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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的禱告（二）
門徒堅定持續的第三件事乃是擘餅。這不僅是記念主，更是展覽祂、見證祂、並見證他們
所有的生命。主的桌子不僅是一個記念，也是一個見證。我們這些蒙主拯救、重生，不斷憑
主活着的人來在一起，就是一個展覽，向全宇宙表明，特別是向諸天界裏執政的、掌權的、
有能的和主治的表明，我們所有的是何種生命，以及我們是怎樣活着。我們乃是憑着耶穌作
我們的生命而活，我們所有的生命就是主基督自己。祂是我們的生命。祂是活糧，我們天天
享受祂。然後我們來在一起記念祂，並向全宇宙作見證。
早期召會生活的第四項，末了的一項，就是禱告的生活。門徒沒有武器、憲章，沒有屬世
的智慧或能力；他們所有的是一位活的神，他們把一切事帶到這位活神面前；他們把一切的
難處帶到這位活神面前。這是他們禱告的真正意義。早期的召會生活是禱告的生活。我們若
與今天的基督教相比，就會看見有所不同。在今天的基督教裏，有許多教訓、人的方法、組
織、憲章、規條、規則、物質的東西和其他事物，卻少有禱告。我們若要實行真實的召會生
活，就必須學習如何有實際、得勝、活而新鮮的禱告。不僅如此，我們也要學習如何幫助別
人禱告，使召會每一個肢體成為禱告的肢體。
許多時候有人問我，如何使召會的肢體成為盡功用的肢體。我們若期望召會的一個肢體成
為盡功用的肢體，我們必須幫助他（或她）學習如何禱告；沒有別的路。禱告的肢體就是盡
功用的肢體，但如果一個肢體沒有禱告的生活，他絕不能成為盡功用的肢體。我們必須學習
禱告，也必須學習怎樣幫助別人禱告。
我們若要有真實的召會生活，就必須學習如何有禱告的生活，甚至禁食禱告。這些日子我
感覺最深的，就是召會中缺少禱告。我幾乎願意放下講道的時間，而用所有的時間來禱告。
我們必須學習禱告，我們也必須學習當召會聚在一起的時候，如何團體的禱告，作為召會生
活的一部分。這是今天很要緊且非常需要的事。
領頭的人和服事者需要禱告
召會中領頭之人－長老、執事或服事者－的服事，首要的乃在於禱告。為着召會的職責，
我們必須禱告。所有領頭的人必須來在一起禱告。我們自己要禱告已經夠難了，要所有領頭
的人和服事者來在一起禱告就更難了。這事最大的原因是我們沒有一。當領頭的人來在一
起，一個帶着他的心思來，一個帶着他的想法來，又一個帶着他的觀念來，其餘每一個人都
帶着自己的主意來。每一個人來，都想要勸服別人，都想要、渴望、希望推動自己覺得重要
的事。這就殺死召會生活、殺死領頭者的聚會，也扼殺了領頭者負責任的路。只要領頭負責
任的路被扼殺，整個召會生活就了了。所以，我們必須學習永遠不帶甚麼東西來加諸於別人。
我們必須一直努力不要想去說服別人，乃要簡單的有一，並來在一起禱告。弟兄們，讓我們
忘了自己的意見和想法，來在一起禱告。讓主有所突破、進來、並向我們說話。－未完待續
（
《實行召會生活的基本原則》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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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召會生活中並為著召會生活，以基督為我們的人位並活祂」負擔的話

第二篇 在神的建造中並為著神的建造，
成為柱子和建造柱子的人
「所羅門在殿前所立的兩根大柱子，是殿
外最顯着的特徵。在聖經裏，柱子是神建造
的標記、見證（創二八 18～19…）
。在此有兩
根（二是見證的數字）柱子，指明柱子豎立
乃是見證神的建造是甚麼，如同標示牌一
樣。兩根柱子的名稱（雅斤－意：祂必堅立、
波阿斯－意：在祂裏面有力量）
，見證主必定
堅立祂的建造（參太十六 18）
，並見證真正的
力量是在這建造裏（參弗三 17，18）
。」
（王
上七 15 註 1）按王上六、七章之記載，所羅
門先是建殿（六）
，再是建宮（七 1～12）
，末
了製兩根銅柱（七 15～22）
，而後「他們將兩
根柱子立在殿廊前頭。」
（七 21）我們由此可
知，在最後纔被立於那雄偉巨殿前之僅有的
兩根柱子，其真實功用並非為承擔全殿的重
量，乃是為見證神自己，和整個被建造之殿
的本身，纔真正是堅不可摧的力量！這就是
為甚麼主說：
「我要把我的召會（由聖殿所豫
表－弗二 21，22）建造在這磐石（指「基督

和這關於基督的啓示」－太十六 18 註 5）上，
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她。」
（太十六 8）按聖殿
與所羅門之宮室的建造先後相聯，且所用之
材料也相同（皆為寶貴的巨石和香柏木－六 7
～10，七 2，9～12）
，說出了聖殿作為召會的
豫表，其強固有能之因，乃是所羅門在其宮
室內無論是施行審判，或生活起居時（七 1，
7，8）
，皆不憑其天然生命，乃是活在與他用
以建殿相同之被變化，且在復活中被拔高（巨
石和香柏木所表徵）的生命裏。而豎立於聖
殿前的兩根柱子：雅斤與波阿斯，不過就是
作為建造者之所羅門，其生活、工作（在王
宮中）和事奉（在聖殿裏）在其內在生命本
質上並無二致的鮮明見證；也是作為得勝召
會之代表的非拉鐵非召會，雖僅是稍有一點
力量，卻因遵守主的話，不否認主的名，就
得能在神殿中作柱子的得勝祕訣（啓三 8，
12）
。
劉葵元

結晶圖表
第三篇 為著身體生活照著靈而行以活基督
壹 在召會中活基督
一 聖經的中心思想

二 新約四處的啟示
三 信徒活出的生活
四 召會難處的解答
五 與基督成為一人
六 全神貫注活基督
七 愛祂至極活基督
八 與祂同活活基督

貳 活基督實際的路
一 需要照著靈而行
二 生活一般的行事
三 那靈人靈的調和
四 聖經最終的要求
1 二靈成一靈
2 生活照著靈
3 讓基督浸潤
4 彼此的互住
5 自然背十架
6 環境的驗證
7 使撒但閉口
五 看見天上的異象
六 對眾聖徒的服事
七 兩種領域的行事
1 照著靈行事
2 照肉體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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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傳福音牧養聖徒
九 神關切人活基督
十 聚會中展覽基督
十一 領頭者照靈而行
十二 時時不住的禱告
參 照靈而行的結果
一 三一神定居安家
1 讓神佔有
2 自然活神
二 照靈而行的經歷
三 基督身體的產生
1 肢體照靈而行
2 實行身體生活
3 眾肢體的行事
4 基督身體出現
四 恢復基督與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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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撒母耳記上」讀經拾穗
本週進度
撒母耳記第二十章。
生命讀經
第十三、十五篇。
經文大綱
一、一至十節，大衞求約拿單救他。
二、十一至四十一節上，約拿單幫助大衞逃離
掃羅。
三、四十一下至四十二節上，大衞和約拿單在
結盟的愛裏彼此分離。
四、四十二節下，於是大衞逃離掃羅。
真理要點
一、撒母耳記上這一部分，頭一個顯着的點就
是神的主宰。我們要看見神主宰的異象，這是極
其重要的。神是主宰一切者，祂在一切之上，在
一切的背後，也在一切的裏面。
大衞受到掃羅的逼迫和試驗，掃羅幾乎是大衞
所受一切試驗的惟一源頭。在神按着祂的主宰所
給大衞的試驗裏，除了妻子米甲幫助大衞逃離掃
羅之外，神也為大衞豫備了一個供備。神豫備了
掃羅的兒子約拿單。約拿單愛大衞，如同愛自己
的性命一樣。當作父親的掃羅逼迫、圖謀害大衞
時，作兒子的約拿單卻愛大衞到極點。他因着愛
大衞，就與大衞結盟，彼此持守、履行到極點的
承諾。
在掃羅一切的逼迫中，大衞沒有作甚麼為自己
報復。雖然大衞如此受逼迫，如此受苦，但他從
不爭鬥、反抗或反應。用新約的話說，他一直是
在十字架之下。他在任何情形下，每天都背十字
架。他不抱怨、批評、反對或定罪，他只是在十
字架下受對付。大衞學十字架的功課時，他也享
受神的供備。約拿單豫表基督作神的供備，米甲
也是神供備的豫表。我們已經看見，當大衞受掃

羅逼迫時，他沒有作消極的反抗，也沒有抱怨、
定罪、批評或反對；他只作一件事，就是逃跑。
約拿單和米甲是神給大衞的供備，他們幫助大衞
逃跑。若沒有他們，大衞就沒有路逃離掃羅。
生命經歷
一、大衞和約拿單的事例給我們看見，當神給
大衞逼迫的環境作為試驗時，祂也豫備約拿單作
大衞的供備。大衞能通過這些試驗，主要是因着
約拿單給他的幫助。當我們在神的試驗之下，神
知道我們需要一些供備。一面我們有試驗；另一
面我們有神的供備，在試驗中扶持、支持我們。
大衞服在神主宰的手下，學習順服權柄的功
課，不為自己尋求甚麼，在每一種環境中，認識
神的手。因着大衞謙卑的學習每一樣功課，一切
臨到他的環境與苦難，至終都成為他的成全與裝
備，他被神高舉為王。同樣的，我們這一班為神
所揀選、豫知並豫定的人，神豫定我們要被模成
神兒子的形像（羅八 29）
，我們的命定乃是要與
基督一同在生命中作王（五 17）
。然而要達到這
一榮耀的目的，神也需要安排我們的環境、境遇
和景況，好叫我們被模成祂長子的形像。我們的
出生、家庭、居所、成長的過程、周圍的同學及
親友、以及所有的環境，都在神主宰的手中，目
的是為了成全我們。無論我們覺得好或不好，喜
歡或不喜歡，這些環境都是神精心設計的，叫萬
有互相效力，使愛神的人得着益處。今天我們的
情形也該一樣。我們需要學習兩個重要的功課－
神主宰的功課，以及憑復活的大能背十字架的功
課。我們若安靜的留在十字架之下，雖然表面上
我們是輸家、受苦者，但事實上我們是贏家、享
受者。我們越學習神的主宰和背十字架的功課，
就越成為贏家、享受者。
羅竹香

各環系列交通

青少年組報導
青少年生命讀經
（使徒行傳、提摩太前後書）
追求分享－２
【使徒行傳】
使徒行傳的主題：
「復活的基督在升天裏，憑着
那靈，藉着門徒，為着產生眾召會－神的國－的
繁殖。」這位復活的基督乃是經過死而復活，並

升天和奮力活動的神。很摸着當司提反被石頭打
死時，定睛望天，看見耶穌乃是站在神的右邊。
耶穌是站着，表明祂乃是極為看顧為了自己而受
逼迫的人。使徒行傳也多次提到召會，召會的繁
殖乃是憑着復活基督之靈，和門徒們的見證，以
產生眾召會；且藉着產生眾召會，使神的國得以
繁增。我們如今也正在經歷神國的繁增和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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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我們也在寫使徒行傳的繼續。現今這位
在諸天之上的主耶穌，正藉着我們作祂的見證人。
在說方言的事上，我也有了更明確的認識。
「他
們就都被聖靈充溢，並且按着那靈所賜的發表，
用別種不同的語言說起話來。」這裏的「都」只
形容「充溢」
，並不形容「說起話來」
，所以不能
用以證明所有被聖靈充溢的聖徒都有說方言；而
且這方言應當是地方語言，是能聽得懂的，而不
是現今許多所謂的「方言」，講出來是無法理解
的。彼得藉着鑰匙為猶太人打開了國度的門，使
外邦信徒也有接受福音的機會。在行傳二章二十
一節，彼得接着說到：
「那時，凡呼求主名的，就
必得救。」神藉着升天和澆灌祂的靈，使我們這
些本來與祂無分無關的外邦人，也能藉着呼求祂
的名，吸入祂的氣息，飲於祂這活水。
掃羅是一個受到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在被主得
着以前，他是被撒但得着的，他逼迫所有呼求主
名的人。他在往大馬色的路上有光照耀他，並有
聲音對他說，
「掃羅，掃羅，你為甚麼逼迫我。」
從掃羅的回答：
「主阿，你是誰？」可以知道，他
乃是一位尋求神卻沒尋到真神的人，但是他卻知
道和他說話的是「主」
。後來，他在他暫時瞎眼的
三日之後，藉着門徒亞拿尼亞的帶領而得救歸入
主。保羅得救後，
「隨即」開始傳揚福音，為主開
展。他是一個非常好的器皿，有許多知識學問，
能承裝並傳輸包羅萬有的基督。保羅在大馬色盡
職事非常出色，也有了門徒，但神的安排使他離
開大馬色，去到他沒沒無聞的耶路撒冷。之後，
保羅同巴拿巴站住立場，傳講基督的復活。當時
雖有許多猶太人反對，但神與他們同在，就算被
下在監裏也不否認主的名。在多次的行程中，他
們持守這身體的一，在各處的召會選立了長老。
保羅和巴拿巴在安提阿盡職事時，有從耶路撒
冷來的攪擾。因著在耶路撒冷的彼得和雅各的輭
弱，他們沒有為新約純正的真理站住，使得保羅
和巴拿巴必須回到耶路撒冷來阻止這攪擾的源
頭。另一面，我們能看見保羅對於猶太人和外邦
人有不同的傳講，他的傳講是滿有智慧的，這和
他的所學和屬靈的經歷非常有關，從傳講可以看
出他是一個很有用的器皿。
保羅和同行的使徒遭到監禁，禁卒把官長的話
告訴保羅，說到要把他們私下放出去。保羅在這
裏的舉動不像待宰的羔羊，相反的，他聲明自己
羅馬公民的權利；他在這裏乃是獅子，為了神的
福音。從保羅的榜樣，我們學習到：有時我們可

能需要像主耶穌一樣，為了順服父而靜默，因為
祂乃是為了完成父的計畫；但有時我們需要合適
的聲明與說話，好叫主的權益不受虧損。
保羅盡職受到了許多逼迫，也被下在監裏多
次，但是他都為了真理而辯論。縱使有許多猶太
人的反對，也有生命的危險，但藉着神的保守，
保羅得以躲避這危害，也在監禁時有更多的時間
使書信得以完成。這乃是神的安排，使得我們能
更多得着神的話語，並認識神永遠的經綸。感謝
神，藉着保羅的書信，神的經綸及許多啓示，都
向我們照明了。
【提摩太前書】
保羅教導憑信作真孩子的提摩太，在各方面都
教訓他，不可教導虛構無稽之事，和神永遠的經
綸無關之事；要打那美好的仗，並持守信心和無
虧的良心。因為我們若失去這些，就會在信仰上
猶如船破。很摸着保羅給提摩太的教訓：不爭辯，
不閒談，不批評，而要禱告。召會領頭的人當學
習這禱告的功課，凡事上都要以禱告作為我們的
開頭，而帶進一個敬虔莊重的生活，這乃是一個
令人極為尊敬的生活，使神得以彰顯。很摸着保
羅所說關於禱告的實行，弟兄們要舉起虔聖的手
隨處禱告。在八節保羅也勸弟兄們禱告，
「無忿
怒，無爭論。」忿怒與爭論殺死我們的禱告。忿
怒是出於我們的情感，爭論是出於我們的心思。
要有禱告的生活，並不住的禱告，我們的情感和
心思就必須規律到正常的情況，受我們靈中那靈
的管治。我們也當有正常的人性生活，我們越屬
靈，就應當越有人性。我們乃是藉着神的生命來
過這人性的生活，也當要運用智慧來待人，在接
觸人的事上不愚昧。我們也當以全般的純潔接觸
人，特別是在接觸異性的事上；並要有正當的動
機，好叫我們自己蒙保守。在召會中我們也當盡
自己的職責，沒有人是閒着的，人人都當盡我們
那一分來服事召會。保羅在六章十一節囑咐提摩
太，不要追求能力、恩賜、神蹟和神學的訓練，
乃要追求公義、敬虔、信、愛、忍耐和溫柔。我
們若要成為完成神的經綸，以建造眾地方召會作
基督之彰顯的人，這一切的追求都是必需的，好
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
【提摩太後書】
召會敗落的豫防劑有八個基本元素。這些作豫
防劑的神聖供備包括清潔的良心、無偽的信心、
神聖的恩賜、剛強的靈、永遠的恩典、不能朽壞
的生命、健康的話、與內住的靈。其中我最摸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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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的恩賜。每一位聖徒裏面都有一個恩賜，但
是我們卻沒有使牠焚燒起來。我們當使它焚燒起
來，使召會得以更加明亮發旺。提摩太後書的主
題是對召會敗落的豫防劑。二章一至十五節說
到，提摩太和他其他的同工該是豫防者。豫防者
有五項身分：教師、精兵、競賽者、農夫和工人。
其中我最摸着精兵。在三節保羅說，
「你要和我同
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使徒認為他們
的職事乃是為着基督的爭戰，所以祭司的事奉乃
是服役、爭戰。每當我們將基督供應別人，就發
覺自己是在爭戰。因此，我們不但該是將美好的
託付交託別人的教師，也該是為着神的權益爭戰
的精兵。提後二章四節說，
「凡當兵的，不讓今生
的事務纏身，好叫那招他入伍的人喜悅。」這裏
的今生，原指今世肉身的生命。我們要為着主在
地上的權益打那美好的仗，就要除去一切屬地的
追求和纏累，使我們絕對為着神而爭戰。
二十二節說到：
「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慾，同那
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義、信、愛、和平。」
這裏說到我們不僅該提防眾召會中外在的敗壞，
也該提防自己裏面內在的私慾；要避開外在的敗
壞，也要逃避內在的私慾。不僅如此，我們該同
那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義、信、愛、和
平。公義是對自己，信是對神，愛是對別人，和
平是這三樣美德的結果。 感謝主，使我有這樣的
機會得以追求使徒行傳和提前提後這幾卷的生命
讀經，從中得着了許多亮光。願主得着我，在年
少的時候得到更多話語，有更多的亮光，裝備我
這個人，成為一個優秀的基督徒！
向上小區／楊以諾
【提摩太前書生命讀經第三篇】
我很摸着這篇說到：
「我們不該說這麼多，甚至
不該作這麼多，而該更多禱告。你若聽見聖徒輭
弱或退後，不要談論那人，也不要批評他…你該
不該看望他，在於主的引導…不要擅自作任何事
情。…甚至在看望聖徒上，我們也可能是僭越的。
看望退後的聖徒，若離了禱告和主的引導，憑我
們自己作，的確是僭越的罪。但若藉着我們的禱
告，主確實引導我們看望某人，那個看望就會有

果效。」
這學期的第一週是我配搭當樓長，我就觀察到
姊妹之家新住進來的姊妹中，有一位姊妹的狀況
特別多。並且住了一段時間以後，我還是常常聽
到姊妹們提到她有些不合適的點。在跟幾位畢業的
姐姐交通後，她們都鼓勵我要主動關心顧惜那位姊
妹，並與她有交通，但我還是不知道要如何作。
讀到這篇就受題醒，看見不是我們天然的人可
以作甚麼，很寶貝我們所需要的乃是禱告，我們
對姊妹們的關心要從禱告開始。我就很蒙光照，
看見我常常看到一些情形，裏面有很多感覺，卻
很少為姊妹們禱告。於是我開始操練，在個人禱
告時為姊妹們的情形禱告，雖然沒有每次都作
到，但我實在能見證禱告的功效。我也操練在姊
妹們輭弱疲憊時寫小卡顧惜她們，雖然我的時間
不一定很搆得上，但還是操練享受主在裏面的引
導。感謝主，在學期的末了，有一次偶然的機會
下，我與幾位姊妹（包含那位姊妹）有交通並彼
此分享。我很喜樂聽到她的分享，感覺到她對主
有不一樣的感覺，雖然外面的一些行為還是沒有
改變，但很寶貝我們的禱告是有功效的！盼望我
能繼續這樣操練，以禱告作我每件事情的起頭。
【提摩太前書生命讀經第八篇】
很摸着這裏說到：
「基督的執事主要的不是指屬
於基督的執事，乃是指供應基督給別人的人；他
是以基督服事人的人。」以前常常聽到執事這個
詞，卻不知道它的確切意義，只是大概知道是在
服事主，讀到就覺得很寶貝。看見我們也都能成
為基督的執事，就是供應基督的人！
【提摩太前書生命讀經第九篇】
很寶貝這篇說到我們需要過正常為人的生活。
「我們都必須學習有人性。事實上，我們越屬靈，
就越有人性。我們若要活基督，就必須學習真正
的有人性。主耶穌在地上時，是滿有人性的。」
讀到就很受題醒，看見我在姊妹之家常常對姊妹
們的內務很有感覺，覺得很受不了。但我卻一直
在裏面定罪，並沒有在正確的人性裏顧到和幫助
她們。看見我實在需要向主學，有甜美的人性來
俯就人。
頂街區／陳維欣

禱研背講—被真理構成最好的路（四）
個人的見證（續）
在九六年以前，我從來沒有在話語上服事召
會，我也從來不認為我能釋放話語。這不是我謙
卑，我是真覺得自己沒有恩賜。舉一個例子，我
被主復興之後，有一個很特別的經歷。有一天，

我來到召會的聚會，我對自己說，今天我要作見
證。可是當前面一個人站起來之後，我就對自己
說，等下一個，就這樣，我一直站不起來。直到
有一天，我衝到講臺上，可是等我站上去，竟把
要講的全忘掉了！我不是要講甚麼道，是要講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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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經歷，但是那一天講得不清不楚。我還記得
那天負責弟兄的一個動作。那位負責弟兄很顧惜
人，不會叫我從講臺上下來，他就瞅瞅我。這個
姿勢大家都注意到了，他就拉我的褲管示意。從
這個事例，我就知道自己沒有話語恩賜。當然，
我們服事教會，不一定要有話語恩賜。所以我多
年來就配搭在事務上。後來似乎有一點顯明，在
蓋會所、蓋信基大樓時，就是我們在服事。我從
來沒有認為我能彀釋放話語。我到那時得救將近
三十年，我都沒有在話語上盡功用。
一直到九六年開始，我被一棒子打醒，纔知道
關鍵不是在於口才，而是在於構成；不是在於講
人喜歡聽的，而是在於講聖經的真理。主的恢復
是一個真理的恢復。我纔開始轉，操練禱研背講，
到現在已經十一年。這期間，每一篇綱要，我都
禱研背講最少三次，若是可能，我都要五次以上。
被構成的路，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然後就不會
忘記。更何況我們中間的真理是重疊性的，我們
一直在摸神新約的經綸，就是神要將祂自己分賜
到我們裏面。我們一直從神經綸的角度，操練禱
研背講，就會慢慢被真理構成。
所以，請不要再講，我恩賜不彀，或有其他的
藉口。我再說，主解開神的真理之後，連愚人、
遲鈍的人都可以通達，都可以火熱，你我就不要
講理由。等到你不講理由，你就開始踏實地走禱
研背講的路，被神聖的真理來構成。這條路絕對
是一條正路，因為今天擺在我們中間的聖經真理
及解開的話，都以綱要的形式來呈現。你如果不
去注意綱要，你就不會清楚擺在我們中間的真理

是甚麼，那就非常可惜了。

趁早醒悟，與活力同伴
一同操練禱研背講
每一天早上你可以在你習慣性地晨興之後，總
得和兩三位的同伴操練禱研背講。我要說，你的
實行一定要同伴，不要相信一個人能多會研。連
我到現在，若是研一個很陌生的綱要，我都很希
望有同伴（那怕有一位剛剛得救的）一起來禱研
背講。你找到同伴之後，要好好地來實行禱研背
講，慢慢就會發現，等到你主日申言的時候，人
家就發現你變了。我就是這樣，我沒有去爭取要
釋放話語，等到有一天，人就發現我的講話變了，
就有人找我去釋放話語。我那時就很稀奇，那些
有恩賜的都不找，怎麼找到我了呢？
請我們不要講理由了，操練禱研背講，走構成
的路。我常常鼓勵年輕人，趁早醒悟：同樣要走
十年，為甚麼輕率地走十年，為何不走構成的路？
同樣要走十年，為甚麼不出一點代價呢？
其實聖經的話，二十年內就會轉過一遍了。到
今天，新約聖經的結晶讀經快要講完了，我相信
再過兩年就走過一遍了，然後就會進入舊約聖經
的結晶讀經。舊約結晶讀經只會講得更快，因為
要摸舊約內在的實際，就沒有新約那麼多內容可
講的，所以很快舊約就會講完。講完之後，我們
會再一次進入。李弟兄當初講完之後，還想重新
再講一次，越講真理越被打開。
盼望弟兄們，我們走在主恢復的路上，要能用
禱研背講的方式，進入聖經高峯的真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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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題：在召會生活中並為著召會生活，
以基督為我們的人位並活祂（二）
參、為著身體生活照著靈而行以活基
督：
第一篇說到召會生活，第二篇說到召會乃是神
的建造，第三篇接着說召會乃是基督的身體，身
體與生命有關。這些點都說出神的渴望。弟兄姊
妹，神渴望我們活基督，我們需要讓祂作到我們
裏面，並將祂活出來。基督需要活出來，但在我
們的生活裏，我們常常容易照着我們的習慣、我
們的觀念、我們自己的背景來生活行動。在這裏
我們需要看見，要為着召會生活來活基督，這個
活基督乃是我們基督徒生活的價值，也是我們生
活的目的。如果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們沒有活基

督，我們的生活就沒有意義，我們的生活就沒有
價值。
在使徒們的身上我們也能看見，這些跟隨主耶
穌的門徒和使徒：漁夫、稅吏、罪人，若是他們
沒有聯於基督，沒有活基督，今天誰還會記念他
們呢？今天這些人之所以能彀成為我們前面屬靈
的榜樣，是因為他們聯於基督。因着他們聯於基
督，所以那一個平凡的人生，甚至是不起眼的人
生，開始有了價值。弟兄姊妹，今天我們生活的
價值，就是：我們需要活基督。這個是神的渴望，
也是我們的需要。在這裏更告訴我們，我們要為
着甚麼活基督呢？要為着身體的生活活基督。

一、我們需要在召會中並為著召會生活而活基
督—加一2，15～16，二20，四19：
今天活基督不是為了使我們這個人更好，今天我
們需要活基督，是因為召會需要藉着我們得着建造。
１、新約中有四處主要的經節啟示活基督這
事—約六57，十四19，加二20，腓一21上。
第一處約翰福音六章五十七節，：
「活的父怎樣
差我來，我又因父活着，照樣，那喫我的人，也要
因我活着。」主在地上的生活，因着祂享受那一位
活的父，所以祂就把這位活的父活出來。第二處是
約翰福音十四章十九節：
「還有不多的時候，世人
不再看見我，你們卻看見我，因為我活着，你們也
要活着。」這兩處是主在地上的榜樣，祂是一個把
神活出來的人。
接下來的兩處就說到，在地上就有一個人，他喫
基督所以他就活基督。這個人就是保羅。所以第三
處與第四處經節主要就是講到保羅。加拉太書二章
二十節：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腓立比書一
章二十一節：
「因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今天在
地上有一個人，因為他喫基督，他被基督充滿、以
基督作他的生命和人位，所以他就把基督活出來。
今天這樣的經歷也要重複在我們的身上。
２、我們應該全神貫注於活基督這件事，只在
意活基督，不該讓任何事物打岔我們。
我們需要藉着享受基督而成為一班活基督的
人，不該讓任何事物打岔我們。
二、活基督實際的路就是照著靈而行—腓一21
上，羅八4：
怎麼活呢？就是照着靈而行。我們的生活需要照
着靈，不是照着我們的觀念。弟兄姊妹，我們常常
過兩套的生活，在聚會中是一套，在家裏面、在我
們的生活中又是另一套。所以在這次的信息綱要所
附的職事信息中就特別提到，我們需要關切一件
事，就是需要關切我們的生活到底有沒有活基督，
過於關心我們在聚會中的表現。我們可能在聚會中
非常活基督，但在家裏卻是另外一個樣子。有一次
我帶女兒去公園散步，突然有一個女孩子跟我們打
招呼，然後叫我女兒的名字，我女兒也愣住了，我
也愣住了，覺得這個人是誰？召會生活沒有這個人
啊，到底是誰？後來她看我們的表情就說：
「我是
他們學校的老師啦。」我就盯着她看，她學校的老
師我幾乎都認識，為甚麼我不知道她。於是我就很
努力地想，她到底是誰。走了之後，我就問我女兒
說：
「你知道剛剛那位是誰麼？」她說：
「哦！我知
道了，那是婷婷老師。」隔天早上我去學校，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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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口剛好就是那位老師值班。這時我纔恍然大悟：
哦！原來這位老師放假與在學校的時候，那個臉是
不一樣的─在學校叫作素顏，出去玩的時候是經過
打扮的。弟兄姊妹，我們來聚會的時候是怎麼樣
呢？姊妹們沒有化妝，弟兄們也不會化妝，但我們
來聚會的時候，常常就像化過妝一樣，衣服不一
樣，講話也不一樣、跟人的互動也不一樣、表情說
話都不一樣。然後一離開聚會（先不要說回到家）
、
離了這個會所、上了車，我們就「卸妝」了。到底
我們「卸妝」之後與我們在聚會中長得一不一樣
呢？回到我們的家裏，我們的配偶、我們的孩子認
不認得出我們就是剛纔聚會裏面的那一個人。弟兄
姊妹，我們不能過兩套的生活，我們需要在日常生
活裏，藉着運用我們的靈來活基督。
１、聖經最終只向我們要求一件事，就是要我
們照著調和的靈而行。
照着調和的靈，就是照着我們重生的靈，這個重
生的靈裏有神的靈在我們的裏面，是調和的靈。當
我們得救的時候，我們的靈就得了重生，神的靈住
在其中，這二靈就調和成為調和的靈。因此，活基
督、照着靈這件事，是不需要去尋求的，我們不需
要跟主禱告說：
「主阿！使我能彀照着靈而行。」
不需要！因為我們的靈已經得了重生，我們只需要
去用它，用我們的靈來過我們的生活。
２、不住的禱告是照著靈而行的路—帖前五17。
怎樣照着靈而行呢？我們需要不住的禱告。在
「主恢復的目標－產生一個新人」第五篇第參大點
第三中點說，我們該劃出定時禱告的時間。第四中
點說，留在禱告的氣氛裏。如何留在禱告的氣氛中
呢？需要隨時的禱告。隨時的禱告就是不住的禱
告。操練隨時的禱告最好的路就是呼求主名。在我
們的生活中，我們需要常常呼求主的名。當我們在
開車的時候應該常常說：
「哦！主耶穌！」留在禱
告的氣氛裏面，就能彀使我們運用調和的靈，並保
守我們過一個活基督的生活。
３、我們照著靈而行，三一神就活在我們裏
面，使我們為著身體生活而活祂—羅十二4～5。
換句話說，今天這個活不是我們被動的在那裏等
候。我們不能被動地等候靈來感動我們，而是我們
需要主動地來操練。當我們主動操練的時候，我們
再把我們自己放下。一面我們是主動的，但是另外
一面我們又是被動的。我們主動地讓基督來活，我
們主動地放下我們個人的習慣來活基督。這樣的生
活纔能彀使得召會得着建造。

肆、領頭者的心與靈：

第八頁
誰是領頭者呢？負責弟兄是領頭者嗎？弟兄姊
妹，領頭到底是領甚麼頭呢？這裏告訴我們，我們
需要領頭活基督，我們需要領頭操練我們的心，還
有操練我們的靈。今天在召會生活裏有行政方面的
帶領，但更需要的是，有一班人能彀帶頭把基督活
出來。這個就不是只有負責弟兄的責任，而是我們
人人有責啊！在一個聚會中，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
任讓基督從我們的身上活出來。而這個活，在於我
們生活中的活、在於我們生活中怎麼操練我們的
心，還有操練我們的靈。這裏講到心和靈，我們要
看見心是愛的器官，而靈是接受的器官。靈是為了
要來接受主，但是我們的心也非常重要，因為我們
愛甚麼，就會決定我們要去接受甚麼。今天人的墮
落就是我們的心變成剛硬的心，因為心剛硬，我們
的靈就死了。所以，今天主來拯救我們，我們的心
需要變成肉心，向着神柔輭的心。然後，要使我們
的靈被點活，叫我們能彀重新的來接受神。我們能
彀受浸得救，是主使我們的心柔輭，不然我們不會
受浸。主點活了我們的靈，今天我們纔能彀在這裏
享受祂。但不知不覺，我們的心和我們靈都舊了，
所以我們需要有新的心，我們也需要有新的靈。
一、神應許祂的選民，祂要賜他們新心與新靈，
又要將祂的靈放在他們裏面；（結三六26～27；）
新約開始就說到我們的心和我們的靈。（太三2，
約三6。）
今天需要我們的心、我們的靈是新鮮的。這個心
真的非常重要，我們的心就像是一個進出口一樣。
生命是滿了大能的，但是神的生命能在我們身上發
揮多少功用，在於我們的心。我們的心很小，但我
們的心如果向着神關閉，卻能限制神生命的大能。
反之，我們的心若是柔輭向主敞開，生命就能彀在
我們的裏面不斷的來加強我們。關於新心跟新靈的
經文出處，是在以西結書的第三個段落，那裏說到
生命的恢復。所以我們可以看見，我們的心能彀新
鮮、我們的靈能彀新鮮，在於我們從主得着生命的
供應。我們需要主藉着生命來恢復我們、來加強我
們，使我們這個人是新鮮的。
二、一個人作為領頭者，必須有寬宏的心—詩一
一九32，林後七2～3，王上四29。
甚麼叫寬宏的心呢？就是能容納所有的信徒。有
一個寬宏的心，就像主在地上一樣，是稅吏和罪人
的朋友，祂能彀容納所有的人。今天我們說，我們
需要去看望、需要送會到家，但我們能否容納所有
的人呢？弟兄姊妹，這就要看我們的心是怎樣的
心。如果我們的心是新心，我們的靈是新靈，我們
就能彀有一個寬宏的心，能彀容納所有的信徒。

三、我們必須清心，（太五8，）並且靈裏貧窮；
（3；）我們需要被加強到我們得重生的靈裏，使
基督安家在我們心裏。（弗三16～17。）
我們需要讓主有地位，在我們的生活裏常常接觸
祂。從我們的晨興開始，就要接觸祂、讓祂安家、
讓祂內住、讓祂作人位，使我們的心能彀被祂更
新，使我們的靈新鮮，好叫我們能彀有寬宏的心。
四、主的恢復有賴於我們得更新、得潔淨的心，
以及我們得更新、被加強的靈；當我們的心完全被
基督據有，我們的靈徹底被那靈浸透，神就會有
路，這恢復就會得勝的普及出去。
信息特別說，我們不僅要關切人在聚會中如何，
更要關切人在生活中如何。當我聽見這句話的時
候，主就問我：
「你如果沒有去到人的家裏，你怎
麼知道人的生活如何？」我們的見面如果都在聚會
中見面，我們都是把人邀到聚會中，我們只能看見
他在聚會中的樣子，沒有辦法了解他在生活中到底
有沒有活基督。一個人有沒有活基督從他生活中的
擺設也可以看得出來。所以這裏有一個需要，這個
需要是甚麼呢？就是需要我們進到人的家裏。我們
惟有進到人的家中，去牧養、去送會到家，我們纔
能彀很實際的關切人在日常生活中到底有沒有活
基督。如果我們所照顧的人、所餧養的弟兄姊妹個
個在生活裏都是一個活基督的人，今天召會就能彀
被建造起來，今天主的生命、主的人位就能彀藉着
我們得着彰顯。我們就能彀像保羅一樣宣告：
「在
我活着就是基督。」我們所餧養的人也能彀宣告：
「在我活着就是基督。」弟兄姊妹，我們彼此共勉，
願我們的生活中能常向主敞開，使我們成為一班活
基督的人。
高晨光

伍、認識愛主的意義，在不朽壞之中
愛主耶穌基督，並在愛和光中行
事為人：
當我們的心是更新的心、清潔的心、單純的心
時，我們需要更進一步，讓我們的心成為愛主的
心。這點特別題到「愛」
。愛主是每個人在生命成
長的過程裏，都會跟主發生的一個正確的關係。講
到愛主，是說到主在我們心裏有多少的地位。我們
越愛主，主就越在我們心裏有地位。釋放信息的弟
兄說了一個事例，有一天姊妹打電話問他：
「你在
那裏？」當姊妹打電話給你，問你在那裏？你就要
誠實的講：
「我在你心裏。」那姊妹就得安慰了，
她就不管你在那裏了，因為她知道你就在她心裏。
弟兄姊妹，當主耶穌問你在那裏？你可千萬要會
講：
「主阿！我在你心裏！」主就得安慰了。
（未完待續）
劉運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