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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经营包罗万有的基督，好得着出产，

在召会中展览基督，并得着基督的富余  

带到召会聚会中，而团体地敬拜我们的父神  

读经：申八 7~10，十二 6~7、11~12、18，十六 15~17，弗三 8，

约四 23~24 

周 一 

壹 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受基督的带领，进入了祂

自己这由迦南地所预表的美地，就需要经营基督—林

前一 30，西一 12： 

一 以色列人进入并据有迦南地，得着他们所分得的分以后，

就经营那地—申八 7~10，十二 6~7、11~12、18： 

1 他们肯不肯经营那地，是个严肃的问题；他们必须在那

地上经营耕种。 

2 这一幅图画说出，我们该如何殷勤地经营基督，使我们

能享受祂包罗万有的丰富—弗三 8，一 7，二 7，林前

十五 58，腓三 10。 

二 我们进入那作美地的基督以后所过的生活，乃是经营基

督的生活—西一 12，罗十五 16，林前十五 10： 

1 我们这些主的子民是活在包罗万有的基督里，需要在每

一处境中经营基督、寻求基督并享受基督—西一 12，

三 1、4、10~11。 

2 我们在一块很肥美的地上，但是我们若不在其上经营，

就没有出产可以给我们经历并享受—弗一 7，二 7，三

8，林前十五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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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二 

三 虽然我们需要经营基督这地好生产基督，我们需要领悟，

不是我们生产基督，乃是基督借着我们的劳苦在我们里

面生产祂自己—腓二 13，弗三 17，西三 15~16： 

1 我们都需要在基督身上劳苦，并让基督给我们许多的出

产，然后我们对基督就会有丰富的经历—弗三 8，腓四

19。 

2 基督的收成乃是我们所经营并收成的基督—三 10。 

四 每天早晨我们需要祷告，向主求当天的一分恩典，并将

自己奉献给主，目的是要在祂身上劳苦经营，好经历并

享受祂—罗十二 1~2，十五 16。 

五 在一整天中，我们要维持我们与主的交通，借此接触祂，

在祂身上经营，应用祂，经历祂并享受祂—约十五 4~5、

11，十六 22，彼前一 8。 

周 三 

六 要经营基督、经历基督并出产基督，关键乃是操练我们

的灵—提前四 7： 

1 经营基督的路乃是操练我们的灵以接触那灵，就是作美

地之包罗万有基督的实际—加三 14。 

2 在一整天的每个处境和我们一切的环境中，我们应当操

练我们的灵接触主并经历祂—提前四 7，罗八 4，林前

六 17，腓四 11~13。 

七 我们经营基督这美地，是借着运用心而对主有信并爱主，

也是借着操练我们的灵接触主，并接受包罗万有赐生命

之灵的分赐，这灵乃是基督这美地的实际—林后三 16，

十三 14，加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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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四 

贰 我们若忠信地经营包罗万有的基督，就会得着基督的

丰富作为出产，可以在召会中展览基督—弗三 8，林

前十四 26： 

一 正确的基督徒生活，乃是每天经营基督，然后就会得着

基督丰富的富余带到聚会中，作基督丰富的展览—26节： 

1 我们在召会聚会中来在一起，为要展览基督—西一 18、

27。 

2 借着我们天天经历基督的丰富，这些丰富就会成为基督

之出产的展览—弗三 8、17~18，西二 6、9~10、17。 

3 我们的聚会应当总是一个展览，展示基督的所是、基督

的所有以及基督的所作—来一 3，二 9、14，约壹三 8，

四 9、15，徒二 24、32~33，启一 17下~18。 

二 我们聚集不只是展览神所给我们的基督，也是展览我们

所出产的基督，我们所经营、所经历的基督；这就是我

们来在一起所要展览的基督—西一 12~13，腓三 10。 

三 我们若一直经营基督，我们就会得着基督丰富的富余带

到聚会中，作基督丰富的展览—林前一 24、30，十 3~4，

十四 26。 

周 五 

四 每当我们来在一起，无论是什么聚会，我们都该带着所

经历的基督而来，作为富余献上给神，并向全宇宙展示，

也向仇敌展示而羞辱他—约四 23~24，弗三 10、17，四

15： 

1 我们的聚会就会得以丰富并加强，因为其中满了基督—

西三 4、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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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样的召会生活乃是基督的展览，基督的彰显—弗三

21。 

3 我们需要将基督的富余带到每一个聚会中，为要展览基

督—8 节。 

4 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享受基督，并且来在一起展览祂

—彼前一 8。 

五 我们要有正确的基督徒聚会，就需要每天在我们个人

的生活中接触主，然后我们必须来聚会，领悟并领会

我们是来展览基督，并与别人分享基督—林前十四 26。 

六 “每逢聚集带来基督，将祂所赐有余丰富，同来献上

作神食物，如此展览基督。前来展览基督，前来展览

基督；共同带来祂的丰富，前来展览基督”—诗歌六

二四首，第一节及副歌。 

周 六 

叁 我们需要经营包罗万有的基督，好得着基督的富余带

到召会聚会中，而团体地敬拜我们的父神—约四

23~24，弗三 21： 

一 以色列人的经历，是正确基督徒聚会的一幅图画—申十

二 6，十六 15~16： 

1 神吩咐以色列人来在一起敬拜祂时，不可空手；他们必

须双手满了劳苦经营的出产而来—出二三 15，申十二

11，十六 16。 

2 当他们来到神所指定的地方敬拜，他们乃是将他们在那

地上经营拔尖的富余献上给神，以此敬拜神—15、17

节。 

二 父要我们带着基督的收成来敬拜父；所以我们需要带着

基督的丰富来到召会的聚会里—约四 23~24，弗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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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们应当天天经营基督，好得着基督丰富的收成，带到

召会的聚会中，而团体地敬拜父神—申十二 6，林前十四

26，约四 23~24，申十六 15~17。 

四 在作为美地之包罗万有基督里的生活，乃是经营基督，

出产基督，享受基督，与别人分享基督，并且把基督献

上给父神，使祂能与我们同享基督的生活—约四 23~24，

林前十四 26，弗三 21，启五 13： 

1 这样的享受和分享，就是对整个宇宙展示基督—十九

7。 

2 这对于父神是敬拜，对于仇敌是羞辱—约四 23~24。 

五 要紧的是我们在祂身上殷勤经营，使我们的手满了基督，

然后我们就来到召会聚会，与神的儿女们，并与父神自

己一同享受这丰富又荣耀的基督—林前十 31，十四 26，

约四 23~24，罗十五 6。 

六 每逢我们来到擘饼聚会记念主和敬拜父，我们必须带着

我们天天经营基督所出产之基督的丰富而来—申十六

15~17： 

1 带着基督来敬拜神，乃是与所有神的儿女一同来敬拜

祂，彼此分享并与神同享基督—林前十四 26。 

2 我们需要出产够多的基督，才有富余可与别人分享，并

将出产最好的部分献给父神，叫祂喜乐、喜悦并满足

—申十五 11，十八 3~4，十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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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西一 12  感谢父，叫你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给众圣

徒的分。 

申十二 6~7 将你们的燔祭和别的祭，十分取一之物，……

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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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问题就是如何享受基督，经历基督。神已经把我们

摆在基督里，如同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每人都分得了一块地。

然而我们肯不肯经营，实在是个严肃的问题。如果我是个懒惰

的以色列人，既不早起，也不好好作工，我这块地必定荒凉，

整年都没有收成。等五旬节、住棚节到了，别人都是大捆、小

捆的带去敬拜神，我却两手空空。不仅没有祭物可以献给神，

连自己都吃不饱，真是可怜。同样的，今天你我都有一分基

督，……我早晨若是不亲近主，整天不和主来往，不享受主，

对主没有经历，我就会是极其贫穷的人。反之，我若肯好好与

主有交通，早晨享受主，白天经历主，在难处中也经历主，我

里面就会有许多基督的成分（李常受文集一九七○年第三册，

五一六至五一七页）。 

信息选读 

我们这些神的百姓活在包罗万有的基督里面，应该只有一

种实业—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的实业，我们必须在祂身上经营。 

你们作学生的人必须看见并经历，连你在读书的时候，你

都该在基督身上作工。……你们开大卡车的司机必须看见，开

车子不是你真正的职业，你真正的事业乃是基督，你必须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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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祂身上作工。你们作家庭主妇的必须看见，你们真正的工作

并不是照顾你们的家和家里的人，乃是基督！你是不是每时刻

都在基督身上作工呢？你们有没有在每一个处境中享受祂并经

历祂呢？ 

得着那美地以后的生活乃是一个经营基督的生活。……我

们是替“基督股份公司”作事，天天我们都是出产基督。……

我们是栽种基督，出产基督。我们是昼夜殷勤地在基督这块田

地上耕种。我们是快乐地作工，这工作对于我们乃是一个安息。 

请想想看，当以色列百姓占得那地，征服所有的仇敌之后，

他们作什么？他们就是经营那地。他们耕地、撒种、浇水、栽

种葡萄树、修剪各种树木。这些都是享受那地所必须有的工作。

这一幅图画说出，我们该如何殷勤地经营基督，使我们能享受

祂包罗万有的丰富。这是我们的事业。基督是我们的实业。我

们必须在祂身上作工，才能出产祂的丰富。我们已经看见，那

美地在许多方面是多么丰富。但是若不在其上经营，怎能将这

些丰富显出并大量地出产呢？得着这一位丰富的基督是一件

事，而一直在祂身上经营又是另外一件事。 

我们必须耕属灵的田地，必须撒属灵的种子；我们必须浇

灌属灵的树木—每时刻。……姊妹们，你今天早上祷读过主的

话没有？弟兄们，今天你接触了主几次？这就是今日的情形。

我们不耕种基督。我们有一块很肥美的地，但是我们却不在其

上经营；所以就没有出产。我们的资源的确是丰富，而在出产

上却是贫穷（包罗万有的基督，二○六至二○九页）。 

参读：脱离宗教仪文随从灵，第七、十三篇。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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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罗十五 16 使我为外邦人作基督耶稣的仆役，作神福音勤

奋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在圣灵里得以

圣别，可蒙悦纳。 

约十五 5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

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作什么。 

 

〔在旧约〕神邀请祂一切的子民聚在一起，然而神自己不

烹调。……神终年赐下阳光、空气和雨水，借此已赐给他们食

物。……一切都已赐下，但他们需要与神合作，以得着出产。

然后出产成为十分取一之物，而十分取一之物被带来回应神的

邀请。每个人都受邀请到神的家。每个人都来到家中喂养父，

并使祂满足。这是何等喜乐的时刻！ 

当我们聚在一起，该这样带着基督而来。……你带多少基

督到聚会里，在于你生产多少基督，生长多少基督。……实际

上，不是你生产基督，乃是基督借着你的劳苦生产祂自己。今

天可怜的事乃是：基督徒这些神所救赎的子民，都空手来聚集

（李常受文集一九八二年第一册，六四二至六四三页）。 

信息选读 

聚会是正确的召会生活。……我们没有这种聚会，就没有

实行的召会生活。我们所有的，可能只是一种组织，同一些社

交活动。但正确的召会生活该是聚会生活。我们来聚会以前，

必须经营基督。我们必须收获基督；我们必须收取一些基督，

好叫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充满着基督而来（李常受文集一九八

二年第一册，六四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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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早晨你必须这样祷告：“主啊，我又一次把自己献

上给你，不是来为你作工，乃是来享受你。”你必须把自己真

诚地奉献给神，只为着一个简单的目的，就是享受并经历祂，

此外再无其他别的目的。从你早晨醒过来的那一个时刻，你就

必须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把自己献上来享受你。求你使

我从这时候开始，在这一整天中，在每一处境中，经历并应用

你。我不是为明天求什么，我乃是向你求恩典，使我今天能享

受你。求你指示我，使我看见该如何耕地、撒种并浇灌神的树

木。”在这一整天中的每一时刻，你要维持你与主的交通。你

就必实际地活在主里面，在祂身上经营，应用祂，享受祂。你

若是这样作的话，试想看你的“田地”将如何丰收，如何美丽。

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基督的田地要满了出产。当主日来到，你

和所有的圣徒一同去敬拜神的时候，你就能说，“我现在去朝

见我的神；我要去敬拜我的主。我去并不是空手而去，乃是双

手满了基督。我有富余，而且在我的右手中有为我亲爱的主所

保留最好的一分。”当你到聚会来的时候，……〔你可以与一

位圣徒〕有一点交通，……〔因为〕你已经很丰盛地从〔基督〕

得着饱足，〔所以〕你还有富余来与弟兄姊妹分享。当聚会开

始的时候，你已准备好从你为主的储藏中向祂献上祷告和赞美。

这是你富余中最好的部分，你与所有的圣徒欢乐地献给神，作

祂的享受和满足。你已经收割了足够的基督，为着你自己，为

着缺乏的人，和为着主。不仅如此，你还能将相当可观的一部

分留起来，为着你将来的日子之用（包罗万有的基督，二一一

至二一二页）。 

参读：为着召会聚会经历基督作祭物，第四至五章；圣经的核

仁，第四至五、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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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提前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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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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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六 17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运用我们的灵，是在这末后日子里主恢复的一个项目。在

人的灵里敬拜，一直是今天的基督教所相当忽略的。今天许多

人忘了运用人的灵，反而运用他们的心思。因此，要在召会生

活里，在对主的事奉中正确地受训练，第一件事就是必须学习

运用我们的灵。……在事奉中运用我们的心思，就像用手打足

球一样，〔是用错器官。〕我们需要学习如何运用我们的灵。 

我们需要学习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我们的灵。书信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照着灵而行（罗八 4~6）。……我们若操练照着灵行事

为人，当我们来到聚会中，我们的灵就是活跃的；我们就会知

道如何运用我们的灵。……甚至在我们家里，我们与家人相处

时，也必须学习如何运用我们的灵，行事并说话不凭着我们的

心思、情感、愿望或喜欢，乃凭着内里的感觉，灵的知觉。我

们必须学习，如何照着我们灵里最深的感觉来操练。这样我们

就会习惯运用我们的灵，每当我们来到聚会中，我们就都会预

备好（李常受文集一九六四年第四册，一○五至一○六页）。 

信息选读 

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分辨我们的灵，并一直运用灵。然后每

当我们来在一起，我们就会知道如何运用我们的灵。我们的灵

将是儆醒、预备好、活跃并活泼的。……召会生活是在人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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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同着内住圣灵的生活。今天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所以我们

必须知道如何运用我们的灵。这是新约敬拜原则的一方面。 

新约敬拜的另一方面是在真实里，就是在实际里，在基督

里敬拜。……古时候百姓必须将他们一切的富余带到耶路撒冷

献上，并且在神面前彼此享受。他们所献上的，至少有一部分

是给神的食物。不但以色列人享受富余，神也享受富余。这预

表我们来到聚会中，运用我们的灵展览基督。以色列人来在一

起，并将他们一切的富余带到耶路撒冷，那就成为美地出产的

“博览会”，展览会。同样，当我们基督徒来在一起，基督徒

的聚会就是基督的展览。我们运用我们的灵展览基督。 

我们都必须学习如何运用我们的灵供应基督，应用基督，

并与别人分享基督。这在于我们日常的劳苦。我们若不在基督

身上劳苦，且凭着基督而活，我们手中就会没有出于基督的东

西。即使我们领会如何运用我们的灵，我们也可能有技巧，却

没有材料。我们来到聚会中，我们的灵也许积极、活跃、活泼、

儆醒并预备好要操练，但我们也许贫穷并空手，没有任何出于

基督的东西可供应。若是这样，我们就是在灵里敬拜，却没有

在真实里敬拜；我们在耶路撒冷，但我们手中没有富余。因此，

召会生活在于我们天天运用灵，也在于我们天天在基督里行事

为人。我们必须在基督身上劳苦，在基督里行事为人，凭着基

督而活，并对基督有许多经历。这样，我们在基督里并凭着基

督将是丰富的。我们来到聚会中，就会知道如何运用我们的灵，

我们也会有许多基督的富余（李常受文集一九六四年第四册，

一○七至一○九页）。 

参读：在聚会中并在福音上的事奉，第一至二章；那灵与基督

的身体，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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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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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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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十四章二十六节的〕“有”字……指明我们来到召

会的聚会中，该有一些出于主的东西与别人分享：或有诗歌赞

美主；或有（教师的）教训，将基督的丰富供应人，好造就并

滋养人；或有申言者的启示（30），给人看见神永远定旨的异

象，就是关于基督是神的奥秘，以及召会是基督的奥秘；或有

方言，给不信的人作表记（22），使他们认识并接受基督；或

有翻出来的话，使论到基督和祂身体的方言，成为人明白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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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有前文所说那些从主而来，并出于

主的东西，借着这些，我们就能为聚会预备自己。到了会中，

我们就不需要，也不该等候灵感，乃该运用灵，使用受过训练

的心思尽功用，摆上我们所预备的，使主得着荣耀和满足，并

使与会者得着益处，就是得着光照、滋养和建造。 

这样，召会的聚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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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恢复本，林前十四 26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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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选读 

今天在世界里有许许多多的展览会。……当我们来在一起

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作。我们聚在一起来展览基督，

不只是展览神所给我们的基督，乃是展览我们所出产的基督，

我们所经营、所经历的基督。我们是来展览这一位基督。弟兄

姊妹们，我们一切的聚会都应该是这样，是个展览会，在其中

陈列基督的各种出产（包罗万有的基督，二一三页）。 

借着我们经历基督的丰富，这些丰富就会成为基督之出产

的展览、展示。我们的聚会必须总是一个展览，显示基督的所

是、基督的所有以及基督的所作。……我们若在一天之中经历

基督丰富的许多项目，就会在晚上带着我们所经历的神圣属性

来聚会。当我们都带来我们所经历的，并把我们对基督之丰富

的经历摆在一起，就能展览基督。这样，每个聚会都将是基督

的展览（李常受文集一九八七年第三册，四五六至四五七页）。 

神百姓的生活，首先是在基督身上劳苦的生活。其次，是

有基督的富余带到聚会中献上、贡献的生活。正确的基督徒生

活，乃是一直在基督身上劳苦；然后就会有基督的富余带到聚

会中，作基督丰富的展览。我们向神，也向神的仇敌展览基督。

以色列人为着三个节期，……必须每年三次来到耶路撒冷。他

们将拔尖的富余带到会幕来敬拜神。我们也必须将基督的富余

带到召会的聚会中，在灵和真实里敬拜神（约四 24）（李常受

文集一九六五年第二册，四九二页）。 

参读：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那合乎圣经的聚会与事奉之路，第

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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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弗三 17  使基督借著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

里生根立基。 

 四 15  唯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

长到祂，就是元首基督里面。 

 

每当我们来在一起，无论是什么聚会，我们都该带着所经

历的基督而来。有的时候，我们将祂献给神作燔祭，另有的时

候，我们也许献上祂作素祭。在擘饼聚会中，我们可以献上祂

作平安祭，使我们在平安中与神并与人有交通。同时，我们不

能忘记我们仍在老旧、罪恶的性情里，并且我们在行为上是罪

恶的。然后我们能应用祂作赎罪祭和赎愆祭。这样，基督的富

余就得以献上给神，并向全宇宙展示。然后我们的聚会就会得

以丰富并加强，因为其中满了基督。这样的召会生活乃是基督

的展览，基督的彰显。……我们若每天在基督身上劳苦，就会

有出于基督的东西带到我们召会的聚会中，贡献给别人，并且

献给神，使我们能同神享受基督，以展览并高举基督。这样，

基督就会显为召会生活丰富的内容（李常受文集一九六五年第

二册，四九六至四九七页）。 

信息选读 

我们要有正确的基督徒聚会，就必须每天在我们个人的生

活中接触主，使我们成为活的基督徒。然后我们必须领悟并领

会，我们来聚会是来展览基督，并与别人分享基督。有些人听

见这话也许会觉得，既然他们的基督徒生活明显是失败的，就

没有什么可以带到聚会中。……即使这就是你的光景，你也必

须领悟，你在聚会中仍然能尽功用。你能来到聚会中祷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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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我是如此贫穷，这一周我多次令你失望。请赦免我，并

怜悯我。……”你若来聚会并这样祷告，许多圣徒也许深受感

动，并且流下泪来。不仅如此，你也能祷告：“主，既然我没

有出乎你的东西，我就在你的身体里并借着你的身体来接触你。

我信在这聚会中有你为着我的东西。”你能这样祷告，你也能

在聚会中将自己向圣徒敞开，说，“弟兄姊妹，请为我祷告。

我努力地过基督徒生活，但我一再辜负了主。请为我祷告。”

你若把你的失败带到聚会中，并且将你自己向主并向身体敞开，

你的失败就会消失。……我们若在一周当中经历基督，就能在

聚会中分享我们的基督；我们若在一周当中失败了，仍能与圣

徒分享我们的软弱。我们必须学习让别人担当我们的软弱。我

们若这样实行，我们的聚会就会是活的、丰富的、造就人的、

加强的并光照人的。 

正确的基督徒聚会有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是，所有的与

会者都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寻求并接触主。……第二个要求是，

我们来在一起必须忘记一切规条、形式、仪文、惯例和程序。

我们的聚会若有程序，就会销灭那灵，并杀死我们里面属灵的

生命。我们来在一起时，必须弃绝所有宗教的事，而只作一件

事—展览基督。借着以活的方式彼此彰显、分享、高举、见证

并传讲基督，我们就能这样作（李常受文集一九六三年第四册，

五二至五四页）。 

参读：神命定实行新约经纶的路，第四、六章；建造小排聚会

所需要的生活，第六篇。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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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约四 23~24 ……真正敬拜父的，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祂，

因为父寻找这样敬拜祂的人。神是灵；敬拜祂

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 

弗三 21  愿在召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荣耀归与祂，

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我们需要在灵里凭着基督，并以基督为实际敬拜神。……

每逢聚会时，你们要带来基督，带来你们的经历，同时你们的

灵必须是活的。……你们在马路上就可以唱起来，喊出来。等

进了会所，灵要更释放，一坐下，灵就更出来。这样，我们又

有基督的经历，又有灵的释放。……灵是强的，见证是丰富的，

话语是简洁的，聚会自然就丰富，神就得荣耀了。这就是敬拜

（李常受文集一九七○年第三册，五一七至五一八页）。 

信息选读 

平安祭牲的内脏表征基督内里的部分，内里的所是（腓一

8）。四福音给我们看见，……〔主〕的思想、祂的愿望、祂的

心意、祂的爱、祂的好恶、祂的情感以及祂里面的一切，向着

神并在神的同在里，都是非常柔细、非常丰富的。……在擘饼

聚会中记念主以后，我们应当向父献上主作为平安祭。我们所

献上的应该包括基督的内里部分。……如果我们在日常行事中，

在向着父的心意上，在我们的观念、思想、好恶、愿望、企图

和目的上，真实地与主是一，这些就成为我们的经历。这样我

们就真实地在主向着父的内里部分与主是一。若是这样，我们

来到擘饼聚会中，就有平安祭之内脏和脏上脂油的实际（李常

受文集一九七九年第二册，八七至八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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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看见，每逢我们来到聚会中，每逢我们来敬拜神，

我们不该空手而来。我们来的时候，必须双手满带着基督的出

产。我们必须在基督身上天天经营，然后我们才能出产基

督。……我们不能仅仅有一点点的基督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我

们必须出产祂够多，才能有富余留给别人。……并且在这一切

之上，富余中最好的必须保留给神。……我们必须殷勤经营，

不仅出产够自己的需用，并且有富余可应付别人的需要，且把

最好的保留给神。这样我们就在神面前蒙悦纳，祂也必喜悦我

们。 

带着基督来敬拜神，并不是说我们个人来敬拜祂，乃是与

所有神的儿女一同来敬拜祂，彼此分享基督并与神同享。 

这就是得着那美地以后的生活。这是一个在基督身上作工，

出产基督，享受基督，与别人分享基督，并且把基督献上给神，

使神能与我们同享基督的生活。这样的享受并分享基督，就是

对整个宇宙展览基督。这对于神是一个敬拜，对于仇敌是一个

羞辱。 

在那地的生活，乃是一个满了享受基督的生活。这享受是

个人的，也是与神的子民集体的。愿我们在祂身上殷勤经营，

使我们的双手装满了祂，然后我们就来到祂所指定的地方，就

是合一的立场上，来与神的儿女们，并与神自己一同享受这一

位丰富又荣耀的基督（包罗万有的基督，二○九至二一○、二

一五、二二一页）。 

参读：普及主恢复的指引，第三篇；事奉的基本功课，第九课。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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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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