面说：“或对或错都与你无关”，这句神话是说圣灵使用的人也有错。

2.

圣灵使用的人也有败坏，我们信的是神，不听人的，只要吃喝神话就可以蒙拯救了，
不用顺服圣灵使用之人的工作安排与讲道交通。

3.

工作安排是规条性的东西，是人搞的，不能糊涂顺服，因为圣灵使用之人也有败坏。

4.

这只是人的工作安排，只要知道一下就好了，没有必要交通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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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带领没有交通工作安排，只交通神话，弟兄姊妹就提醒要跟上圣灵的作工步伐，交通
工作安排，带领说：“聚会要吃喝神话，工作安排自己在家看就行了。”

6.

工作安排只是给神选民看的，不能照工作安排实行，要听小区带领、讲道员和教会带
领的安排。

7.

有人要求按工作安排找回被错误开除隔离的人，带领说：“没有上级带领的安排，我
们得祷告一段时间，不能光看工作安排。”

8.

谁去找弟兄姊妹交通工作安排，谁就是迷惑人的恶人，有邪灵作工。

9.

从正规渠道发下来的工作安排才是神的作工，从网上下载的是神还没作过的工作，这
是跑到了神的前头，是打岔神的作工，是触犯神的性情，是要遭咒诅的。

10. 凡是一级级下来的东西都是真的，不是一级级下来的都是假的。
11. 凡是个人传递工作安排都是多管闲事，还会给神家工作造成混乱。
12. 工作安排给追求真理的人每人一份，就是让咱认识自己，让咱积极尽本分，这是出于
神的，让咱分辨、防备、猜疑都是出于撒但的，一定要分辨。
13. 现在分辨假带领、敌基督是神作工的一种方式，其实是让我们认识自己，每个人都有
败坏实质。只认识分辨假带领、敌基督的领受太偏谬，其实人没资格揭露定罪别人。
14. 不要总是揭露假带领、假工人，必须结合认识自己，不结合认识自己就不能交通，不
能实行批倒、批臭，这是踩人。
15. 引咎辞职不是神心意，神家培养这么多年，还能让人都辞职吗？
16. 假带领、假工人不是随便说的，只有扣压工作安排、随意收书、乱开除人才是假的。
17. 假带领假工人、敌基督是以后才会出现的事，不是现在存在的问题。
18. 就是敌基督神还给他悔改的机会，还能蒙拯救，你们干嘛老讲分辨假带领假工人。
19. 若有人分辨、解剖某个人的所做所行就是背后论断。
20. 分辨假带领假工人、揭露事实真相的人属于拉帮结伙、争权夺位、搅扰教会。
21. 如果有人揭露带领工人的偏差和谬妄，就是打消人的积极性，就是打击带领工人。
22. 如果有人解剖带领工人所作工作的实质，就是踩人，就是整人治人。
23. 只有圣灵使用的人有资格定性谁是假带领假工人，弟兄姊妹没资格定哪个人真假。
24. 分辨假带领、敌基督，可说除了圣灵，所有人的灵都是邪灵，都是假带领、敌基督。
25. 若分辨某个人，败坏人类没有权力评价人，人都一样，反正神知道谁恶谁善。
26. 人不能按照工作安排对照衡量带领工人是真是假，因为人没有资格定罪人。
27. 如果带领工人作工作不符合工作安排，圣灵会鉴察、会管教他的，不需要我们插手。
28. 假带领、敌基督与我们无关，我们只管在家里吃喝神话就够了，神家的事情都是保密
的，取缔假带领、敌基督的事情怎么会让我们来做。
29. 打敌假基督是一线的本分，是上一级工人的工作，教会的人是无权去打敌假基督的，
只能把发现的情况向上一级反映。
30. 分辨假带领假工人只能分辨身边的人，如小区带领、区带领等就不是我们该分辨的，
4

自有他们身边的神选民去分辨，我们不应该越过界线。
31. 撤换一个假的，上来的还是假的，反正再怎么换也都是一样。
32. 上面让分辨假带领，那我们就是假带领，不管有没有圣灵作工，不管有没有违背工作
安排的表现。
33. 带领是神设立的，是神家使用的，是圣灵使用的人，对圣灵使用的人得绝对顺服，不
管对错，对错跟你没有关系。
34. 要绝对地顺服带领的安排，听带领的话，因为行政里写着“一切应听命于被圣灵使用
的人，违背一点也不行，得绝对听从，不要分析对错，或对或错都与你无关”。
35. 做带领工人有时不能完全按照工作安排去做，当顺服新亮光，不能守规条。
36. 绝对顺服带领工人的才是真实顺服神的人。
37. 想做维护神作工的人，就得维护带领，不能和带领对着干，若不维护带领就是拆台。
38. 无论带领工人怎么做，都应该从神领受，神作工就是不合人观念。
39. 带领安排一件事叫弟兄姊妹去做，弟兄姊妹对带领安排的有异议，带领听了就说：
“你怎么不顺服呢？你己意怎么那么重呢？要单纯顺服，不要有那么多观念。”
40. 你们要想进国度，不得带领把你们领进去吗？所以，必须得无条件地顺服带领，只有
靠着带领才能把神选民带进国度。
41. 可以去收人的书来考验他是不是顺服神的人，如果他不给，就说明他不是顺服神的人。
42. 我如果做错了，那是我跟神的关系不正常，必然会遭到神的惩罚，你们就只管顺服，
因为这事与你们无关。
43. 以顺服圣灵使用之人的带领为借口不顺服教会带领工人的安排是错误的。
44. 当神选民奉献祭物要回条时，带领就说：“你是奉献给神的，神鉴察人心肺腑，这是
神的祭物，没有谁敢偷吃。你交给我，如果我偷吃了，那就是我与神的关系，就与你
无关了。”
45. 带领让弟兄姊妹坚决不能上网浏览神家网站，谁上网就隔离谁，并说这是圣灵使用之
人下的命令。
46. 工作安排里规定因上网而被隔离的人必须交上悔过书才能恢复聚会。
47. 上网反映问题是打岔神作工，是搅扰教会生活，某某上网就把教会搅扰得乱七八糟，
搅得人心不安，不能正常过教会生活了，这是搅扰，这样的人是抵挡神的敌基督。
48. 从网上下载工作安排与讲道交通给弟兄姊妹是属于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
49. 向上反映教会真实情况属于告教会，揭露检举假带领、假工人也是告教会。
50. 网站上面的东西都是骗人的，不是从正规渠道来的，包括上面的工作安排和书籍，我
们绝不接受。
51. 不能从网站下载书籍，更不能下载工作安排，神家网站是为以后没有环境的时候而预
备的，不是现在。
52. 弟兄姊妹不能毛遂自荐做带领，因为这是狂妄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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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弟兄姊妹因着有各自的本分，就要在原来的本分上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不能出来争当带领，得让没有本分、没有经历的出来参选。
54. 凡是交通真理透亮的人都是把人带到自己面前了，这样的人就应该撤换。
55. 如果弟兄姊妹看见哪个人交通真理有实际，对人有造就而靠近寻求真理，就被带领定
性为是仰望人，还说：“被你仰望的人要跌倒的，你仰望人也有祸了。”
56. 在聚会中总交通自己对神话的经历认识的人不是在高举自己、见证自己吗？这不是把
人往自己面前带吗？所以不能总交通自己的经历认识。
57. 我们有多少实际经历不必说出来，只要心里明白就行了。
58. 凡是搞“真理归纳”、写生命经历、编辑书籍的，都是把人往规条里带，都是狂妄自
大抵挡神的人。
59. 如果人外面有热心，能撇下一些东西，整天开开心心，就是真有圣灵作工的人，是真
实顺服、有实际的人。
60. 如果弟兄姊妹活在消极中，情形不好，老是受什么辖制，这是有邪灵作工。
61. 如果人活在熬炼中，整天像有一把刀在心上，受刑罚、受痛苦，这就完了，肯定没有
圣灵作工了，他肯定没干什么好事，这下临到咒诅了吧。
62. 弟兄姊妹若临到什么管教或病痛就肯定是触犯神了，赶紧认识自己吧。
63. 如果人有不对的意念或败坏流露，这是有邪灵作工了，只有邪灵作工人才会这样。
64. 若看见弟兄姊妹消极软弱，不要与他们交通真理，人不要管闲事，圣灵会开启他的，
他会自然扭转的，用不着人交通。
65. 如果有人信神后得了重病可能要死去，可以肯定他不是神要拯救的人，应把书收回。
66. 如果人一直在外尽本分好多年没有回家了，若想回家看看就是悖逆神，神厌憎人回家，
你回家就没有见证了，就是背叛神。
67. 我们要根据环境灵活安排聚会，环境恶劣了就暂时停止聚会，等环境好了才恢复。
68. 现在试炼临到了，灾难也越来越大，不用看神话了，只祷告神凭信心就能胜过了。
69. 对《话在肉身显现》，一般的人没资格看，只有做带领与尽本分的才有资格看。
70. 现在环境太紧、太危险，个人只留七十条细则和诗歌本看就行了，其余的书都不能发。
71. 圣灵作工不会产生混乱，若教会产生混乱，就说明教会不是圣灵掌权、基督掌权了。
72. 选举的事不要让下面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下面的人若都知道就乱了。
73. 神家用人时把人抬得很高，不用时就把人踩到脚底下。
74. 有些人被隔离的期限已到，应该回教会，带领却不让，说：“神是全能的，虽然那些
人被隔离，但不用担心，他们也在神的手中。”
75. 敌基督传的人不能得救，被开除的人传的人都不是好人，不能得救，教会不接纳。
76. 新人不可能主动要书看，被撒但败坏的人怎么会自己追求神呢？
77. 上面规定让假带领、假工人引咎辞职只是神的作工方式，是神借此方式摔打带领工人，
不能中撒但诡计，撒但就是想让带领工人下台、不尽本分，千万不能上这当。
6

78. 有邪灵作工的人所送的工作安排就是真的我也不要，只有从上面发下来的我才要。圣
灵使用的人又没有说要从网站下载工作安排，这个人为什么这么急地要我们落实工作
安排呢？这不正是邪灵作工的表现吗？有邪灵作工的人就是喜欢强迫人这么做、那么
做，我是不会承认他下载的工作安排的。
79. 对于有些常流露败坏的人，如果带领工人没法解决，完全可以把这个人撂在外面几个
月，使其处于隔离状态。当他老实认错能顺服下来时，才让他过教会生活恢复尽本分。
对付这种人就得采取隔离，这不是果效很好吗！
80. 自从下发清除诡诈人的工作安排后，有些带领把有点文化素质、工作能力的人一律撤
换下来，理由很简单，有文化比没文化的人诡诈，有素质比没有素质的人诡诈，有能
力比没能力的人诡诈，城市人比农村人诡诈，结果多数带领工人都被认为诡诈而遭到
撤换，换上了一批没文化、没有素质的人，就此解决了诡诈的问题。
神选民如果真正明白真理了，肯定就能分辨清楚善行、恶行与各种谬论，这是明白真理
必须达到的果效。如果人不明白真理就没法分辨善行、恶行与各种邪说谬论，就很容易作恶
抵挡神。因为人没有真理，人的败坏性情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自然还能产生各种恶行，对各
种谬论肯定也分不清楚，所以，还容易上当受迷惑，这是无数事实证明的。可见，神选民追
求真理进入实际太重要了。只有凡事寻求真理、追求真理的人才能真正脱离恶行，才能真正
具备善行，才能用真理回击、反驳各种谬论，不受迷惑，站住见证，羞辱撒但，这是明白真
理进入实际完全能够达到的果效。

※

※

※

说明两件事：
一、对每次下发的上面的工作安排和讲道交通最多只能交通三次聚会，绝不能占用更多
的聚会时间，因为追求真理的人每人手里都有一份，完全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多看、多揣摩达
到明白透亮。
二、对上面的工作安排和讲道交通只能用“交通”不能用“吃喝”，“吃喝”只能用在
神话上，对上面的工作安排和讲道交通用“交通”比较贴切，可能 在 61 辑讲道录音中有口
误现象，检查员没有检查出来，请神选民给予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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