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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实行申言 

以建造召会作为极大的军队 

读经：结三七4～10，太十六18，林前十四4下，徒五20，六4 

结37:4 祂又对我说，你要向这些骸骨申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 
结37:5 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 
结37:6 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

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 
结37:7 于是，我遵命申言。正申言的时候，就有响声，不料，有震动；骸骨彼此接近，骨与骨联

络。 
结37:8 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里面还没有气息。 
结37:9 主对我说，你要向风申言；人子啊，你要申言，向风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

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 
结37:10 于是我遵命申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 
太16:18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她。 
林前14:4下 …但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会。 
徒5:20 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话，都讲给百姓听。 
徒6:4 但我们要坚定持续地祷告，并尽话语的职事。 

壹 在召会的聚会中申言（为主说话，说出主来，并将主说到人里面）应验圣经中

最大的预言，就是建造召会（在一里作为极大的军队）—太十六18，林前十四

4下，结三七4～10。 
太16:18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她。 
林前14:4下 …但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会。 
结37:4 祂又对我说，你要向这些骸骨申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 
结37:5 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 
结37:6 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

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 
结37:7 于是，我遵命申言。正申言的时候，就有响声，不料，有震动；骸骨彼此接近，骨与

骨联络。 
结37:8 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里面还没有气息。 
结37:9 主对我说，你要向风申言；人子啊，你要申言，向风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

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 
结37:10 于是我遵命申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 

贰 我们需要爱主到极点，而过申言的生活： 
一 我们越爱主，就越有资格、越受成全、越受装备为主说话。 

二 我们对主的爱，乃是我们为主说话时有权柄、冲击力和能力的因素、元素和非常基本

的素质（汪佩真是这事的例子—见《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讲说基督》，三二至三三

页）。 
《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讲说基督》，三二至三三页 
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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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着神命定的路，合乎圣经的路，就是新路，首先，我们都必须爱主。在约翰二

十一章，主问彼得是否爱祂，彼得告诉主说，“你知道我爱你。”然后主回答

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羊。”（15，17。）说话不仅是造就或

教导，也是喂养小羊和喂养羊。我们若要喂养主的羊，就必须说话。若不说话，

我们怎能喂养任何基督徒？ 我们要喂养主的羊，就必须爱主。我们应当告诉

主：“主，我爱你。所以我喜欢向人述说你。”我们越爱祂，我们就越有资格，

越受装备，甚至越受成全而说话。 
 按圣经看，姊妹照着与生俱来的天性，是较软弱的器皿。（彼前三7。）这是按

着神的创造。但姊妹们只要爱祂，就会说话。我生于基督教，在其中生长了十九

年，却没有接受主作我的救主。但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女子来到我的家乡。当时

我十九岁，她二十五岁。那是六十多年前，在保守的中国大陆。那时一位年轻的

女子对一千人说话，是件非常独特、不寻常的事。虽然我常参加基督徒的聚会，

但我是满了好奇的去参加这个聚会，要看这位年轻的女子说话。在我的一生中，

甚至到了今天，我从未听见一个人带着那么大的权柄说话。她是个年轻的女孩

子，站在那个聚会的讲台上，那里大约挤满了一千人。我听她说话时，我一切的

好奇都消失了。她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抓住我，我也完全被说服了。我原是在基

督教里长大的年轻人，但那一天我被主说服并得着了。会后我走回家时，我祷告

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主。 
 那位只有二十五岁的年轻女子，爱主到了极点，那是她的动机。她对主的爱，是

她有能力的因素、元素、和非常基本的素质。她所释放的信息源于出埃及记。她

告诉听众，埃及预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在撒但的压制之下，就如以色列人是在

法老的暴政压制之下。她说，我们必须从这压制里被拯救出来，这就是我们的

“出埃及”。我在她信息刚开始时听见这话，就对自己说，我再也不要在撒但的

压制之下。这年轻的姊妹爱主到了极点，她就有主的权柄；她的传福音就显出冲

击力。 

三 我们若爱主，就必然被祂充满；凡我们里面所充满的，就会从我们身上涌流出来；外

面的涌流来自里面的充满—约七37～39，启二4～5，参玛三14与注。 
约7:37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约7:38 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约7:39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

得着荣耀。 
启2:4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 
启2:5 所以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不然，我就要临到你

那里；你若不悔改，我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玛3:14 你们说，事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1哀痛而行，

有什么益处呢？ 
注1 这话指明以色列人敬拜并事奉神，但他们却是哀痛的敬拜并事奉；他们被要求作

这些事，一点也不喜乐。 

四 当我们爱主到极点，就必须说话；我们必须释放那在里面充满我们的一位—林前二9～
10。 
林前2:9 只是如经上所记：“神为爱祂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林前2:10 但神借着那灵向我们启示了，因为那灵参透万事，甚至神的深奥也参透了。 

叁 借着祷研背讲（祷读、研读、背诵、申言）这条路，我们就能用基督那追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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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的丰富喂养人： 
一 祷读是祷研背讲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借着祷读圣经来研读圣经。 

二 申言需要许多的祷告—徒六4，参来七25，八2： 
徒6:4 但我们要坚定持续地祷告，并尽话语的职事。 
来7:25 所以，那借着祂来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为祂是长远活着，为他们

代求。 
来8:2 作了圣所，就是真帐幕的执事；这帐幕是主所支的，不是人所支的。 

1 祷告不仅是恳求主为着祂的行动作事，也使我们的灵得着操练并加强。 

2 因此，祷告该在话语职事之前，正如使徒们所实行的；没有这样的祷告，话语的职

事就不能得着活力并加强—参约七37～39，林后二17，十三3，三6，彼前四10～
11。 

约7:37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

喝。 
约7:38 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约7:39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

未得着荣耀。 
林后2:17 我们不象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话，而是出于纯诚，出于神，在神面前在基

督里讲神的话。 
林后13:3 因为你们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证。基督向着你们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

面乃是有大能的。 
林后3:6 祂使我们够资格作新约的执事，这些执事不是属于字句，乃是属于灵，因为那

字句杀死人，那灵却叫人活。 
彼前4: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将这恩赐彼此供应，作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 
彼前4:11 若有人讲论，要讲神的谕言；若有人服事，要按着神所供应的力量服事，叫神

可以在凡事上借着耶稣基督得荣耀。愿荣耀权能归与祂，直到永永远远。阿

们。 

3 “我们若照祂的旨意求什么，祂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着祂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我

们若知道祂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祂的无不得着。”（约壹五14～
15，参太七7）这些经节鼓励我们将圣经—主的遗命，主的约—里合乎主旨意的事回

头向主祷告。 

约壹5:14 我们若照祂的旨意求什么，祂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着祂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约壹5:15 我们若知道祂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祂的无不得着。 
太7:7 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肆 申言聚会开头和结束的话非常重要： 
一 开头和结束的话都应当长约五至八分钟。 

二 开头的话确保聚会有从主来的确定方向和负担，而有强的开始。 

三 结束的话确保聚会不空洞结束，乃总结于满了实际的供应，使众圣徒充满主同在的喜

乐和因主那是灵是生命的话而有的满足（约六63）；绝不要让一个聚会空洞且无实际

的供应就结束。 
约6:63 赐人生命的乃是灵，肉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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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们必须用重点和附属的点写申言稿—参申十七18～20（见18注1）。 
申17:18 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1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 
注1 这里的律法是指摩西所写的五经—旧约的头五卷书。在治理百姓的事上，王首先

要受神的话教导、管制、规律并支配。对召会中的长老们来说，原则也是一样。

长老们要管理、治理召会，就必须被神的圣言重新构成。（提前三2，五17。）

结果，他们就在神的管理、神的规律和支配之下。这样，他们的决断自然会有神

在其中，长老们就代表神治理召会的事务。这种治理乃是神治。（见十六18注
2。） 

申17:19 存在他那里；他一生的日子都要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

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 
申17:20 免得他向弟兄心里高傲，离了这诫命，或偏左或偏右。这样，他和他的子孙在以

色列中治国的日子，就得以长久。 

五 在申言聚会中，主所关切的，主要不是分享的圣徒有多少，乃是他们所分享之内容的

品质—启二5，林前三12。 
启2:5 所以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不然，我就要临到你

那里；你若不悔改，我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林前3:12 然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木、草、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 

六 在申言聚会那天，我们该为着聚会预备全人（专注于我们所要申言的内容），而不被

其他事物，甚至属灵的事物打岔。 

伍 我们必须看见三种构成申言的元素—参徒五20，提前四6～7，彼前四10～11，
约壹一3，徒四20，二二15： 
徒5:20 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话，都讲给百姓听。 
提前4:6 你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信仰的话，并你向来所紧紧跟随

善美教训的话上，得了喂养。 
提前4:7 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的虚构无稽之事，并要操练自己以至于敬虔。 
彼前4: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将这恩赐彼此供应，作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 
彼前4:11 若有人讲论，要讲神的谕言；若有人服事，要按着神所供应的力量服事，叫神可以在

凡事上借着耶稣基督得荣耀。愿荣耀权能归与祂，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约壹1:3 我们将所看见并听见的，也传与你们，使你们也可以与我们有交通；而且我们的交

通，又是与父并与祂儿子耶稣基督所有的。 
徒4:20 因为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徒22:15 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向万人为祂作见证。 

一 我们必须对神的话有认识—属人学习的元素。 

二 我们必须有圣灵即时的感动—神圣感动的元素。 

三 我们必须有异象，看见神的权益和经纶，看见召会是基督的身体，看见地方召会，看

见世界，看见个别的圣徒，甚至看见自己—借着神圣之光的光照而有所看见： 

1 保罗在劝勉圣徒行事为人要与神的呼召相配时，所用的身分是基督耶稣的囚犯和主

的囚犯—弗三1，四1。 

弗3:1 因这缘故，我这为你们外邦人作基督耶稣囚犯的保罗，为你们祈求— 
弗4:1 所以我这在主里的囚犯劝你们，行事为人要与你们所蒙的呼召相配， 

2 每一个神的管家，每一个供应神丰富的执事，每一个忠信爱基督的人，迟早要被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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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囚禁，且被囚禁在基督里；我们越爱祂，我们就越在祂里面，到一个地步，祂要

成为我们的监牢，使我们享受祂到极致，而有与神呼召相配的生活。 

3 我们越自由，就越瞎眼；但基督若是我们的监牢，我们的眼睛就会被开启，看见属

天的异象，我们也要得着神的经纶最高的启示—三9，徒二六19。 

弗3:9 并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 
徒26:19 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陆 为着建造召会作基督的身体，我们必须学习并受成全，用构成申言的三种元素

生机地申言（将主说到人里面）—林前十四4下： 
林前14:4下 …但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会。 

一 我们需要赎回光阴，花工夫被神的圣言浸透并泡透，好得着装备以申言—提后三16～
17，结三1～4： 
提后3:16 圣经都是神的呼出，对于教训、督责、改正、在义上的教导，都是有益的， 
提后3:17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备，为着各样的善工，装备齐全。 
结3:1 祂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然后去对以色列家讲说。 
结3:2 于是我开口，祂就使我吃那书卷。 
结3:3 祂又对我说，人子啊，要把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吃下，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

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 
结3:4 祂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对他们讲说我的话。 

1 我们需要每早晨在一段主的话里享受主，而被主复兴： 

a 主的慈爱和怜恤每早晨都是新的—哀三22～23。 

哀3:22 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因祂的怜恤不至断绝； 
哀3:23 每早晨这些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 

b 义人的途径如日头升起—箴四18，士五31，路一78～79，玛四2。 

箴4:18 但义人的途径好象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士5:31 耶和华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

这样，那地太平四十年。 
路1:78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路1:79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玛4:2 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升起，其翅膀有医治之能；你们

必如圈里的肥牛犊出来跳跃。 

c 我们里面的人日日在更新—林后四16～18。 

林后4:16 所以我们不丧胆，反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

更新。 
林后4:17 因为我们这短暂轻微的苦楚，要极尽超越的为我们成就永远重大的荣耀。 
林后4:18 我们原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

见的才是永远的。 

d 我们该趁天未亮仰望神的言语，为要默想神的话，就是接受祂的话，一再地反复

思想—诗一一九15、147～148，参利十一3（见诗一一九15注1）。 

诗119:15 我要1默想你的训辞，看重你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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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这辞意义丰富，原文含示敬拜、与自己交谈、以及大声说话。默想话乃是

借着仔细揣摩而品尝、享受它。祷告、对自己说话和赞美主，也可包括在

默想话中。默想神的话乃是享受祂的话作为祂的气，（提后三16，）因而

被神注入、将神吸入、并接受属灵的滋养。 
诗119:147 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 
诗119:148 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为要默想你的话语。 
利11:3 凡分蹄，就是蹄裂两瓣，并且反刍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 

e 我们该得着并吃神的言语，使神的言语成为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耶十五16。 

耶15:16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成了我心

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2 我们必须使用最好的辅助—生命读经的信息、职事的书籍、恢复本的注解—来研读

主的话，好开启、解明主的话，并释放其追测不尽的丰富—路二四27、31～32、44
～45，徒八30～35。 

路24:27 于是从摩西和众申言者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路24:31 他们的眼睛开了，这才认出祂来；耶稣就从他们面前不见了。 
路24:32 他们彼此说，在路上祂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解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岂不是

火热的么？ 
路24:44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对你们所说的话：摩西的

律法、申言者的书、和诗篇上所记关于我的一切事，都必须应验。 
路24:45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徒8:30 腓利就跑上前去，听见他念申言者以赛亚的书，便说，你所念的，你明白么？ 
徒8:31 他说，没有人指引我，怎能明白？于是恳求腓利上车，与他同坐。 
徒8:32 他所念的那段经乃是：“祂象羊被牵去宰杀，又象羊羔在剪毛的人面前无声，

祂也是这样不开口。 
徒8:33 祂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祂；谁能述说祂的世代？因为祂的生命从地上

被夺去。” 
徒8:34 太监对腓利说，请问，申言者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还是指着别人？ 
徒8:35 腓利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向他传耶稣为福音。 

3 我们必须从创世记一章一节到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一节规律地读圣经（“圣经…都

是有益的”，并且“人活着…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提后三16，太四4）。 

提后3:16 圣经都是神的呼出，对于教训、督责、改正、在义上的教导，都是有益的， 
太4:4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

话。” 

4 我们必须每天写下在主话里从主所得的属灵光照、灵感和享受，并在一周的末了将

这些点集合一起，写一篇不超过三分钟长的申言稿，好在召会的聚会中讲说。 

5 对主话的认识成为我们申言常时的元素。 

二 我们必须一直在灵里预备好，得着那灵即时的感动： 

1 申言者的灵是他们全人最首要的部分—林前十四32、37上。 

林前14:32 并且申言者的灵，是服从申言者的， 
林前14:37上 若有人自以为是申言者，或是属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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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当我们为主说话，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灵，凭那灵和基督这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

藏讲说—徒七10，赛十一2，代下一10。 

徒7:10 救他脱离一切的苦难，又在埃及王法老面前，给他恩典和智慧，法老就派他作

宰相，管理埃及和法老全家。 
赛11:2 耶和华的灵必安歇在祂身上，就是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

敬畏耶和华的灵。 
代下1:10 求你赐我智慧和知识，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审断你这众多的民呢？ 

3 我们必须将自己祷告到神里面，接受圣灵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好喂养自己，使我们

能喂养受我们照顾的人—路十一1～13。 

路11:1 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一个门徒对祂说，主啊，教导我们祷告，

象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 
路11:2 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父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 
路11:3 我们日用的食物，天天赐给我们； 
路11:4 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陷入试诱。 
路11:5 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

个饼； 
路11:6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摆上。 
路11:7 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

能起来给你。 
路11:8 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地直求，就必起来，

照他所需用的给他。 
路11:9 我又告诉你们，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路11:10 因为凡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路11:11 你们中间作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 
路11:12 或求鸡蛋，反给他蝎子？ 
路11:13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

祂的人么？ 

4 我们必须住在与主的交通里，照着灵而行，在灵里事奉，供应那灵，并凭神的灵事

奉—约壹一6～7，罗八4，一9，林后三6，腓三3，参亚四6。 

约壹1:6 我们若说我们与神有交通，却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 
约壹1:7 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祂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

们一切的罪。 
罗8:4 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 
罗1:9 我在祂儿子的福音上，在我灵里所事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在祷告中，常常

不住的提到你们， 
林后3:6 祂使我们够资格作新约的执事，这些执事不是属于字句，乃是属于灵，因为那

字句杀死人，那灵却叫人活。 
腓3:3 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凭神的灵事奉，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信靠肉体的。 
亚4:6 他回答我说，这是耶和华给所罗巴伯的话，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权

势，不是倚靠能力，乃是倚靠我的灵。 

5 主耶稣这今日的摩西和以利亚，乃是在我们灵里的真申言者，在信徒里面为神说话

并说出神—徒三22，提后四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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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3:22 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申言者象我，凡祂向你

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 
提后4:22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典与你同在。 

6 圣灵的感动是我们申言即时的元素。 

三 我们必须借着神圣之光的光照，有清楚的眼光，看清一切情况中的一切事： 

1 我们唯有在灵里才能得着启示—弗一17，启一10，四2，十七3，二一10。 

弗1:17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地

认识祂； 
启1:10 当主日我在灵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 
启4:2 我立刻就在灵里；看哪，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启17:3 我在灵里，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满

了亵渎的名号，有七头十角。 
启21:10 我在灵里，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

指给我看。 

2 我们不仅要有鸽子眼（歌一15），更要有如同水池的眼（七4）： 

歌1:15 看哪，我的佳偶，你是美丽的！你是美丽的！你的眼好象鸽子。 
歌7:4 你的颈项如象牙楼；你的眼目象希实本、巴特拉并门旁的水池；你的鼻子仿佛

朝着大马色的利巴嫩楼。 

a 鸽子眼表征那灵的见识和认识—林前二11～12。 

林前2:11 因为除了在人里面人的灵，在人中间有谁知道人的事？照样，除了神的

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林前2:12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那出于神的灵，使我们能知道神白

白恩赐我们的事； 

b 如同水池的眼表征扩大并宽阔的视野，满了光，包括整个宇宙。 

3 我们对全宇宙必须有清楚的眼光，看见世界、众召会、与我们同为信徒者以及我们

自己真实的情形。 

4 我们必须得着诸天向我们开了，接受主明确的话（传输神圣启示之特别、新鲜、活

泼的话），并有主的手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看见神的异象—结一1～3： 

结1:1 第三十年四月初五日，我在迦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那时诸天开了，我就看见

神的异象。 
结1:2 正是约雅斤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 
结1:3 在迦勒底人之地，迦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

耶和华的手在那里临到他身上。 

a 主的手总是随着祂的话；一个人所供应的若真是神的话，神大能的手就会随着，

以完成祂所说的。 

b 神的手临到人身上，也是为着带领人，使人采取行动（参王上十八46）；耶和华

的手临到以西结身上以后，他所作的，不是随着他的挑选，乃是按照耶和华手的

带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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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上18:46 耶和华的手临到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

入口。 

柒 我们必须用构成申言的元素来讲说—我们在圣灵的感动下，凭着祂的光照，用

这生命活的话，来讲说我们所看见并听见的—约壹一3，徒二二13～15，五

20： 
约壹1:3 我们将所看见并听见的，也传与你们，使你们也可以与我们有交通；而且我们的交

通，又是与父并与祂儿子耶稣基督所有的。 
徒22:13 他到我这里来，站在旁边对我说，扫罗弟兄，你看见吧。我当时一看，就看见了他。 
徒22:14 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预先选定了你，叫你认识祂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且得听祂

口中所出的声音； 
徒22:15 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向万人为祂作见证。 
徒5:20 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话，都讲给百姓听。 

一 申言是神奇的平常事： 

1 申言是平常的，因为申言需要我们学习主的话语并受训练讲说。 

2 申言是神奇的，因为申言乃是凭神圣的元素、神圣的光和圣灵的感动讲说。 

二 申言就是有神的谕言（神的说话，神的发表，将神的启示传输出来）—彼前四11，参

林前十四24～25。 
彼前4:11 若有人讲论，要讲神的谕言；若有人服事，要按着神所供应的力量服事，叫神可

以在凡事上借着耶稣基督得荣耀。愿荣耀权能归与祂，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林前14:24 但若众人都申言，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他就被众人劝服，被众人

审明了； 
林前14:25 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面伏于地敬拜神，宣告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 

三 当我们有了对主话语属人的学习，那灵神圣的感动，并清楚的看见，我们就能申言。 

四 申言总是由这生命的活话、圣灵的感动以及借着神圣之光的光照而有清楚的看见所构

成。 

五 “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会”；这是何等大的事！—4节下。 
林前14:4下 …但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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