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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召會的性質

讀經：林前一 2，十二 12，弗一 19 ～ 21，二 6，三 16 ～
21，四 4～ 6、16，林前六 17

綱　　要
壹	召會是神聖的，『基督的』，『復活的』，屬
天的：

一	召會是神的—林前一 2，十 32，十一 16：

1	地方召會必須是神的召會，有神的神聖性質—彼後一 4。

2	『神的召會』這發表不僅指明召會屬於神，也指明召會
必須有神的性質。

二	召會是『基督的』	—林前十二 12，弗一 22 ～ 23：

1	每一個地方召會必須是基督的召會（羅十六 16），在基
督的元素裏：

a	基督是召會的性質，召會實際上就是基督本身—西三
10 ～ 11。

b	凡和基督差了一點的，都不是召會；不是基督的，就不
是召會。

2	召會是基督的純產物—弗四 15 ～ 16：

a	這由夏娃所豫表；夏娃完全、純粹是從亞當產生出來的；
凡夏娃裏面所有的，凡夏娃所是的，全是亞當—創二
22 ～ 24，弗五 30 ～ 32。

b	召會也必須只有一種元素—基督的元素；在召會裏，除
了基督的元素以外，不該有別的元素—西三 10 ～ 11。

三	召會是『復活的』	 —約十一 25，徒二 24，啓一
18，二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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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召會完全是在復活裏的實體；召會不是天然的，也不是
在舊造裏。

2	召會是在基督的復活裏並憑著復活的基督造成的新造；
因此，召會是『復活的』	—加六 15，林後五 17。

3	召會乃是在基督的復活裏產生的，並且憑著基督的復活
生命得以繼續存在；因此，召會是耐死的。

四	召會是屬天的—弗一 19 ～ 21，二 6：

1	召會乃是在升天的基督裏；召會已經與基督一同復活，
現今與基督一同坐在諸天界裏—6節。

2	召會是屬天的，主要的意思是，召會乃是在神的權柄之
下—太二八 18，但四 26、34 ～ 35：

a	召會的性質就是服神的權柄。

b	天有一個特別的性質，就是服神的權柄；因此，屬天就
是有服神權柄的性質—太六 10，十八 18 ～ 19。

貳	我們需要儆醒並忠信的保守召會的性質—十三
31 ～ 32：

一	召會該像菜蔬一樣生產食物，使神和人得著滿足—
31 ～ 32 節上。

二	召會的性質和功用都變了，成了『樹』，作飛鳥的
宿處—32 節下、4、19 節。

三	召會按其屬天、屬靈的性質，該像芥菜一樣寄居地
上；但召會的性質改變了，像樹一樣深深扎根、定
居地上—31 ～ 32 節。

叁	召會是神與人的調和—弗三16～21，四4～6、
16：

一	神與人的調和是聖經裏旣深且中心的真理—林前六
17，約十四 20，十七 21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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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們必須抓牢召會的原則—召會乃是神與人調在一
起—弗四 4～ 6：

1	召會不光是神，也不光是人；若光是神或光是人，就失
去召會的性質。

2	神與人調在一起，顯明召會的性質。

三	神獨一的定旨是要將祂自己與我們調和，好使祂成
爲我們的生命、性情和內容，我們成爲祂團體的彰
顯—約十四 20，十五 4 ～ 5，弗三 16 ～ 21，四 4 ～
6、16：

1	神與人的調和，乃是神性與人性之元素內在的聯結，以
形成一個生機的實體，但聯結中的元素彼此仍有分別。

2	神的意願乃是要神與人調和，而神永遠定旨的完成，是
在於這調和—一 5、9，三 11。

四	基督的身體是基督的擴大，就是那神與人調和者的
擴大—一 22 ～ 23，四 16：

1	在福音書裏，神與人調和產生元首；在使徒行傳裏，神
與人調和的擴大產生基督的身體—弗一 22 ～ 23，四 15 ～
16。

2	在以弗所四章四至六節，四個人位—身體、那靈、主和
父神，都活躍的調和在一起：

a	父具體化身在子裏，子實化爲那靈，那靈與信徒調和。

b	這調和乃是基督身體的構成。

3	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的三一神，將祂自己與蒙祂揀選的
人，在他們的人性裏相調和，這調和就是基督身體真正的
一—3節，約十七 21 ～ 23。

五	爲著召會生活，我們需要看見調和的靈—神聖的靈
調著我們人得了重生的靈—這個異象—林前六 17，
羅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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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父在子裏，子就是那靈，而那靈如今調著我們的靈—約
十四 9 ～ 10、16 ～ 18，林前十五 45 下，六 17，羅八
16。

2	神與人的聯結乃是神靈與人靈二靈的聯結（林前二 11 ～
16）；這二靈的聯結乃是聖經中極深的奧祕。

3	神經綸的中心點乃是調和的靈，就是神靈與人靈的調和；
神所要作或完成的一切，都與這中心點有關—六 17，弗三
9、5，一 17，二 22，四 23，五 18，六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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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講台信息

我是非常非常的喜樂，能彀今天早晨和你們眾人在一

起，與紐約市召會的聖徒們一同擘餅，阿利路亞！這也

是基督身體的聚集，我們在這裏有分於一個交通，就是

基督耶穌的交通。讚美祂！

請我們全神貫注於這篇信息，而不要注意任何其他的事

物。這次特會的總題是『認識生命與召會』。頭三篇信

息是講到生命。從這篇信息開始，而繼續於今天晚上和

明天，要講到召會。第一件事我們要認識關乎於召會的，

就是召會的性質。這就是這篇信息的篇題。我們在這裏

講到召會的性質，最好的一個例子關乎於召會的性質，

也有講到召會的光景。召會的情形可以是積極的或者是

消極的，但是召會的性質永遠是積極的。召會的情形天

天、年年都會改變，然而召會的性質永遠不改變。

開始這篇信息，最好開始的方式，就是要請大家一起全

神貫注的來看這裏讀經的經節，就是哥林多前書第一章

二節。你或許像我一樣並沒有那麼注意、在意這一處的

經節，但是在這短短的一處的經節裏，有五個與召會性

質有關寶貝的事。第一，就是這是神的召會；第二，這

是在哥林多真正神的召會；第三，這是屬於基督耶穌的

召會；第四，這是由在各處得聖別並呼求主名的人所構

成；第五，這個召會是與在各處呼求主名的人有交通，

換句話說，這個召會乃是與基督宇宙的身體有交通的。

這是五件非常有意義的事，與召會的性質有關聯的。

我記得在一九九○年，李弟兄被邀請到長島的召會，在

那裏有分於他們主日早上的聚會。我們豫備了一篇信息，

是關於哥林多前書的頭九節經節。我說，在哥林多前書

一章裏的頭九節經節有甚麼可講的呢？但事實上，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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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裏知道要講到哥林多前書的時候，我只能想到就是

一些的問題，一個又接著一個的問題。但是在少於一個

小時之內，李弟兄就釋放了一些非常奇妙的話，講到到

底甚麼是一個真正的召會。那個非常的寶貝，我們把他

的信息擺在一起成爲一個小册子，單獨的一個小册子。

這大概是我們手中最短的一本書，講到真正的召會，真

實的召會。如果你讀的話，大概二十分鐘之內就可以讀

得完。我可以向你們保證，你會發現非常新鮮，又非常

寶貝的事。我們書房裏有一千小册子，是講到真實的召

會。她之所以是真實，真正的，並不是說這個召會原先

不是真正的。這裏並沒有說，這是一個好的召會，這是

一個屬靈的召會，因爲那些是指到召會的情形。之所以

她是一個真實的召會，就算她再輭弱，再有所有的短缺，

再不完全；然而她卻有一個真實召會的性質。我鼓勵你

們眾人都要讀這本書。

現在，講到召會的情形。哥林多的召會，在這裏你有一

個召會，有些屬肉體的，屬肉的，甚至是嬰孩般的信徒。

那在這處召會裏，有些人犯了粗鄙的罪，就像有些人，

在外邦人中間都沒有被提及的罪。這裏有一處的召會，

他們把信徒帶到法庭上訴訟。在這裏，你還有人在這裏

站邊了，我是屬於亞波羅，我是屬於彼得的，我是屬於

基督的。聖徒們，這一些都是召會的情形。現在，你膽

敢說這一處的召會是神的召會麼？然而神卻敢這麼說。

你敢說，這是一個真正的召會，在哥林多真正的召會麼？

然而基督敢這麼說。你敢說這處的召會是在基督裏，以

基督爲元素和範圍麼？你敢這麼說麼？那靈卻敢說。你

敢說這個召會，有所有的這些問題，是由蒙召的聖徒所

組成的麼？保羅敢這麼說。你敢說這處的召會，有這些

許多的問題，但這處召會卻是與那些在各處呼求主名的

人有交通麼？聖經是這麼說的。弟兄姊妹們，神說了，

基督說了，那靈說了，保羅說了，聖經說了，所以你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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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甚麼可說的呢？請閉口，閉嘴，只要顧到召會的性質

就彀了。這需要人的智慧和辨別力，才能認識召會的情

形，但是卻需要神聖的啓示和操練才能看得見並且認識

召會的性質。

在哥林多前書一章二節之後，我們有第三節。林前一章

三節怎麼說呢？這是一個祝福，『願恩典與平安，從神

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批評容易，但是

要祝福是神聖的。當我們讀保羅說到以弗所書的美言和

祝福是很容易的，是很好的，是不是？以弗所的召會。

但是在這裏聽見保羅在哥林多前書所說到召會的美言，

是更美好的，更佳美的。弟兄姊妹要非常的小心。你要

祝福召會，不要咒詛召會。你要看的，是超過召會的情

形而看見召會的性質。巴蘭受雇要咒詛神的百姓，然而

從他口中所出來的，卻是滿口的祝福。祂在以色列中看

不見罪孽。我相信，神的應許，向著亞伯拉罕說的，而

由他地上的後裔所支取的，應該同樣的應用到亞伯拉罕

屬天的子民身上。那就是甚麼呢？那就是任何祝福他的，

就必蒙福；誰咒詛他的，就必蒙咒詛，必受咒詛。

好，我們來到這篇的綱要。我要讓你知道，這篇信息是

由三個部分所組成的。我們讀到的時候，你們就會懂得

了。

壹　召會是神聖的，『基督的』，『復活的』，屬天的：

一　召會是神的—林前一 2，十 32，十一 16：

1　地方召會必須是神的召會，有神的神聖性質—彼後一4。

2　『神的召會』這發表不僅指明召會屬於神，也指明召會
必須有神的性質。

甚麼意思，當我們說到召會是出於神的，是屬於神的

呢？這不僅僅是說召會是屬於神的，這裏說到召會有神

的性情。如果我說到，這是湯姆的車，這車是屬於湯姆

的。我說這個桌子是木頭的，不是說這個桌子是屬於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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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的，乃是說這個桌子的性質是木頭的。當我們說到召

會是神的，意思就說出這個召會是按著神的性情的。

二　召會是『基督的』—林前十二 12，弗一 22 ～ 23：

召會是在基督裏，作爲召會的元素與範圍。你說，在哥

林多的召會是在基督裏的麼？是的，你必須看過超越召

會的情形，而看見這個召會乃是在基督的元素與基督的

範圍裏的。

1　每一個地方召會必須是基督的召會（羅十六 16），在基
督的元素裏：

a　基督是召會的性質，召會實際上就是基督本身—西三
10 ～ 11。

b　凡和基督差了一點的，都不是召會；不是基督的，就不
是召會。

2　召會是基督的純產物—弗四 15 ～ 16：

a　這由夏娃所豫表；夏娃完全、純粹是從亞當產生出來
的；凡夏娃裏面所有的，凡夏娃所是的，全是亞當—創二
22 ～ 24，弗五 30 ～ 32。

b　召會也必須只有一種元素—基督的元素；在召會裏，除
了基督的元素以外，不該有別的元素—西三 10 ～ 11。

召會是在基督裏的，召會是在基督的復活裏，召會也是

在基督的升天裏。這是要來的兩個點。

三　召會是『復活的』—約十一 25，徒二 24，啓一 18，二
8、10：

1　召會完全是在復活裏的實體；召會不是天然的，也不是
在舊造裏。

2　召會是在基督的復活裏並憑著復活的基督造成的新造；
因此，召會是『復活的』—加六 15，林後五 17。

召會是在基督的復活裏。如果今天早晨，你要看見召會

的話，你必須要有信心說，召會是新造。召會是憑著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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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基督造成的新造。召會是在基督的復活裏，並憑基

督的復活造成的新造，因此召會是復活的。

3　召會乃是在基督的復活裏產生的，並且憑著基督的復活
生命得以繼續存在；因此，召會是耐死的。

四　召會是屬天的—弗一 19 ～ 21，二 6：

1　召會乃是在升天的基督裏；召會已經與基督一同復活，
現今與基督一同坐在諸天界裏—6節。

今天早晨，我們就是在這裏。

2　召會是屬天的，主要的意思是，召會乃是在神的權柄之
下—太二八 18，但四 26、34 ～ 35：

早晨，沒有人有權柄，我們都在升天基督的權柄之下。

a　召會的性質就是服神的權柄。

b　天有一個特別的性質，就是服神的權柄；因此，屬天就
是有服神權柄的性質—太六 10，十八 18 ～ 19。

天有一個特別的性質，就是服神的權柄。願你的旨意行

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是神的旨意所行在的地方。要

成爲屬天的，就是要有這一個性質，就是服神的權柄。

好，我們來到另外一個點，就是第二大點。這裏說，

貳　我們需要儆醒並忠信的保守召會的性質—十三 31 ～
32：

一　召會該像菜蔬一樣生產食物，使神和人得著滿足—
31 ～ 32 節上。

馬太福音十三章說到，召會的性質就像菜蔬一樣生產食

物，使神和人得著滿足。然後有些事發生了，這個性質

改變了。

二　召會的性質和功用都變了，成了『樹』，作飛鳥的宿
處—32 節下、4、19 節。

三　召會按其屬天、屬靈的性質，該像芥菜一樣寄居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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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召會的性質改變了，像樹一樣深深扎根、定居地上—
31 ～ 32 節。

弟兄姊妹，在主的恢復裏，我們有一些東西是非常特殊

的。有些年輕人說，我們爲甚麼不一樣啊？我今天早晨

在這裏告訴你，我們與眾不讓是非常值得驕傲的。我們

之所以不同，乃是因著召會的性質是與凡俗不同的。我

們知道我們在許多方面是不一樣的。我們知道有自己特

殊、特有的東西，我們對其中的每一項都引以爲傲。有

些在我們中間並不那麼寶貝我們這邊的特殊和特別，甚

至認爲我們的特殊和特別是羞恥的。今天早晨，我願意

向你們宣告，我們之所以與人不同是值得引以爲傲的，

我永遠不會放棄我們特殊的點。求主保守我們，使我們

特殊，與別人不同，要一直下去。聖經說，若鹽失了味，

就成爲無用的了，沒有用處。我不願意失去我在神眼中

的特質。我不願意被丟到那無用的坑裏，那是臭的，是

無用的。只是一堆看起來是一樣，在地上爬的那些，想

要成爲某些偉大人物的那一些的東西。我們對我們的不

同是引以爲傲的。如果我是人，我就是要作人。我不願

意穿起來像牛、象羊、象驢子，或者象豬一樣，好使我

們被他接受，好叫我們跟他一樣。不！我是人！我們有

我們的性情、性質。我們要對我們的性質驕傲，引以爲

傲。如果我要所謂的對的話，是照著神是對的。我的準

確、正確，必須是神聖的正確，不是政治正確。阿們麼？

願主幫助我們，幫助我們每一個人，來保守我們的不同，

甚至慶祝我們的與人有與眾不同，與人有別。

好，我現在要把信息轉到一些完全是不一樣的事。我願

意說一些話，講到主的恢復在西方的開頭，特別是講到

李弟兄訪問紐約市的這一段歷史。一九五七年，倪柝聲

的第一本書在西方出世，那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之前一年，他被定罪，下到監裏。隔年，一九五七年，

這份職事攀越強勁，一夕之間，這本書在西方尋求者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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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開花，人就渴慕要得著生命。又隔一年，你在這裏可

以看見，從螢幕上看見，李弟兄來訪問這個國家，那就

是一九五八年。他四月二十五日到了三藩市。凌晨，五

月十七日抵達紐約。接著，就是我們聽到在召會通問裏

頭的報道。召會通問第四期，『五月二十七日，許多弟

兄姊妹到機場來接我，彼此相見，相當喜樂。在弟兄邀

請之下，我在十八日主日說話。二十號晚上，在禱告聚

會裏也說了話。』

（他剛剛把這個潤稿潤過，會包括在李常受弟兄的文

集裏面，明年八月會在這裏出版。如果現在要訂購，就

會有很好的折扣。我從來沒有忘記我自己是售貨人、賣

書的人這個身分。）『然後二十號有五個晚上我在這裏

說話，這個回應是非常的好。有主的恩典臨到我們。若

主願意，今晚和明天要來的主日早上和晚上，我要有另

外一個特會，有四次的聚會，願主祝福這段時間。在所

有美國的地方，紐約的聖徒的人數最多，大概有八十到

九十位弟兄姊妹。一半是說華語的聖徒，一半是白人的

信徒。主日上午的聚會是在紐約長島，在週中禱告聚會

和其他的聚會是在弟兄們的家中。』請聽，『紐約這裏

實在是一個重要中心、廣大工廠，弟兄姊妹向主也相當

有心。如和諧配搭而作出強有力的見證，並能有豐碩厚

果。願主憐憫，也願各地召會代禱。』

因著李弟兄第一任妻子的生病，他留在這裏，直到七月

三十一號之後他就訪問倫敦。那就是李弟兄第一次訪問

西方。因著他訪問西方的結果，在紐約市有一個新的開

始，有些弟兄就開始搬到紐約市這裏。那是一九五八年。

李弟兄再一次訪問紐約，就是一九六○年八月一直到

十二月一號。第二次他有許多週末的特會和聚會，題目

是甚麼？請聽，是講到召會的性質和召會的建造。感恩

節週末，十一月二十號到二十七號，他有四個重要的聚

會講到召會的立場。十二月一號，他就離開了。因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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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說話，有一位弟兄，老顧勒尤金（Eugene Gruhler 
Sr.）弟兄，他就對召會的立場非常清楚，也就是帶下主

的見證。不僅是在紐約市這裏召會的見證，也是兩年之

後也在洛杉磯帶下這個召會的見證。在洛杉磯之後的工

作，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年底，再次訪問紐約。一直到三

月四號，留了四週的時間。

我要在這裏就是願意放一些李弟兄在這一段時間的說

話，就是在紐約市，一九六○年的說話。這一系列的信

息是講到召會的性質和召會的建造。這些完全是我們弟

兄的勞苦，水流職事站和臺灣福音書房他們眾人的勞苦，

帶著神神聖的主宰。那些服事者，那些在資料庫，還有

這些繙譯的，並且在這裏潤稿的、修飾，在這裏編輯部，

在這裏校稿，在這裏印刷的，甚至在這裏包裝的部門，

還有賣書的部門，所有這些在這裏能彀現在向眾聖徒，

能彀讓你們垂手可及。

我們所要播放的第一段，是講到神作人生命的意義；我

們所要講到的第二段，是講到十月二十八號，講到神與

人的調和；我們所要播放的第三段，也是從十月二十八

日，請聽，講到基督元首的權柄，並且在一切事上長到

祂元首裏面。請聽以下的說話：

有幾位不能完全聽英文，所以還需要用中文講，我請大

家忍耐一些。每一個認識新約的人都能看見一件奧祕的

事，這就是神願意在祂兒子基督裏面，把祂自己完全作

到人的裏面來。我們對於神的救恩常常只有一半的看法。

我們能碰到各處好些得救的人，你若問他們，神爲甚麼

救了我們，神救我們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大部分人就要

告訴我們說，這就是神赦免了我們的罪，爲著叫我們能

得救，救了我們。我們若是聽許多得救的人的禱告、讚

美，我們一直能彀聽見，都是在這一面：神贖了我們的

罪，救了我們。這一種的觀念，有一點是合乎聖經，但

大體說來，還是我們天然的觀念。因爲我們這個天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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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就是覺得我們是一個有罪的人，需要神來爲我們贖

罪，來拯救我們。我們很少能在這個觀念之外再有別的

認識。但是在聖經裏，神啓示給我們看見一件非常超乎

人觀念的事，這就是神要把祂自己作到我們人裏面來。

這個是超乎人的觀念，並且這一個可以說與人這個罪得

救或者不得救沒有多少關係。我們以爲說，神所以來救

我們，和我們發生關係，是因爲我有了罪。但是聖經給

我們看見，就是我們沒有犯罪，神還要來和我們發生關

係。神要和我們發生關係，乃是在我們未犯罪之先，神

就有一個原初的目的。就是我們犯罪了，神在我們身上

那個最終的目的還是要把祂自己作到我們裏面來。

神在基督裏，基督在聖靈裏，聖靈在你裏面，三而一的

神就在你裏面。還不僅如此，當聖靈在你裏面的時候，

祂要帶領你活在神裏面。所以末了，你又在神裏面。你

看四個在裏面。神在基督裏，基督在聖靈裏，聖靈在你

裏面，末了你在三而一的神裏面。你整個的人和神就調

在一起。神若不和人調和，神就沒有一個殿，神也不能

作一個殿。請大家注意，神若沒有和人調和，祂沒有殿，

祂沒有家，神也不能成爲一個家。請你想想看，當主耶

穌沒有道成肉身之先，神在宇宙間沒有居所。祂在舊約

有帳幕、聖殿作祂的居所，那不過是豫表。那是先豫表

主基督，而後豫表召會。到主耶穌道成肉身，我們昨天

下午已經看過，祂就是那個帳幕，祂也就是那個聖殿。

祂所以能成爲一個帳幕，就是因爲祂這位神調到人裏邊

來，和人有了調和。祂與人的一個居所，祂和人調在一

起，結果這個調和也變作一個居所。

我不知道我的話清不清楚。祂若沒有進到人裏邊和人調

和，祂不過是一位神，祂沒有居所，祂沒有家。神有一

天調到人裏面了，祂和人調和了，祂就有一個家，祂能

住在裏邊，並且祂這樣和人調和，也就成爲一個家。當

在這裏有一班的聖徒，每一個都住在神裏面，都以神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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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他們就變作一個家，他們就變作一個居所。當神的

兒女到紐約來的時候，你調到他們中間，他們就說，到

家了。到家了，這是神的家，我也是我的家。紐約需要

這樣一個地方。這個地方有一班神的兒女住在神裏面，

而成爲一個居所。

主給我們最叫我們受到試驗的一件，就是祂作元首。每

一件事以主作我們的頭，作我們的元首，在試驗我們，

給我們看見我們甚麼光景，在甚麼地方，比這件事更厲

害。所以以弗所第四章它說，我們在一切事上長進，乃

是長進到這個元首基督的裏面。這就是說，你要在主面

前有真實的長進，你就必須在一切事上接受主作你的元

首和你的權柄。這次我到這裏來不過四個禮拜的光景，

我接到好多地方教會都給我信說，李弟兄，你旣是出來

了，就到我們這裏來，我們實在是需要幫助，我們實在

是需要聖靈的一種供應。每一封信裏都說他們需要幫助，

需要供應。但是我從來沒遇到一個人說，我需要一個頭。

我從來沒有接到一個地方教會寫一封信給我說，李弟兄

快來罷，我們這裏需要一個頭。不錯，表面看來，是身

子托著這個頭。但是實在說來，是頭維繫整個的身體。

所有的肢體和頭脫了節的，這個肢體都是死的。所以聖

經的話是說，要持定這個頭，要長到這個頭裏面。你覺

得在這件事上，你是活的。但是要問，你在這件事上，

有沒有長到元首裏面？只有你長到頭裏面去的，這個才

是活的。所以我說了再說，弟兄姊妹，你若沒有這些光，

你還會覺得你差不多，你相當愛主，相當屬靈。但是你

一看見這樣的光，你覺得根本太遠。過去說，我們有一

個頭。但是我還想問說，在多少事上，我們是在這個頭

裏面。這裏有一句話說，要持定這個頭，要長到這個頭

裏面，並且是在一切的事上長到這個頭裏面。

以下的，我要花一些時間來分享到我的經歷，爲著豫備

李常受弟兄文集的出版的事上。我說過，在二○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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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份，要出版，正式出版。我跟弟兄們不斷的在這裏

編輯，並且重複來收集李弟兄早期職事的這些信息。已

過兩個月，我就收到關於李弟兄在這裏訪問紐約和其他

各個地方。我在這些事上勞苦的時候，我就覺得，你必

須在要來的國殤節向神的子民來陳明這些信息。我感謝

主，弟兄們在這裏遮蓋我，扶持我，並且也背負我的輭

弱。我願意花這樣的時間感謝眾召會，爲我這段時間禱

告。但是我覺得我欠了身體，我需要把所有這些的信息

材料陳明給整個的身體。

今天早晨，我要這個招待能彀發一張加上的這一段話。

這一段話乃是李弟兄與紐約召會有關的，從一九五八年

到一九六三年。我們願意把這個給紐約召會作爲禮物。

這是李弟兄對你們所說的話，也關乎你們的話。我們聽

到，主在紐約市有一個新的往前。現在有三十五位弟兄

們，現今作爲一同服事的弟兄們，在紐約這裏一同服

事。我們非常的喜樂。他們沒有被設立作爲召會的頭，

反而他們乃是被指出成爲召會的奴僕，來服事聖徒，在

卑微、忠信裏來服事召會。我們仰望主，在紐約市召會

有一個新的起頭。我們也期盼那天不僅是三十五，而是

三百五十位、三萬五千，所以他們的靴子，他們能彀拿

下得著整個紐約市，腳踏實地的。盼望能彀招他們上來

代表紐約市的召會。我覺得這是不太可能的。

我請五位全時間服事的，代表這些弟兄們來，上到這

裏來，來讀李弟兄這些話給你們聽。請 Dennis、Rick、
Peter、Timothy、SamKim，請這五位弟兄，全時間的代

表弟兄們來在這裏。這是李弟兄對你們眾人所說的話。

一人一段，然後別人可以繼續說。

『紐約這裏實在是一個重要中心，廣大工廠。弟兄姊妹

向主也相當有心，如和諧配搭而作出強有力的見證，必

能有豐碩厚果。願主憐憫，也願各地教會代禱。當地在

那裏有幾次聚會時，每次會後都有人前來向弟作此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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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有者說，這樣生命的道，在美國甚難聽到；或者說，

曾到各禮拜堂去聽道探索，甚難得到生命的糧食；有者

說，美國一般禮拜堂所講的道，都是膚淺，屬於宗教性

質之折射，甚少講較深之生命道者；有者說，此地實在

是需要這樣的聚會，此種情形非但華盛頓一地如此，也

就是紐約及美國各地也無不盡同。三月底，在紐約有聚

會時，一位曾在中國作過多年教師的美國老年姊妹，一

次對弟說，在美國很少人講到基督作生命，神與人聯合

這一類的道。所以從屬靈生命這一面來說，美國的需要

在比福音面的需要還重。真願主垂憐。』

『在紐約這裏，雖然弟兄姊妹迫切渴望弟多作一些，但

弟總怕越過主所量給的界限，所以始終持以謹慎、儆守

的態度，不願多有所作爲，也不願多有所發表。然而弟

深感覺這裏實在需要一條給主能行得通的道路。弟近日

覺得該在美國多住幾日。弟在此留得越久，越感覺西方

信徒的需要。若與東方信徒所蒙的恩比較一下，弟不能

不爲東方信徒感謝主。弟深願東方的信徒，能不負主恩，

爲主作更強的見證，以致西方信徒也能在東方信徒所蒙

的恩上有透徹的交通。感謝主，近幾月來，祂在紐約弟

兄姊妹中間起了一個新的頭，望兄等及教會亦多爲紐約

及美國各地聚會禱告。』摘自李弟兄於一九五八年十月

二十五日在臺灣交通到他第一訪問歐洲各地召會後的觀

感。

『從已往直到現今，我們是接受了兩千年來教會中各種

各樣的幫助。這一次出去，我承認是得了一些幫助，但

是都是從前曾經得到過的。另一面，我在這一次把我們

這些年來所蒙的恩交通給各地的弟兄姊妹，他們差不多

都感覺是新奇的。我在各地釋放的信息，所交通的東西，

並沒有很深奧的。我一直著重的只有兩點：一是基督作

生命，使神與人調和；二，祂是藉著住在人裏頭作生命，

把神的兒女建造起來，成爲神可居住的家。當我在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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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基督作生命的道釋放過幾篇之後，一位作過多年教士，

特從外地來紐約赴會的老姊妹說，你所釋放的這類的信

息，這裏很少有人知道。』

『紐約兄姊在福音上之勞苦，願主祝福。兄姊們對教會

立場之認識及負責弟兄對教會之治理，也願主具體帶領

並加強。此次遠出，本寧願嶇崎以返。回到美後，經過

主前尋求，深感旣已來此，因多留些時日，以便與各地

兄姊有些交通。頗有負擔與此間弟兄姊妹多有些交通，

對於散居於美國其他各地弟兄姊妹亦然。主在西方之道

路，也許今後該積極有一新的起頭，否則由東方來此之

弟兄姊妹實在爲難。弟限於體力和時間，雖不能作多少。

但覺因在此重要關頭，趁來此之便，盡所能爲之。此間

自昨晚起有聚會，今日下午及明日上午還有二次。願主

祝福。』

『此間已過兩週及本週，每週五週六及主日均有信息聚

會。主實在是說了話，重點是教會的性質與建造。美國

各地之聚會已逐漸明瞭，召會在今日因走之正路。頗感

召會立場及建造之急需。此種趨勢到今天已甚明顯。美

國各地爲主見證的工作時機適已成熟，深覺該趁此時與

各地弟兄姊妹有些交通，稍奠基礎，或可謂爲他日之用。

信代禱！』

『此間上週又有四次特會，注重教會的立場，頗蒙祝

福。弟兄姊妹接受得甚佳，對教會更有確定清楚的認識。

現美國急需我們的書籍印成英文，多人都如此感覺。像

《生命信息》及《初信課程》，以及《認識召會》等，

今急不容待，需要英譯供應此間需要。美國各地時有需

要，需要書，也需要人。一面追求主之信徒，都感到教

會的需要，因感到公會、組織基督教絕不能應付主在此

一時代之需要。屬靈教會的抽象主義又無法使教會具體

的實現，遂卽感到急切的需要能實現而具體的教會。另

一面，倪弟兄之《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一書廣泛的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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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了飢渴。讀過了那書的人，多想再有我們的刊物可

讀。美國各地所接觸的弟兄姊妹都一致主張應該大量出

版我們英譯的書刊，並且覺得該在美國印刷出版。也有

弟兄提議配合《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最好出一本《正

常的基督徒教會生活》。幾年來經過撒但之攪擾，在痛

苦中深感下列數事之重要：一，認識基督作生命，簡單

而實際的日常經歷主的供應，不高談屬靈，不幻想異象

等等；二，與眾聖徒配搭，在地方上被建造，過實際的

召會生活，使基督得著團體的表現，不重彼輕此，不偏

重於任何真理或屬靈之事，也不推崇甚麼；三，盡力廣

傳福音，帶人歸向基督，使召會人數增加，使主的國度

開展。不應追求屬靈而忽畧福音，不應推遲不重工作而

不努力廣傳。弟近來蒙主帶領在美工作，多根據以上三

點，非但蒙主祝福，眾聖徒的靈亦卽響應。因主眷憐，

使我們在紛亂的日子中能如此忠信向前。』

弟兄們，謝謝你們！非常謝謝你們！這次特會的總題是

『認識生命與召會』。比較一下你們剛剛所讀到的，錄

像上所聽到的，以及這次特會中所提及的。請聽，我很

驚訝，其中我們這次的說話和李弟兄在這些摘錄的話語

裏的關聯和一致性。我可以向你確信，當弟兄們在豫備

這個特會的時候，他們手中絕對沒有我今天早上所讀的

這些信息。我早晨在這裏說話的時候，我覺得一方面，

我乃是站在祂恢復裏新的行動裏的帶領之下的光中；但

是同時我也感覺，我也站在各各他的陰影之下。你知道

我所說的意思，就是十字架之下。

我願意講到八件事情給你們聽。第一，就是一九五八年

十月二十五日，李弟兄題到了兩件事，第一個就是基督

作生命和神人的相調；第二，就是神在人裏面長大，建

造祂的百姓成爲祂的居所。那這次特會的主題是甚麼？

就是認識生命與認識召會。第二點，李弟兄題到神永遠

的定旨就是要進到人裏面作人的生命，並且在那個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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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面題到這件事。這篇信息的第一篇信息的篇題，就是

講到三一神作三部分人的生命，爲著完成神永遠的定旨。

第三點，你們能彀讀到的，他題到他不願意發起任何的

事。昨天晚上，篇題就是我們一切的事奉必須是由神發

起的。第四，在錄音，一九六○年那裏的總題是說到召

會的性質與召會的建造。這篇信息，你們手中的第四篇

信息的篇題就是召會的性質。第五，在李弟兄的第二段

錄音，十月二十八日的錄音裏面，講到神人的相調。你

在這裏看見，我這篇信息的下一個點乃是講到召會的性

質乃是神與人的調和。第六點，他有四篇的特會講到召

會的立場。一九六○年感恩節講爲著召會奠下根基。在

我們今天晚上的信息，就講到站在召會獨一的立場，講

到召會的立場。第七，李弟兄題到，在你們讀過的，他

不願意作超過他的度量，在他第一次訪問紐約市的時候。

到第五篇信息，在第二段是講到不越過我們的度量。最

後，在我們的說話，第三段錄音裏面，講到基督的元首

權柄，並且在一切事上長到元首基督裏面。明天早晨，

最後一篇信息，將要講到活在基督獨一的元首權柄之下，

並且在一切事上長到元首基督裏面。

你們覺得如何呢？你們怎麼看呢？你看見李弟兄早期

在紐約的職事的確也印證了這一次特會的。不這麼說，

最好是說這次的特會是回想李弟兄在紐約市早期的職

事，只能說這次特會回想、印證李弟兄的職事。李弟兄

在東岸的工作是他在西岸之前，也就奠下了他職事在英

語世界的根基。他在美國所說的第一段話，奠下了，不

僅是紐約市召會的根基，同時在西方職事開始的時候，

也奠下了這段根基。同樣的，這個特會我們也摸到主現

今恢復的牀根，也就是根基，基礎。

早晨，我願意非常清楚的向眾人在這裏宣告，向各人各

處宣告兩件事：第一，就是主的行動，在西方開始之前，

主的恢復乃是先在東岸有開始，這是第一件事。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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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管別人怎麼說到紐約召會的開始是如何，乃是李常

受弟兄奠下紐約市召會的根基。我要每個人都知道這件

事。我也不在意把這樣的話說給每一個人聽，所有的人

聽。的確，保羅他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他們都算不

上數，只有神叫人生長。但是保羅在這裏說，他是智慧

的工頭，立下召會的根基。是的，這個根基是基督，但

是保羅卻立下了這個根基，聖靈也印證了這事。你們對

這話能說阿們麼？

今天早晨，弟兄姊妹從全球各地聚集在一起擘餅，也一

起聚集。我願意用此機會，與眾弟兄們一同來祝福主在

紐約市召會的往前。如果你願意加入這個祝福，請大聲

說阿們！願三一神從錫安降下祝福！願主的恩典光照祂

的恢復！願恩典和平安從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並父神歸給

眾召會！願神所命定的福，因著弟兄們在一裏同居，從

頭澆灌下來！願那位發起者，我們所有一切事的發起者、

終極者、起始者、完成者，流到整個身體，甚至身體上

最小的肢體都得著這個膏抹！今天早晨，我們宣告我們

是一。我們分享這一位基督，祂是他們的，也是我們的；

我們分享這一個生命，就是身體那頭的生命；我們有分

於同一個立場，就是基督身體獨一一的立場；我們分享

這一個交通，就是使徒的交通，是他們的，也是我們的。

阿利路亞！

今天早晨，我們同心合意的向所有神的子民，那靈與新

婦一同來說，讓我們回到錫安山上。我們要告訴無論在

這個城市裏的甚麼人，要來；我們要對所有那些在東岸

上上下下的人，都要來；我們要告訴所有從東岸到西岸

的人，都要來；我們要所有從東方的人，要來；我們要

所有從西方的人，都要來；我們告訴要每一個從北、從

南的人，都要來。來，來在這基督這獨一的根基上建造，

也在召會獨一的立場，也就是基督身體上同來建造。阿

們麼？讓我們喊三次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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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利路亞！第一次是向著主說的；第二次是彼此說阿利

路亞；然後我們被帶回來，第三次是一個宣告，對仇敵

宣告。仇敵被擊敗了。阿們！阿利路亞！

我還沒忘記綱要，好，第三部分，讓我們回到綱要裏。

請聽，

三　召會是神與人的調和—弗三 16 ～ 21，四 4～ 6、16：

你剛剛難道沒有聽到麼？從李弟兄的口中聽到麼？

一　神與人的調和是聖經裏旣深且中心的真理—林前六
17，約十四 20，十七 21 ～ 23。

二　我們必須抓牢召會的原則—召會乃是神與人調在一
起—弗四 4～ 6：

1　召會不光是神，也不光是人；若光是神或光是人，就失
去召會的性質。

2　神與人調在一起，顯明召會的性質。

三　神獨一的定旨是要將祂自己與我們調和，好使祂成爲
我們的生命、性情和內容，我們成爲祂團體的彰顯—約
十四 20，十五 4～ 5，弗三 16 ～ 21，四 4～ 6、16：

1　神與人的調和，乃是神性與人性之元素內在的聯結，以
形成一個生機的實體，但聯結中的元素彼此仍有分別。

早在五○年代，李弟兄就用『調和』這個辭了。中文用

二性品。他很喜歡英文的這個二性品，就是兩種生命聯

結在一起。李弟兄喜歡用的二性品，兩種東西聯結在一

起，卻仍然能彀彰顯這兩種的性情。

2　神的意願乃是要神與人調和，而神永遠定旨的完成，是
在於這調和—一 5、9，三 11。

四　基督的身體是基督的擴大，就是那神與人調和者的擴
大—一 22 ～ 23，四 16：

你知道在舊約裏有兩幅圖畫。一爲創世記二十六章油澆

在石頭上，另一個就是出埃及記皂莢木包金。這兩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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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創世記和出埃及記都是調和的圖畫，那個結果就產

生殿的建造，召會的建造。一個是結束於伯特利，一個

是結束於神帳幕的建造。

1　在福音書裏，神與人調和產生元首；在使徒行傳裏，神
與人調和的擴大產生基督的身體—弗一 22 ～ 23，四 15 ～
16。

帳幕裏你有約櫃，那就是皂莢木包金。帳幕你有豎版，

也是皂莢木包金。所以帳幕乃是約櫃的擴大，正如召會

是基督的擴大一樣。

2　在以弗所四章四至六節，四個人位—身體、那靈、主和
父神，都活躍的調和在一起：

a　父具體化身在子裏，子實化爲那靈，那靈與信徒調和。

b　這調和乃是基督身體的構成。

這聽起來是不是很熟，耳熟能詳呢？其實你剛剛就聽過

了。

3　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的三一神，將祂自己與蒙祂揀選的
人，在他們的人性裏相調和，這調和就是基督身體真正的
一—3節，約十七 21 ～ 23。

五　爲著召會生活，我們需要看見調和的靈—神聖的靈調
著我們人得了重生的靈—這個異象—林前六 17，羅八 4：

1　父在子裏，子就是那靈，而那靈如今調著我們的靈—
約十四 9 ～ 10、16 ～ 18，林前十五 45 下，六 17，羅八
16。

2　神與人的聯結乃是神靈與人靈二靈的聯結（林前二
11 ～ 16）；這二靈的聯結乃是聖經中極深的奧祕。

3　神經綸的中心點乃是調和的靈，就是神靈與人靈的調和；
神所要作或完成的一切，都與這中心點有關—六 17，弗三
9、5，一 17，二 22，四 23，五 18，六 18。

願主祝福我們，在我們個人的生活裏，在日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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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及我們的召會生活裏，我們都能彀經歷這個調

和，也一直不斷的活在這個調和裏。或許我們能彀站在

一起，來唱一首詩歌。我們英文的是一千一百九十九

首，中文是補充本詩歌四百四十八首。就唱補充本詩歌

四百四十八首，然後我們來結束這個詩歌。

一	 神的旨意在這宇宙，全地祂與人關係；

	爲此主成那靈，進入人靈，與人調爲一。

	我們爲此歡喜，因能有分神永遠旨意—

	調和是神心意。

（副）神人調和，阿利路亞！神人調和，阿利路亞！

	神人調和，阿利路亞！調和是神心意。

二	 人裏有一比心思、情感、意志更深之地，

	是神所造的靈，好使人能盛裝祂自己。

	祂且要從人靈裏湧出，像江河無止息—

	調和是神心意。

（副）神人調和，阿利路亞！神人調和，阿利路亞！

	神人調和，阿利路亞！調和是神心意。

三	 在主恢復中，我們已看見神永遠心意，

	就是憑祂而活，天天經歷祂神聖三一；

	轉回我們的靈，一直留在調和的靈裏—

	調和是神心意。

（副）神人調和，阿利路亞！神人調和，阿利路亞！

	神人調和，阿利路亞！調和是神心意。

四	 我們看見人子，在燈臺中間保養顧惜，

	眼目如火、雙腳像銅，爲神的恢復效力；

	祂要完成神的旨意，以得著團體實體—

	調和是神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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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神人調和，阿利路亞！神人調和，阿利路亞！

	神人調和，阿利路亞！調和是神心意。

五	 我們何等需要更深經歷與神調爲一，

	行事爲人、言語思想，更多得著祂自己。

	爲著調和，我們願意奉獻，全照祂心意—

	調和是神心意。

（副）神人調和，阿利路亞！神人調和，阿利路亞！

	神人調和，阿利路亞！調和是神心意。

六	 新耶路撒冷來自我們每日對神經歷，

	她是神、人二性調和，完全顯出的終極；

	一同有分享受那城，我們喜樂真無比—

	調和是神心意。

（副）神人調和，阿利路亞！神人調和，阿利路亞！

	神人調和，阿利路亞！調和是神心意。

再唱第六節：

六	 新耶路撒冷來自我們每日對神經歷，

	她是神、人二性調和，完全顯出的終極；

	一同有分享受那城，我們喜樂真無比—

	調和是神心意。

（副）神人調和，阿利路亞！神人調和，阿利路亞！

	神人調和，阿利路亞！調和是神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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