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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旨意 
（主日—早上第二堂聚会） 

 

第八篇 

聚会来明白并实行神的旨意 
RK 诗歌：s432 

读经：太七21，十二50，十八20，弗三8，西一12，林前十四26，来十25 
太 7:21 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诸天的国，惟独实行我诸天之上父旨意的

人，才能进去。 

太 12:50 因为凡实行我在诸天之上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 

太 18:20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被聚集到我的名里，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弗 3:8 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

给外邦人， 

西 1:12 感谢父，叫你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给众圣徒的分； 

林前 14:26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各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

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为建造。 

来 10:25 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好象有些人习惯了一样，倒要彼此劝勉；既看见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壹 聚会乃是要来明白并实行神的旨意；我们在地上的目标，我们在地上的目

的，是要遵行父的旨意；我们是借着来到召会聚会中而实行这事—来十25。 
来 10:25 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好象有些人习惯了一样，倒要彼此劝勉；既看见那日子

临近，就更当如此。 
 

贰 我们需要领悟，除了我们内里与主同在的生命，没有什么像召会聚会这么要

紧、重要且有益处—林前十四23~26： 
林前 14:23 所以若全召会聚在一处的时候，众人都说方言，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

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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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 14:26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各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

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为建造。 

一 如希腊字 ekklesia，艾克利西亚，所指明，召会—神的居所—仍是蒙召出来之人的

集会或聚集—太十八17~20： 
太 18:17 他若不听他们，就告诉召会；他若连召会也不听，就把他当作外邦人和税吏。 

太 18:18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捆绑的；凡你们

在地上释放的，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释放的。 

太 18:19 我又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若有两个人在地上，在他们所求的任何事上和谐

一致，他们无论求什么，都必从我在诸天之上的父，得着成全。 

太 18:20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被聚集到我的名里，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1 召会是信徒的聚集，是一班集合在一起之人的聚会。 
2 当蒙神呼召出来之人聚集在一起，这就是召会—徒二42，八1。 

徒 2:42 他们都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持续擘饼和祷告。 

徒 8:1 就在那日，在耶路撒冷的召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

太和撒玛利亚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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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们的父预定我们聚在一起；来聚会乃是神的旨意—弗一5，罗八29，林前十

四26。 
弗 1:5 按着祂意愿所喜悦的，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归于祂

自己， 

罗 8:29 因为神所预知的人，祂也预定他们模成神儿子的形像，使祂儿子在许多弟

兄中作长子。 

林前 14:26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各人或有诗歌，或有教

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为建造。 

二 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聚会的生活—来十25，林前十四23~26： 
来 10:25 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好象有些人习惯了一样，倒要彼此劝勉；既看见那

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林前 14:23 所以若全召会聚在一处的时候，众人都说方言，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

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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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 14:26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各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

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为建造。 

1 我们的许多恩典都是在聚会中得着的，主许多的工作也都是在聚会中作的—徒

四33，十三1~2。 
徒 4:33 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 

徒 13:1 在安提阿当地的召会中，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结的

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 

徒 13:2 他们事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

他们所作的工。 

2 因着基督徒的生活是聚会的生活，并且主许多的工作也是借着聚会作的，所以

我们应当非常看重聚会—来十25。 
来 10:25 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好象有些人习惯了一样，倒要彼此劝勉；既看

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叁 在聚会中神使我们明白祂的旨意—诗七三16~17： 
诗 73:16 我思索要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 

诗 73:17 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我才看清他们的结局。 

一 实行神的旨意，在于明白祂的旨意—约七17。 
约 7:17 人若立志实行祂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从自己说的。 

二 有许多美妙的东西在我们聚会的表面之下，其中一样就是明白神的旨意。 
三 作诗的人进了神的圣所，就能明白神的旨意—诗七三16~17： 

诗 73:16 我思索要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 

诗 73:17 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我才看清他们的结局。 

1 神的圣所，祂的居所，是在我们灵里并在召会里—弗二22，提前三15。 
弗 2:22 你们也在祂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 

提前 3:15 倘若我耽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活神的召会，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2 我们要进入神的圣所，就需要转向我们的灵，并参加召会的聚会。 
3 我们一在圣所里—在灵里并在召会的聚会中，就会对我们的情形有另一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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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特别的领会—诗七三16~20。 
诗 73:16 我思索要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 

诗 73:17 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我才看清他们的结局。 

诗 73:18 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荒废之中。 

诗 73:19 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 

诗 73:20 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 

4 神的道路是启示在神的圣所中—17节： 
诗 73:17 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我才看清他们的结局。 

a 在我们的灵里并在聚会中，我们得着神圣的启示—启一10，弗一17~18。 
启 1:10 当主日我在灵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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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 1:18 光照你们的心眼，使你们知道祂的呼召有何等盼望；祂在圣徒中之

基业的荣耀，有何等丰富； 

b 我们运用我们的灵并参加召会的聚会，神的道路对我们就清楚了—诗七

三17。 
诗 73:17 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我才看清他们的结局。 

 

肆 因着神的旨意是在基督里，集中于基督，并为着基督，并且在神的旨意中基

督是一切，我们就要借着在聚会中展览基督而实行神的旨意—西一9、
15~18、12，三4、11，林前十四26： 
西 1:9 所以，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

慧和悟性上，充分认识神的旨意， 

西 1:15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 

西 1:16 因为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在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

治的、执政的、掌权的，都是在祂里面造的；万有都是借着祂并为着祂造的； 

西 1:17 祂在万有之先，万有也在祂里面得以维系； 

西 1:18 祂也是召会身体的头；祂是元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使祂可以在万有中居

首位； 

西 1:12 感谢父，叫你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给众圣徒的分； 

西 3:4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祂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西 3:11 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

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林前 14:26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各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

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为建造。 

一 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乃是要我们经历并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并且以祂作我们的

生命而活祂—西一9、15~18，三4、11。 
西 1:9 所以，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

的智慧和悟性上，充分认识神的旨意， 

西 1:15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 

西 1:16 因为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在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

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都是在祂里面造的；万有都是借着祂并为着

祂造的； 

西 1:17 祂在万有之先，万有也在祂里面得以维系； 

西 1:18 祂也是召会身体的头；祂是元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使祂可以在万有

中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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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3:4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祂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西 3:11 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

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二 我们的聚会是展览基督，所以我们来聚会的时候，都要把我们所享受的基督带来—
林前十四26。 
林前 14:26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各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

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为建造。 

三 正当的召会生活在于召会的聚会，所有圣徒在其中展览基督同祂追测不尽的丰富—
弗三8。 
弗 3:8 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

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 

四 我们聚会的目标是展览基督，基督徒的聚会是我们日常基督徒生活的展览—林前十

四26，参申十二5~7、13~14。 
林前 14:26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各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

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为建造。 

申 12:5 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所选择出来立祂名的地方，就是祂的居

所，那是你们当寻求的，你们要往那里去， 

申 12:6 将你们的燔祭和别的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

以及牛群羊群中头生的，都奉到那里； 

申 12:7 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

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 

申 12:13 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中的各地方献上燔祭； 

申 12:14 惟独耶和华从你的一个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要在那里献上燔祭，行我一切

所吩咐你的。 

五 我们在聚会中展览基督，是借着将基督作为祭物的实际献给神，而与神同享基督—
来十8~10、25，十三20~21。 
来 10:8 以上说，“祭物和供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要的，也是你不喜悦的。”

（这些都是按着律法献的。） 

来 10:9 后来又说，“看哪，我来了，是要实行你的旨意。”可见祂除去那先有的，为

要立定那后来的； 

来 10:10 我们凭这旨意，借耶稣基督一次永远地献上身体，就得以圣别。 

来 10:25 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好象有些人习惯了一样，倒要彼此劝勉；既看见那

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来 13:20 但愿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领群羊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

上来的， 

来 13:21 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好实行祂的旨意；祂是在我们里面，借着耶稣基督，

行祂看为可喜悦的事。愿荣耀归与祂，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六 我们需要在聚会中尽功用来展览基督—西一12，林前十四26： 
西 1:12 感谢父，叫你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给众圣徒的分； 

林前 14:26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各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

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为建造。 

1 因着基督教的影响，许多信徒在聚会中不负责任。 
2 认为我们是来参加聚会，但聚会的责任不是我们的，乃是基本的错误；这是撒

但的诡计，要把基督身体的众肢体报废，叫众肢体都不尽功用。 
七 我们基督徒是基督的肢体，我们最重要的事奉就是聚会—十二4~11、14~27，来十25： 

林前 12:4 然而，恩赐虽有分别，灵却是同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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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2:5 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同一位； 

林前 12:6 功效也有分别，神却是同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林前 12:7 只是那灵的表显赐给各人，是要叫人得益处。 

林前 12:8 这人借着那灵得了智慧的言语，那人也照同一位灵得了知识的言语， 

林前 12:9 另有别人在同一位灵里得了信心，还有一人在这一位灵里得了医病的恩赐， 

林前 12:10 另有一人能行异能，另有一人能申言，另有一人能辨别诸灵，另有别人能说各

种方言，另有一人能翻方言。 

林前 12:11 但这一切都是这位独一且同一的灵所运行，照着祂的定意个别分给各人的。 

林前 12:14 身体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 

林前 12:15 倘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于身体，它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 

林前 12:16 倘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于身体，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 

林前 12:17 若全身是眼，听觉在哪里？若全身是听觉，嗅觉在哪里？ 

林前 12:18 但如今神照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置在身体上了。 

林前 12:19 若都是一个肢体，身体在哪里？ 

林前 12:20 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体却是一个。 

林前 12:21 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 

林前 12:22 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似乎较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林前 12:23 身上肢体我们以为比较不体面的，就给它加上更丰盈的体面；我们不俊美的肢

体，就得着更丰盈的俊美； 

林前 12:24 至于我们俊美的肢体，就不需要了。但神将这身体调和在一起，把更丰盈的体

面加给那有缺欠的肢体， 

林前 12:25 免得身体上有了分裂，总要肢体彼此同样相顾。 

林前 12:26 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

一同欢乐。 

林前 12:27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作肢体。 

来 10:25 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好象有些人习惯了一样，倒要彼此劝勉；既看见那

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1 召会聚会乃是展览基督最好的机会—西三11。 
西 3:11 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

人、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2 我们基督徒的使命就是聚会展览基督，借此遵行神的旨意—太七21，十六18，
弗三8，西一12。 
太 7:21 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诸天的国，惟独实行我诸天

之上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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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 3:8 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

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 

西 1:12 感谢父，叫你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给众圣徒的分； 

3 “为使父神得荣称许，为使基督得到高举，并使聚会应付所需，必须展览基

督。”（诗歌六二四首，第八节） 
 

伍 因着父永远的旨意与祂心头的愿望是要建造召会作基督的身体，我们就要照

着合乎圣经的聚会之路，在聚会中尽功用，使基督的身体得建造，借此实行

祂的旨意—太七21，十二50，弗四16，林前十四26： 
太 7:21 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诸天的国，惟独实行我诸天之上父旨

意的人，才能进去。 



94 

太 12:50 因为凡实行我在诸天之上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 

弗 4:16 本于祂，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

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林前 14:26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各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

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为建造。 

一 信徒的聚会应当总是联于神新约的经纶；我们该带着神圣经纶的异象来到聚会中，

并且我们在聚会中所说的，该以神的经纶为中心—提前一4，弗三9，林前十四26。 
提前 1:4 也不可注意虚构无稽之事，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引起辩论，对于神在信仰

里的经纶并无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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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 14:26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各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

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为建造。 

二 照着主心意的恢复，乃是要把主的信徒从圣品阶级与平信徒的制度里带出来，以合

乎圣经的聚会与事奉之路顶替这制度，好使基督的身体得着建造—26节，弗四12、
16。 
林前 14:26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各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

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为建造。 

弗 4:12 为要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职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 

弗 4:16 本于祂，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

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

起来。 

三 主渴望恢复众人都尽功用的彼此相互的召会聚会，好使基督的身体得着建造—林前

十四4下、24上、26、31： 
林前 14:4下 ……但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会。 

林前 14:24上 但若众人都申言，…… 

林前 14:26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各人或有诗歌，或有教

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为建造。 

林前 14:31 因为你们都能一个一个地申言，为要使众人有学习，使众人得勉励。 

1 我们来到召会的聚会中，该有一些出于主的东西与别人分享—26节。 
林前 14:26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各人或有诗歌，或有教

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为建造。 

2 我们来聚会之前，应当对主有经历，对主的话有享受，并且在祷告中和主有交

通，使我们有从主而来，并出于主的东西，借着这些，我们就能为聚会预备自己。 
3 我们必须经营基督，就是我们的美地，使我们从祂的丰富收获出产，带到召会

的聚会中献上—西一12，弗三8。 
西 1:12 感谢父，叫你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给众圣徒的分； 

弗 3:8 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

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 

4 这样，聚会就是展览基督的丰富，也是全体与会者在神面前并同着神，彼此分

享基督，使众圣徒与召会得着建造—林前十四26。 
林前 14:26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各人或有诗歌，或有教

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为建造。 

5 我们在召会的聚会中无论作什么，都必须是为着建造众圣徒和召会—3~5、12
节。 
林前 14:3 但那申言的，是对人讲说建造、勉励和安慰。 

林前 14:4 那说方言的，是建造自己，但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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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4:5 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但我更愿意你们申言；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

召会得建造，那申言的，就比他强了。 

林前 14:12 你们也是如此，既渴慕灵，就要为着召会的建造，寻求得以超越。 

四 我们实行合乎圣经的聚会与事奉之路时强调申言—建造召会的超越恩赐—林前十

四1、4下、24~25、31： 
林前 14:1 你们要追求爱，更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尤其要切慕申言。 

林前 14:4下 ……但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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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 14:31 因为你们都能一个一个地申言，为要使众人有学习，使众人得勉励。 

1 在林前十四章里，申言的意义乃是为主说话，说出主来，甚至将主说到、供应

到、分赐到人里面；就神圣的分赐而言，整本圣经总结于众人都申言—3、
24~25、31节。 
林前 14 从略。 

林前 14:3 但那申言的，是对人讲说建造、勉励和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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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 14:31 因为你们都能一个一个地申言，为要使众人有学习，使众人得勉励。 

2 申言，就是以神为内容而为神说话并说出神，将神供应到听者里面，并将他们

带给神—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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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神渴望每位信徒都申言，就是为祂说话并说出祂来—1节下、31节，参民十一29。 
林前 14:1下 ……尤其要切慕申言。 

林前 14:31 因为你们都能一个一个地申言，为要使众人有学习，使众人得勉励。 

民 11:29 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么？惟愿耶和华的百姓都是申言者，愿

耶和华把祂的灵放在他们身上！ 

4 申言的特点是供应基督，为着生机的建造召会作基督的身体；申言是为着召会

建造的特别恩赐—林前十四3~5、12、24、26。 
林前 14:3 但那申言的，是对人讲说建造、勉励和安慰。 

林前 14:4 那说方言的，是建造自己，但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会。 

林前 14:5 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但我更愿意你们申言；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

召会得建造，那申言的，就比他强了。 

林前 14:12 你们也是如此，既渴慕灵，就要为着召会的建造，寻求得以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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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6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各人或有诗歌，或有教

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为建造。 
 

职事信息摘录： 
 

有分于信徒自己的聚集 
 

希伯来十章二十五节说，“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好像有些人习惯了一样，倒要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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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勉；既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使徒保罗写了希伯来书，鼓励犹疑、退后的希伯来

信徒往前，进入幔内，出到营外（六19，十三13）。“出到营外”是出到老旧的犹太宗教之

外，“进入幔内”是进入基督所在的至圣所。 
我们必须知道，正确的聚会就是至圣所。正确的被聚集在一起，就是在至圣所聚会。主耶

稣在哪里，哪里就是至圣所。主住在诸天之上（罗八34）。主也住在我们的灵里（提后四

22），就是在至圣所里（来四12、16；见新约圣经恢复本，来四16注1）。主现今既在三层天

上，第三层天就是至圣所（九12，参24）。祂现今既在我们的灵里，我们的灵就是至圣所。因

着每当我们聚在一起，主耶稣都在我们的聚会里，所以我们的聚会也是至圣所（十22、25）。

希伯来信徒若放弃他们基督徒的聚会，就是放弃至圣所，回到他们宗教的营内。 
出埃及记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拜了金牛犊以后（三二8），就成了一个营。他们有主的

名，但实际上他们敬拜别的东西，因此成了宗教的营，其中不可能有主的同在。摩西知道，因

着营已经成为拜偶像的，神照着祂的圣别，不可能再住在民中。所以摩西将他原先在营内的帐

棚，支搭在营外。这帐棚就成了神的帐棚，会幕（三三7）。百姓若不愿出到营外，却要留在

营内，就没有主的同在。主的同在不再在营内，乃是在会幕里（9）。 
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热心犹太宗教的人—营，与主自己—真正的帐幕（约一14，二

19、21）之间，是分开的。主耶稣是神的具体化身，祂在哪里，哪里就是真正的至圣所。在基

督以外并在基督周围，有宗教的组织，老旧的宗教，就是没有神至圣所的营。在犹太教的宗教

组织里，神不在其中。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按着神所设立的仪文，正确的敬拜总是在圣

殿里举行。可是，我们必须问自己，主耶稣是谁？事实上，祂就是神，祂就是以色列人在殿里

所敬拜的那一位。 
有一天，耶稣进到伯大尼之家（十二1~11）。祂在那个家里，可是犹太祭司仍在耶路撒冷

的圣殿里敬拜神。在那期间，神在哪里？祂是在耶路撒冷圣殿的至圣所里，还是在伯大尼微小

的家里？毫无疑问，祂是在伯大尼微小的家里。因着神在伯大尼那个家里，那个家就成了至圣

所。圣殿里的至圣所因着成了营的一部分，就被神放弃了（太二三38~二四2）。那时，若有人

要敬拜神，就必须放弃圣殿，去到伯大尼那个微小的家。那个微小的家，乃是至圣所。 
今天原则也是一样。为了要敬拜神，你必须出到宗教的营外，进入幔内，在至圣所里享受

基督。主耶稣这位神，不在老旧、宗教、人为的组织里，那只是一个营。在希伯来书，保罗嘱

咐犹疑、徘徊、后退的希伯来信徒，要忘掉他们老旧的宗教、圣殿和仪文的敬拜，而出到营

外，进入至圣所享受基督（来六19，十22，十三13）。至圣所就是正确的基督徒聚会。 
希伯来书中的至圣所指三件事：第三层天、我们的灵以及基督徒的聚会。每逢我们正确的

来在一起，我们的聚会就是至圣所。这三者中，你喜欢哪一样？第三层天、我们的灵或是基督

徒的聚会？要达到天上很难，我们也常常不能整天、昼夜地留在我们的灵里。可是，按着我基

督徒的经历，聚会保守我在主里，在祂的至圣所里。我在别的地方不如我在聚会里这样享受主

的同在。在我们的灵里很有享受，但聚会这个至圣所更好、更高。 
我们有些人在参加十天的训练或是一次特会之后，回到所在的地方，也许会觉得，我们是

在外院子，不在至圣所里。我们会渴望能再次聚在一起。这个经历说明保罗为什么再三劝希伯

来的信徒，不可放弃他们自己的聚集。他们若是放弃他们自己的聚集，意思就是他们回到他们

老旧的宗教，就是他们从前的营那里。因此保罗嘱咐他们，要出到营外，进入幔内。进入幔内

包括三件事：进入属天的至圣所，进入我们那联于属天至圣所的灵，以及进入基督徒的聚会。

基督徒的聚会是最好的，因为这样的聚会滋养、加强、造就并光照我们，成了我们莫大的属灵

益处。聚会乃是奇妙的！ 
新约中的聚会，是指聚集（太十八20，来十25）。信徒在一起的聚集，聚会，其性质不该

是为了搀杂的目的。在基督教里，聚会的目的经常是不单纯的。信徒的聚会在性质上应该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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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着完成神新约的经纶。我们的聚会若是不单纯或有搀杂的目的，就难有主的同在。正确的

基督徒聚会必须目的单纯。聚会的素质，性质，必须单纯是为着完成神新约的经纶。 
神新约的经纶是要借着基督得着一班人成为召会，使神在祂为父的身分里，得着团体的彰

显。每一个基督徒的聚会，都必须性质单纯，为要完成神这个经纶，使神在祂所有的儿女身

上，彰显祂自己这伟大的父。聚会有这样的动机与目的，才真是单纯的。 
 

有完全的彼此互相 
 

在说话上 
 

基督徒的聚会应该在说话上满了彼此互相（弗五19）。要基督徒的聚会充满彼此互相并不

容易，但是有彼此互相是何等的美好！不论我们是五十人、一百人或一百五十人来在一起，各

人都应当尽功用。这就造成彼此互相的性质，充满了整个聚会。一个人说一分钟，另一个人说

半分钟，再有一个人说五分钟，有人可以说八分钟，另外有人可以说十分钟。这种各人照着度

量而说话的实行，会带来一种充满了彼此互相的聚会。 
我盼望我们能进步、长进，并前进到一种光景，有许多人愿意说话。有人愿意说四十秒，

另有人说四分钟，再有人说三十分钟。我们不仅需要短的说话，也需要长的说话。也许一个聚

会有许多人说得很短，另有一人新鲜活泼、令人舒畅高昂的说了大约四十分钟。这是多么美

好！路加一章说明这一点。在那一章里，有三种不同的说话。以利沙伯说话的记载最短

（42~45）。耶稣的母亲马利亚说的时间较长（46~55）。最后，满有经历的撒迦利亚，说得最

长（68~79）。撒迦利亚在路加一章的说话，没有赘言，满了丰富。你应该说多久，在乎你的

年岁和经历。你对神话语的经历和知识，构成你说话的内容与长度。 
在聚会里，每一个人若是都说得短，并且聚会充满了彼此互相，新人来到聚会里，就会被

劝服（林前十四24~25）。他们也许先是惊讶，询问这是怎样的聚会。他们或许是多年的基督

徒，却从未见过聚会有这样的彼此互相—人人都说话。 
我们也该学习不轻率地说话。我们说话要有分量。不然，有人会说我们的说话没有什么内

容。我们的说话必须有内容。这需要正确的学习、操练和训练；所以召会应当训练圣徒说话要

有内容。我们无论在何时何地说话，若都学习说活泼、有分量的话，就必定受所有召会的欢

迎。另一面，我们若是去聚会，只是坐着不说什么，就不会那样受重视。要学习说话，但不要

轻率地说话。这需要我们日常的操练。每早晨我们需要接触主，读几节圣经，借着享受主的话

来享受主。我们应当从话中有所得着，并且整天操练讲说主。这会使我们的所是，我们的全人

得以丰足，也会构成正确的说话。这样，不论我们去哪里，就不仅会有说话的胆量，也有说话

的实行与习惯。我若是去访问一地的召会，并且留在那里数日，我不能不说话。我对说话上了

瘾。不论我去哪里，我必须说话—越多越好。你们要建立说话的习惯和胃口。 
你说话的时候，就首先享受益处。我说话的时候，你得着一些益处，但我首先得享那个益

处。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刚强。要学习说话；光听人讲会叫你软弱。一面，听会滋养你；另一

面，你若只听别人说话，你虽然会得着滋养，却不会让你长大。你越这样受帮助，最后就会越

死沉。我们必须学习说话、说话、说话。 
我们若是学习讲说本书第一章［圣言所启示神命定的聚会与事奉之路］的每一项内容，那

是何等的美好。我们能告诉别人：“基督徒的聚会，是联于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也联于经过成

为肉体、人性生活、钉死、复活并升天的基督。”我们应当学习讲说这些事。本书第一章就足

够给在召会里的圣徒，整年、天天并在每一个聚会里讲说。我所有著作的内容都具体化在那一

章里。作丈夫的应当向他们的妻子讲说这些事，作妻子的也应当向她们的丈夫讲说这些事。我

在美国讲说关于神的经纶与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已经将近二十五年，我尚未说完这个题目。说

到三一神，就像用许多不同的方式烹调美国牛肉。牛肉是一样的，可是烹调的方法与吃法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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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种。要学习随时讲说关于经过过程的基督。换句话说，要学习随时讲说一样的话（林前一

10）。要聚会充满彼此互相，主要的事就是说话。当每个人都说话的时候，聚会总是充满了彼

此互相。 
 

在彼此相顾和互相劝勉上 
 

希伯来十章二十四节说，“且当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相顾”指明彼

此互相。我照顾你，你也照顾我—这就是彼此互相。二十五节的彼此劝勉，也指明彼此互

相。在新约里，劝勉不只是单向的，乃是彼此互相的。劝勉应该是双向的交通，如同二十五节

中的“彼此”所指明的。在基督教的聚会里，劝勉通常来自一个方向—由牧师到会众；却没

有从会众回到牧师的劝勉。然而，当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的劝勉必须在我们之间是彼此互相

的。 
 

在教导和劝戒上 
 

教导与劝戒也是彼此互相的（西三16）。我们彼此对说，彼此教导，互相劝戒。有的时

候，姊妹能劝戒弟兄。姊妹不应当说，因为她们不是教师，就不能说话。她们不应当施教（提

前二12），可是她们应当劝戒。我们互相劝戒，因为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是同一身体的众肢

体，所以我劝戒你，你也劝戒我。 
我年轻的时候，发现有的基督徒教师说，女人可以在召会中施教；可是有些教师说，她们

不能。一九六三年在洛杉矶，有一天一位有圣经知识的弟兄参加了我们的聚会。他看见姊妹们

在聚会里说话，就问我为什么我们许可姊妹说话。他说姊妹应当安静。我就问他：在他的聚会

里姊妹们是否安静？他说是的。我就问他：姊妹们是否在他的聚会里唱诗？他说是的。然后我

问他：唱诗是不是一种的说话？换句话说，只要姊妹们在他的聚会里唱诗，她们事实上就不是

安静的。然后，我再问他：为什么许可姊妹们唱诗，却不许可她们祷告？ 
这是多么奇怪！姊妹们有资格唱诗，却没有资格祷告。然而，按照林前十一章五节，女人

可以在聚会里祷告并申言，可是她们必须在弟兄的遮盖下如此行。姊妹必须得着释放，可以在

召会聚会里说话。她们必须受鼓励说话，但这不是要她们施教。姊妹们不应当施教，可是她们

能劝勉并劝戒。许多时候，母亲比父亲更能劝戒孩子；照样，姊妹通常在劝戒上很有技巧。这

是因为姊妹们柔细，不粗鲁。另一面，弟兄们也许是粗鲁的。弟兄们说“阿们”的时候，可能

非常粗鲁。然而，姊妹们说“阿们”的时候，可能像音乐，非常悦耳。因为劝戒是细工，有的

时候，叫弟兄劝戒是非常难的。作为弟兄，教导对我十分容易，可是我也许不像有些姊妹一样

有资格劝戒。弟兄劝戒的时候，圣徒也许不太听。但是一位亲爱的姊妹来劝戒的时候，每个人

可能都会听从。这就说明我们为什么需要姊妹说话。只要她们说话，不要教导，一切就很好。 
所有的姊妹们都应当受鼓励说话。许多姊妹需要“得释放”，不是从男人的控制下得释

放，乃是从她们自己的控制里得释放。许多姊妹太过于控制自己。姊妹安静、温和、温柔总是

好的。我同意这个，称许这个；可是我不同意姊妹们在聚会里闭口无言。姊妹需要温和、温

柔，可是需要说话。 
 

付极高的代价以达到标准 
 

为了达到信徒聚会这些特征的标准，我们需要付极高的代价。我们必须努力达到这个最高

的标准，好叫我们的聚会得以革新，而有正确的特征。一旦我们的聚会由老路转到新路，主必

定会得着一些照着祂新约经纶的事物（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那合乎圣经的聚会与事奉之路，四

四至五三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