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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實行申言  

以建造召會作為極大的軍隊  

在本篇信息，我們要來看“實行申言以建造召會作為極大的

軍隊”這個主題。不要以為你已經知道什麼是申言；你在聚會中

站起來說話，不一定代表你已經會申言。我們要以內在的方式來

看申言。本篇信息有三個負擔。首先，我們要知道什麼是申言的

定義，並如何過申言的生活。第二，在申言聚會中該有開頭和結

束的話。我們要看見開頭和結束的話都非常重要。最後，我們要

看見三種構成申言的元素。如果在我們的說話裡沒有這三種構成

的元素，我們的說話就不算申言。所以，我們不僅要看見三種構

成申言的元素，還要學習並受成全，用構成申言的這三種元素來

講說。 

在召會的聚會中申言（為主說話，說出主來， 
並將主說到人裡面）應驗聖經中最大的預言， 
就是建造召會（在一裡作為極大的軍隊） 

在召會的聚會中申言（為主說話，說出主來，並將主說到人

裡面）應驗聖經中最大的預言，就是建造召會（在一裡作為極大

的軍隊）（太十六 18，林前十四 4下，結三七 4~10）。聖經中

最大的預言是馬太十六章十八節：“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

石上。”主說，“我要……建造。”為此祂經過成肉體、人性生

活、釘死十架、復活的過程，成了賜生命的靈。如今這個“我”

就是那靈，進入我們的靈裡。現在我們能為祂說話，並且將祂說

到人裡面。申言能應驗聖經中最大的預言，就是建造召會，以預

備新婦；當新婦預備好，主就要回來。林前十四章四節說，“那

說方言的，是建造自己，但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會。”這是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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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事。我們都該渴望申言並過申言的生活。然而，我們怎麼能

過申言的生活？這需要我們愛主到極點。 

我們需要愛主到極點，而過申言的生活 

我們需要愛主到極點，而過申言的生活。讓我們都愛主到極

點，這是我們過申言生活的路。 

我們越愛主，就越有資格、 
越受成全、越受裝備為主說話 

我們越愛主，就越有資格、越受成全、越受裝備為主說話。

我們若要夠資格，受成全，被裝備來為主說話，就需要愛主到極

點。李弟兄在十九歲時得救。他是出於好奇，去參加了一場福音

聚會，聽一個青年女子汪佩真姊妹傳福音。當時她二十五歲，而

李弟兄十九歲。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一位青年女子在一場大聚

會中對一千多人說話，是前所未聞的事。汪佩真姊妹說到出埃及

和逾越節的預表，說到撒但預表法老，埃及預表世界。李弟兄聽

完信息，就定意再也不要在撒但的暴虐之下。他得救了，並且就

在那天將一生獻給主。一九八八年，李弟兄與我們分享這件事

時，說到在那之前他從來沒有聽過一篇信息是那樣有能力，有衝

擊力，有權柄。為什麼汪佩真姊妹的信息能夠那麼有能力，有衝

擊力，有權柄？原因就在於她愛主到極點。 

我們對主的愛， 
乃是我們為主說話時有權柄、衝擊力和能力的因素、元

素和非常基本的素質 

我們對主的愛，乃是我們為主說話時有權柄、衝擊力和能力

的因素、元素和非常基本的素質（汪佩真是這事的例子—見“為

著建造基督的身體講說基督”，三二至三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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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愛主，就必然被祂充滿； 
凡我們裡面所充滿的，就會從我們身上湧流出來； 

外面的湧流來自裡面的充滿 

我們若愛主，就必然被祂充滿；凡我們裡面所充滿的，就會

從我們身上湧流出來；外面的湧流來自裡面的充滿（約七 37~39，

啟二 4~5，參瑪三 14與注）。靠著主的憐憫，我得救後就開始愛

主。當時，沒有人告訴我可以傳福音，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很

自然的，我就傳福音給我的同事，帶一位同事禱告，並且帶他厲

害的得救。 

約翰七章三十七至三十九節說，“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

日，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信入我的

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耶穌這話是

指著信入祂的人將要受的那靈說的。”所以，我們若喝主，被祂

充滿，祂就要從我們裡面流出來。這就是申言。 

在啟示錄二章四至五節，主對在以弗所召會的使者說，“然

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離棄了起初的愛。所以要回想你

是從哪裡墜落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不然，我就要臨到

你那裡；你若不悔改，我就把你的燈檯從原處挪去。”我們千萬

不要離棄對主起初的愛。這裡不只說到起初的愛，還說到“起初

所行的”，也就是“起初的工作”。很可能我們站住了召會地方

合一的立場，卻失去了對主起初的愛，沒有行起初所行的。這樣，

祂就要把我們所在地三一神的見證挪去，結果我們就會像以弗所

召會那樣，成了一個空殼。我們若沒有燈檯的實際，沒有三一神

的實際，必定是因為我們離棄了起初的愛，沒有行起初所行的。 

有起初的愛就是在一切事上讓主居首位，以祂並讓祂在我們

的生活中作一切。我們把祂當作我們生活中的一切，讓祂在一切

事上居首位，居第一位，這就是以起初、上好的愛來愛主。起初

所行的，就是發自起初的愛而有的工作。我們聚集在這裡，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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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愛主到極點；這就是起初的愛。我們來聚會，不是出於

責任，而是因為我們愛主；這就是行起初所行的。 

瑪拉基三章十四節說，“你們說，事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

所吩咐的，在萬軍之耶和華面前哀痛而行，有什麼益處呢？”以

色列人事奉神，但他們在耶和華面前哀痛而行，這是因為他們的

事奉不是因著愛。比方在召會中，有些人想到要作整潔，心裡不

情願，抱怨說，“又要作整潔了。”這就是以哀痛而行的方式事

奉神。十四節第一注說，“這話指明以色列人敬拜並事奉神，但

他們卻是哀痛的敬拜並事奉；他們被要求作這些事，一點也不喜

樂。”我們可能事奉主，卻一點都不喜樂，因為我們是被要求來

事奉主。我們事奉主，該是出於我們向著主起初的愛；我們的事

奉，必須來自我們向主起初的愛。 

當我們愛主到極點，就必須說話； 
我們必須釋放那在裡面充滿我們的一位 

當我們愛主到極點，就必須說話；我們必須釋放那在裡面充

滿我們的一位（林前二 9~10）。九至十節說，“只是如經上所記：

‘神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

心也未曾想到的。’但神借著那靈向我們啟示了，因為那靈參透

萬事，甚至神的深奧也參透了。”神為愛祂的人有所預備。“參

透”在原文裡意思是積極的探究。當我們心轉向主並以清潔的靈

向主說，“主，我愛你，”那靈就在我們裡面主動、積極地探究

那作為神之深奧的基督，並在我們靈裡向我們顯示這深奧，使我

們領略並有分。 

借著禱研背講（禱讀、研讀、背誦、申言） 
這條路，我們就能用基督 
那追測不盡的豐富餵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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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著禱研背講（禱讀、研讀、背誦、申言）這條路，我們就

能用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餵養人。我們可以用小組的方式來進

入禱研背講。我們幾個人一同在小組裡禱讀、研讀、背誦和申言，

這是過申言生活的路。我們不單個人要活在主面前，向主並為主

而活，更要團體地過禱讀主話、研讀主話、背誦主話的生活，且

自然而然地申言。 

禱讀是禱研背講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們借著禱讀聖經來研讀聖經 

禱讀是禱研背講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們借著禱讀聖經來研讀

聖經。我們許多人都經歷過真正的禱讀主話，就是借著各樣的禱

告和祈求，接受那靈的劍，那靈就是神的話，並時時在靈裡禱告

（弗六 17~18）。我們這樣禱讀主話，就自然而然消化、吸收這

話，讓這話進入我們蒙光照的記憶裡，使我們忘不了這話。我永

遠忘不了行傳五章二十節：“你們去站在殿裡，把這生命的話，

都講給百姓聽。”因為主在我的婚禮上給了我這句話，對我說，

“你要把生命的話講給百姓聽，要對他們說到關於基督和召會的

事。”所以，我就在我的婚禮中講了生命的話。 

這節的第一注告訴我們，這生命的話是“指彼得所傳講、供

應、活出的神聖生命……。這話指明彼得的生活和工作，使神的

生命在他的處境中，既真實又現實，甚至天使都看見並將其指

出”。我們需要用聖經和恢復本的注解，借著禱讀來研讀聖經。 

申言需要許多的禱告 

申言需要許多的禱告（徒六 4，參來七 25，八 2）。沒有夠

多的禱告，就無法有正確的申言。在行傳六章四節使徒說，“但

我們要堅定持續地禱告，並盡話語的職事。”使徒們是與基督天

上的職事合作並配搭。基督在祂天上職事所作的，第一是為我們

禱告，第二是將神供應到我們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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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七章二十五節說，“所以，那借著祂來到神面前的

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為祂是長遠活著，為他們代求。”此時，

祂正在為我們代求，不僅為著個人的一面，也為著團體的一面。

八章二節又說，基督“作了聖所，就是真帳幕的執事；這帳幕是

主所支的，不是人所支的”。所以祂正在為我們禱告，也正在將

神供應給我們。這也是我們要與祂配合的事：為人禱告，將神供

應給人。 

禱告不僅是懇求主為著祂的行動作事， 

也使我們的靈得著操練並加強 

禱告不僅是懇求主為著祂的行動作事，也使我們的靈得著操

練並加強。 

因此，禱告該在話語職事之前，正如使徒們所實行的； 

沒有這樣的禱告，話語的職事就不能得著活力並加強 

因此，禱告該在話語職事之前，正如使徒們所實行的；沒有

這樣的禱告，話語的職事就不能得著活力並加強（參約七 37~39，

林後二 17，十三 3，三 6，彼前四 10~11）。林後二章十七節以

及十三章三節給我們看見，當我們為主說話，說出主來，我們就

是以一種與祂合併的方式說話。我們在祂裡面說話，祂也在我們

裡面說話，這是一種合併的說話。我們與祂，在人位上彼此內住，

就像父住在子裡面，子在父裡面。我們是在父與子裡面，父與子

也在我們裡面；我們在父、子、靈裡面，父、子、靈也在我們裡

面。當我們說話時，我們乃是在這種合併的方式裡說話。 

所以保羅在二章十七節這樣說，“我們不像那許多人，為利

混亂神的話，而是出於純誠，出於神，在神面前在基督裡講神的

話。”我們為主說話時要向主禱告：“主，我要在你裡面說話。”

我們都該在基督裡說話。十三章三節上半說，“因為你們尋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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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在我裡面說話的憑證。”這指明我們在基督裡面說話，基督也

在我們裡面說話；基督在我們裡面說話是有憑證的。下半節接著

說，“基督向著你們不是軟弱的，在你們裡面乃是有大能的。”

可見基督乃是在保羅裡面說話，這位基督在哥林多人中間是有大

能的。這兩處經節放在一起，給我們看見，我們要在基督裡面說

話，也要讓基督在我們裡面說話。我們要禱告說，“主，我要在

你裡面說話，我也要你在我裡面說話。” 

三章六節說，“祂使我們夠資格作新約的執事，這些執事不

是屬 字句，乃是屬 靈，因為那字句殺死人，那靈卻叫人活。”

彼前四章十至十一節上半說，“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將這恩賜

彼此供應，作神諸般恩典的好管家。若有人講論，要講神的諭

言。”在主日早上的聚會，或者是小排聚會裡，我們要講神的諭

言。神的諭言就是神的說話，神的發表，傳輸神聖的啟示。當我

們要講論時，要講神的諭言。十一節下半接著說，“若有人服事，

要按著神所供應的力量服事。” 

“我們若照祂的旨意求什麼，祂就聽我們； 

這是我們向著祂所存坦然無懼的心。 

我們若知道祂聽我們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們所求於祂的無

不得著。”這些經節鼓勵我們將聖經—主的遺命， 

主的約—裡合乎主旨意的事回頭向主禱告 

“我們若照祂的旨意求什麼，祂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著祂

所存坦然無懼的心。我們若知道祂聽我們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

們所求於祂的無不得著。”（約壹五 14~15，參太七 7）這些經

節鼓勵我們將聖經—主的遺命，主的約—裡合乎主旨意的事回頭

向主禱告。約壹五章十四至十五節給我們看見一個非常奇妙的原

則。這段經文說，我們要將主的旨意禱告回去給祂，祂就聽我們

的禱告；如果我們知道主聽我們，就知道我們所求於祂的無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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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因此我們需要用主的話，回頭向主禱告。每逢我們禱告，我

們應當借著與主交通來禱告。此外，聖經啟示祂的旨意；我們若

照著聖經求，就是照著祂的旨意求，祂就聽我們，我們所求於祂

的無不得著。所以我們要得著鼓勵，將一切合乎主的旨意、主的

遺命、主的約的事，回頭向主禱告。 

申言聚會開頭和結束的話非常重要 

申言聚會開頭和結束的話非常重要。 

開頭和結束的話都應當長約五至八分鐘 

開頭和結束的話都應當長約五至八分鐘。我們講開頭的話，

只要五至八分鐘，不是一、二十分鐘，我們不是在釋放長篇的信

息。當我們跟李弟兄在一起主日申言聚會時，他總會叫長老們講

開頭和結束的話。他會先告訴一位弟兄，請他來說。雖然我們希

望李弟兄來講結束的話，但李弟兄這樣作乃是為了要成全我們操

練講結束的話，為著總結那一堂聚會信息的重點。 

開頭的話確保聚會有從主來的確定方向和負擔， 
而有強的開始 

開頭的話確保聚會有從主來的確定方向和負擔，而有強的開

始。 

結束的話確保聚會不空洞結束， 
乃總結於滿了實際的供應，使眾聖徒充滿 

主同在的喜樂和因主那是靈是生命的話而有的滿足； 
絕不要讓一個聚會空洞且無實際的供應就結束 

結束的話確保聚會不空洞結束，乃總結於滿了實際的供應，

使眾聖徒充滿主同在的喜樂和因主那是靈是生命的話而有的滿

足（約六 63）；絕不要讓一個聚會空洞且無實際的供應就結束。 

我們必須用重點和附屬的點寫申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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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用重點和附屬的點寫申言稿（參申十七 18~20，見

18注 1）。申言時要寫下事先預備好的申言稿，這樣我們申言時

就會有很大的不同。申命記十七章十八節論到以色列的王說，

“他登了國位，就要將祭司利未人面前的這律法書，為自己抄錄

一本。”這給我們看見，把東西寫下來是何等的重要；寫是很有

用的。這節說，以色列王登了國位，就要為自己抄錄一本聖經；

那時的聖經，就是舊約前五卷。同樣的，我們若能抄錄完新約的

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約翰福音，必定會覺得很有收

穫。當日的以色列王要把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

申命記全抄一遍，並“存在他那裡；他一生的日子都要誦讀，好

學習敬畏耶和華他的神，謹守遵行這律法書上的一切言語和這些

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裡高傲，離了這誡命，或偏左或偏右。這

樣，他和他的子孫在以色列中治國的日子，就得以長久”

（19~20）。如果所有的王都這樣作，那列王紀的記載就會不一

樣了。 

“這裡的律法是指摩西所寫的五經—舊約的頭五卷書。在治

理百姓的事上，王首先要受神的話教導、管制、規律並支配。……

結果，他們就在神的管理、神的規律和支配之下。這樣，他們的

決斷自然會有神在其中……。這種治理乃是神治。”（申十七 18

注 1）以色列王若都能為自己抄錄一本聖經，並且一生的日子都

誦讀，這就保證他們的治理是神治，是神在他們裡面治理、管治，

並借著他們掌管所有神的子民。 

在申言聚會中，主所關切的， 
主要不是分享的聖徒有多少， 
乃是他們所分享之內容的品質 

在申言聚會中，主所關切的，主要不是分享的聖徒有多少，

乃是他們所分享之內容的品質（啟二 5，林前三 12）。雖然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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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聖徒們都能踴躍分享，但我們真正關心的是分享的品質。如

果聚會中有很多聖徒說話，內容卻不豐富，就會使聚會空洞而沒

有實際的供應。 

在申言聚會那天，我們該為著聚會預備全人 
（專注於我們所要申言的內容）， 

而不被其他事物，甚至屬靈的事物打岔 

在申言聚會那天，我們該為著聚會預備全人（專注於我們所

要申言的內容），而不被其他事物，甚至屬靈的事物打岔。在申

言聚會前，我們全人應該預備好，並為我們所要申言的內容禱

告，好使我們被主的話充滿。 

我們必須看見三種構成申言的元素 

我們必須看見三種構成申言的元素（參徒五 20，提前四

6~7，彼前四 10~11，約壹一 3，徒四 20，二二 15）。在提前四

章六至七節，保羅對提摩太說，“你將這些事提醒弟兄們，便是

基督耶穌的好執事，在信仰的話，並你向來所緊緊跟隨善美教訓

的話上，得了餵養。只是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和老婦的虛構無

稽之事，並要操練自己以至於敬虔。”我們需要從主的話、聖經

的話、職事的話中得餵養，並且操練自己以至於敬虔，也就是操

練我們的靈。因此，我們要申言，首先自己需要得餵養，並且要

操練我們的靈。 

約壹一章三節說，“我們將所看見並聽見的，也傳與你

們……。”行傳四章二十節說，“因為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不

能不說。”二十二章十五節說，“因為你要將所看見所聽見的，

向萬人為祂作見證。”這幾處經文說到，我們既看見並聽見，就

要作執事和見證人。為此，我們必須看見以下三種構成申言的元

素。 

我們必須對神的話有認識—屬人學習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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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對神的話有認識—屬人學習的元素。第一種構成申

言的元素，乃是被神的話構成。 

我們必須有聖靈即時的感動—神聖感動的元素 

我們必須有聖靈即時的感動—神聖感動的元素。第二種構成

申言的元素，乃是被聖靈感動，也就是我們因著操練靈而受聖靈

即時的感動。 

我們必須有異象，看見神的權益和經綸， 
看見召會是基督的身體，看見地方召會， 

看見世界，看見個別的聖徒， 
甚至看見自己—借著神聖之光的光照而有所看見 

我們必須有異象，看見神的權益和經綸，看見召會是基督的

身體，看見地方召會，看見世界，看見個別的聖徒，甚至看見自

己—借著神聖之光的光照而有所看見。第三種構成申言的元素，

乃是啟示，就是清楚看見神聖之光的光照。因此，構成、感動和

啟示，就是構成申言的三種元素。 

保羅在勸勉聖徒行事為人要與神的呼召相配時， 

所用的身分是基督耶穌的囚犯和主的囚犯 

保羅在勸勉聖徒行事為人要與神的呼召相配時，所用的身分

是基督耶穌的囚犯和主的囚犯（弗三 1，四 1）。換句話說，保

羅乃是以被囚在基督裡的身分，也就是他實際生活的身分，激發

並勸勉聖徒要像他一樣在主裡行事為人。 

每一個神的管家，每一個供應神豐富的執事， 

每一個忠信愛基督的人，遲早要被基督囚禁， 

且被囚禁在基督裡；我們越愛祂，我們就越在祂裡面， 

到一個地步，祂要成為我們的監牢， 

使我們享受祂到極致，而有與神呼召相配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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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神的管家，每一個供應神豐富的執事，每一個忠信愛

基督的人，遲早要被基督囚禁，且被囚禁在基督裡；我們越愛祂，

我們就越在祂裡面，到一個地步，祂要成為我們的監牢，使我們

享受祂到極致，而有與神呼召相配的生活。 

我們越自由，就越瞎眼；但基督若是我們的監牢， 

我們的眼睛就會被開啟，看見屬天的異象， 

我們也要得著神的經綸最高的啟示 

我們越自由，就越瞎眼；但基督若是我們的監牢，我們的眼

睛就會被開啟，看見屬天的異象，我們也要得著神的經綸最高的

啟示（三 9，徒二六 19）。 

為著建造召會作基督的身體， 
我們必須學習並受成全， 

用構成申言的三種元素生機的申言 
（將主說到人裡面） 

為著建造召會作基督的身體，我們必須學習並受成全，用構

成申言的三種元素生機的申言（將主說到人裡面）（林前十四 4

下）。聖經中提到兩種的聚會：一種是職事的聚會，一種是召會

的聚會。召會的聚會也可稱為“圓桌聚會”，正如林前十四章二

十六節所說，“每逢你們聚在一起的時候，各人或有詩歌，或有

教訓，或有啟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來的話，凡事都當為建造。”

各人或有，意即各人都有預備好的基督，以供應聖徒。這種聚會

就像眾人圍桌而坐的中式筵席，桌上轉盤擺滿各式菜肴，各人按

需要彼此傳遞、供應。我們在召會的聚會中，也要這樣將我們所

享受、所經歷的基督彼此供應。 

我們需要贖回光陰，花工夫被神的聖言浸透並泡透， 
好得著裝備以申言 



 31 

我們需要贖回光陰，花工夫被神的聖言浸透並泡透，好得著

裝備以申言（提後三 16~17，結三 1~4）。我們必須承認，我們

將時間、精力浪費在其他許多事上，而非被神的聖言浸透並泡

透。許多時候，抓時間讀一小段職事的話，很可能就會改變我們

的一生。有一次，我在高速公路上遇到塞車，那時我正在聽信息

錄音帶，剛好聽到李弟兄說，“主需要的不是屬靈大漢，而是小

小的俘虜，所以我們要禱告：‘主啊，使我作你的俘虜，絕不要

讓我得勝，一直擊敗我。’”於是我停下錄音帶，照著弟兄所說

的向主禱告。我永遠不能忘記那個禱告，那個禱告改變了我的一

生。 

我們需要每早晨在一段主的話裡享受主，而被主復興 

我們需要每早晨在一段主的話裡享受主，而被主復興。 

主的慈愛和憐恤每早晨都是新的 

主的慈愛和憐恤每早晨都是新的（哀三 22~23）。這是申言

者耶利米說的。這意思是，他每早晨都接觸神這富有憐恤的一

位，否則他無法說出這樣的話。 

義人的途徑如日頭升起 

義人的途徑如日頭升起（箴四 18，士五 31，路一 78~79，

瑪四 2）。箴言四章十八節說，“但義人的途徑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每早晨都是新的

開始。不論你昨天過得如何，今天都能有新的開始。士師記五章

三十一節說，“耶和華啊，願你的仇敵都這樣滅亡。願愛你的人

如日頭出現，光輝烈烈。”路加一章七十八至七十九節說，“因

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要照亮坐在

黑暗中死蔭裡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瑪拉基四章

二節說，“但向你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義的日頭升起，其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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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有醫治之能。”從這幾處經節我們可以看見，每早晨我們都需

要這樣經歷主作升起的日頭。 

我們裡面的人日日在更新 

我們裡面的人日日在更新（林後四 16~18）。保羅說，“所

以我們不喪膽，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壞，我們裡面的人卻

日日在更新。因為我們這短暫輕微的苦楚，要極盡超越地為我們

成就永遠重大的榮耀。我們原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

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才是永遠的。”（16~18）

主的恢復乃是要將我們從所見的事恢復到所不見的事，我們也正

在享受這位看不見的神。 

我們該趁天未亮仰望神的言語，為要默想神的話， 
就是接受祂的話，一再地反復思想 

我們該趁天未亮仰望神的言語，為要默想神的話，就是接受

祂的話，一再地反復思想（詩一一九 15、147~148，參利十一 3，

見詩一一九 15注 1）。我們是否像詩人一樣，趁天未亮就仰望，

期待花時間與主同在？我們都需要寶貝這樣與主交通的時間。 

我們該得著並吃神的言語， 
使神的言語成為我們心中的歡喜快樂 

我們該得著並吃神的言語，使神的言語成為我們心中的歡喜

快樂（耶十五 16）。 

我們必須使用最好的輔助—生命讀經的信息、 

職事的書籍、恢復本的注解—來研讀主的話， 

好開啟、解明主的話，並釋放其追測不盡的豐富 

我們必須使用最好的輔助—生命讀經的信息、職事的書籍、

恢復本的注解—來研讀主的話，好開啟、解明主的話，並釋放其

追測不盡的豐富（路二四 27、31~32、44~45，徒八 30~35）。有

些人受攪擾，因為我們的書房裡只賣倪柝聲和李常受的書。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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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賣他們的書，是因為這兩位弟兄有時代的職事。這分職事預備

我們成為新婦，好把主迎接回來。職事並不頂替聖經，乃是解明、

開啟聖經，釋放其追測不盡的豐富，把人帶進聖經內在的意義裡。 

這正如行傳八章二十九至三十九節所記載，腓利對埃提阿伯

的太監所作的。那靈叫腓利貼近太監的車走，然後他聽見太監念

申言者以賽亞的書。太監告訴腓利說，他不能明白，因為沒有人

指引他。於是腓利就開口，從這經上起，向他傳耶穌為福音。太

監得著開啟，全心相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到了有水的地方，

腓利就為他施浸。之後主的靈就把腓利提去了。 

我們必須從創世記一章一節到 

啟示錄二十二章二十一節規律地讀聖經 

我們必須從創世記一章一節到啟示錄二十二章二十一節規

律地讀聖經（“聖經……都是有益的”，並且“人活著……乃是

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提後三 16，太四 4）。我剛進到召會

生活的時候，讀到民數記七章，說這個支派要這樣獻供物，那個

支派也要這樣獻供物，同樣的話一共重複了十二次。我不明白為

什麼要這樣重複，一位弟兄就帶著我禱讀。雖然沒有解釋，但我

真是享受這些經節。聖經都是有益的，這樣重複是有意義的。人

活著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這包含創世記一章一節到啟示

錄二十二章二十一節。 

我們必須每天寫下在主話裡從主所得的屬靈光照、 

靈感和享受，並在一周的末了將這些點集合一起， 

寫一篇不超過三分鐘長的申言稿，好在召會的聚會中講說 

我們必須每天寫下在主話裡從主所得的屬靈光照、靈感和享

受，並在一周的末了將這些點集合一起，寫一篇不超過三分鐘長

的申言稿，好在召會的聚會中講說。在平時的申言聚會中，開頭

和結尾的話是五至八分鐘，其他人則是一至三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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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主話的認識成為我們申言常時的元素 

對主話的認識成為我們申言常時的元素。 

我們必須一直在靈裡預備好，得著那靈即時的感動 

我們必須一直在靈裡預備好，得著那靈即時的感動。 

申言者的靈是他們全人最首要的部分 

申言者的靈是他們全人最首要的部分（林前十四 32、37

上）。使徒保羅說，“申言者的靈，是服從申言者的。”（32）

申言者不是一群特別的人。我們都能一個一個地申言，為要使眾

人有學習，使眾人得勉勵（31）。 

每當我們為主說話，我們必須運用我們的靈， 

憑那靈和基督這一切智慧和知識的寶藏講說 

每當我們為主說話，我們必須運用我們的靈，憑那靈和基督

這一切智慧和知識的寶藏講說（徒七 10，賽十一 2，代下一 10）。

我們若要申言，就必須運用我們的靈。你可能說的跟原來想的不

一樣，或者順序講錯，但如果你運用靈，聖徒們就會有所得著。

我不是鼓勵你亂講，但首要的是要運用你的靈。我們是憑那靈和

基督這一切智慧和知識的寶藏講說。 

在代下一章十節，所羅門求耶和華賜他智慧和知識，好在以

色列民前出入。歌羅西二章三節說，“一切智慧和知識的寶藏，

都藏在祂〔基督〕裡面。”所以我們需要基督作我們的智慧和知

識，使我們知道如何接觸各種不同的人—少年人、中年人、老年

人、姊妹們和弟兄們。 

我們必須將自己禱告到神裡面， 

接受聖靈那追測不盡的豐富，好餵養自己， 

使我們能餵養受我們照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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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將自己禱告到神裡面，接受聖靈那追測不盡的豐

富，好餵養自己，使我們能餵養受我們照顧的人（路十一 1~13）。

在路加十一章，有一個門徒求主教導他們禱告。主就說了一個比

喻：“你們中間誰有一個朋友，半夜到他那裡去，說，朋友，請

借給我三個餅；因為我有一個朋友行路來到我這裡，我沒有什麼

可以給他擺上。”（5~6）那個人雖然不想起來，但因朋友情辭

迫切的直求，就必起來給他。然後主又說，“你們中間作父親的，

誰有兒子求魚，反拿蛇當魚給他？”（11）沒有人會這樣對自己

的兒子，不論兒子多頑皮都不會這樣對待他；他要魚，不會給他

蛇；他求雞蛋，也不會給他蠍子（12）。主說，“你們雖然不好，

尚且知道把好東西給兒女，何況天上的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祂

的人麼？”（13） 

因此，我們需要求父將聖靈賜給我們。我們要禱告：“父啊，

給我們聖靈，用聖靈的豐富餵養我們，使我們能餵養受我們照顧

的人。”聖靈的豐富由餅、魚和蛋所表徵。餅是地上的豐富，魚

是海裡的豐富，蛋是空中的豐富。這裡有陸、海、空的豐富，表

徵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具體實化在聖靈裡，餵養我們，使我

們也能餵養受我們照顧的人。我們可以向父求這些豐富，祂必會

答應我們的禱告，因為主說，“何況天上的父，豈不更將聖靈給

求祂的人麼？” 

我們必須住在與主的交通裡，照著靈而行， 

在靈裡事奉，供應那靈，並憑神的靈事奉 

我們必須住在與主的交通裡，照著靈而行，在靈裡事奉，供

應那靈，並憑神的靈事奉（約壹一 6~7，羅八 4，一 9，林後三 6，

腓三 3，參亞四 6）。 

主耶穌這今日的摩西和以利亞， 

乃是在我們靈裡的真申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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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徒裡面為神說話並說出神 

主耶穌這今日的摩西和以利亞，乃是在我們靈裡的真申言

者，在信徒裡面為神說話並說出神（徒三 22，提後四 22）。摩

西曾說，“主神要從你們弟兄中間，給你們興起一位申言者像

我，凡祂向你們所說的，你們都要聽從。”（徒三 22）所以摩西

是申言者，主耶穌也是申言者。摩西和以利亞預表主是在我們靈

裡的真申言者。 

聖靈的感動是我們申言即時的元素 

聖靈的感動是我們申言即時的元素。 

我們必須借著神聖之光的光照， 
有清楚的眼光，看清一切情況中的一切事 

我們必須借著神聖之光的光照，有清楚的眼光，看清一切情

況中的一切事。 

我們唯有在靈裡才能得著啟示 

我們唯有在靈裡才能得著啟示（弗一 17，啟一 10，四 2，

十七 3，二一 10）。在啟示錄一至三章，約翰在靈裡看見金燈檯—

眾召會—的異象。在四至十六章，他在靈裡看見世界局勢的異

象。在十七至二十章，他在靈裡看見大巴比倫的異象。在二十一

至二十二章，他在靈裡被帶到一座高大的山，看見新耶路撒冷的

異象。所以，我們唯有在靈裡才能得著這一切的啟示。 

我們不僅要有鴿子眼，更要有如同水池的眼 

我們不僅要有鴿子眼（歌一 15），更要有如同水池的眼（七

4），能返照一切。鴿子眼表徵那靈的見識和認識（林前二 11~12）。

如同水池的眼表徵擴大並寬闊的視野，滿了光，包括整個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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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要向主禱告：“主，賜給我鴿子眼，也賜給我如同水池的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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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全宇宙必須有清楚的眼光， 

看見世界、眾召會、與我們同為信徒者 

以及我們自己真實的情形 

我們對全宇宙必須有清楚的眼光，看見世界、眾召會、與我

們同為信徒者以及我們自己真實的情形。我們需要一年讀一遍

“世界局勢與神的行動”這本書，這樣我們就會對世界局勢有清

楚的眼光，也會看見我們自己真實的情形。 

我們必須得著諸天向我們開了，接受主明確的話 

（傳輸神聖啟示之特別、新鮮、活潑的話）， 

並有主的手臨到我們身上，我們就看見神的異象 

我們必須得著諸天向我們開了，接受主明確的話（傳輸神聖

啟示之特別、新鮮、活潑的話），並有主的手臨到我們身上，我

們就看見神的異象（結一 1~3）。以西結一章一節和三節說，“……

諸天開了，我就看見神的異象。……耶和華的話特特臨到布西的

兒子祭司以西結；耶和華的手在那裡臨到他身上。” 

主的手總是隨著祂的話；一個人所供應的若真是神的話， 
神大能的手就會隨著，以完成祂所說的 

主的手總是隨著祂的話；一個人所供應的若真是神的話，神

大能的手就會隨著，以完成祂所說的。我們要信靠主，在這次訓

練裡，主的手必會隨著祂的話。我們仰望祂成就這事。 

神的手臨到人身上，也是為著帶領人，使人採取行動； 
耶和華的手臨到以西結身上以後，他所作的， 

不是隨著他的挑選，乃是按照耶和華手的帶領、指引 

神的手臨到人身上，也是為著帶領人，使人採取行動（參王

上十八 46）；耶和華的手臨到以西結身上以後，他所作的，不是

隨著他的挑選，乃是按照耶和華手的帶領、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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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用構成申言的元素來講說— 
我們在聖靈的感動下，憑著祂的光照， 

用這生命活的話，來講說我們所看見並聽見的 

我們必須用構成申言的元素來講說—我們在聖靈的感動

下，憑著祂的光照，用這生命活的話，來講說我們所看見並聽見

的（約壹一 3，徒二二 13~15，五 20）。 

申言是神奇的平常事 

申言是神奇的平常事。申言是平常的，因為申言需要我們學

習主的話語並受訓練講說。申言是神奇的，因為申言乃是憑神聖

的元素、神聖的光和聖靈的感動講說。 

申言就是有神的諭言 
（神的說話，神的發表，將神的啟示傳輸出來） 

申言就是有神的諭言（神的說話，神的發表，將神的啟示傳

輸出來）（彼前四 11，參林前十四 24~25）。林前十四章二十四

至二十五節說，“但若眾人都申言，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

人進來，他就被眾人勸服，被眾人審明瞭；他心裡的隱情顯露出

來，就必面伏於地敬拜神，宣告說，神真是在你們中間了。”這

是真正的申言。人心裡的隱情，借著聖徒的申言就顯露出來。 

有一次我在一處召會釋放信息。我交通完後，一位長老對我

說，“弟兄，是誰告訴你我們這裡的情形？”其實我完全不知道

當地的光景，但他以為有人預先告訴我那裡的情形。若有真正的

申言，主就會借此申言勸服人，審明人，人心裡的隱情也就顯露

出來。 

當我們有了對主話語屬人的學習， 
那靈神聖的感動，並清楚的看見，我們就能申言 

當我們有了對主話語屬人的學習，那靈神聖的感動，並清楚

的看見，我們就能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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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總是由這生命的活話、聖靈的感動 
以及借著神聖之光的光照而有清楚的看見所構成 

申言總是由這生命的活話、聖靈的感動以及借著神聖之光的

光照而有清楚的看見所構成。 

“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會”；這是何等大的事 

“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會；”這是何等大的事！（4下）

願我們都實行申言以建造召會作為極大的軍隊。（E.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