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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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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 

读经：申八7～10，十二6～7，11～12，18，十六15～17，弗三8，约四23～24 

申8:7 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川，有泉，有源，从谷中和山上流出水来； 
申8:8 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那地有出油的橄榄树，有蜜。 
申8:9 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你必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 
申8:10 你吃得饱足，就要颂赞耶和华你的神，因祂将那美地赐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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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那时你们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和别的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

和华许愿所献一切上好的还愿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给祂名居住的地方。 
申12:12 你们和儿子、女儿、仆人、婢女，还有你们城里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

前欢乐，因为利未人在你们那里无分无业。 
申12:18 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你和儿子、女儿、仆

人、婢女，并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也要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在耶和华你的

神面前欢乐。 
申16:15 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

出产上，和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要赐福与你，你就十分欢乐。 
申16:16 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住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

方朝见祂。他们不可空手朝见耶和华； 
申16:17 各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奉献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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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4:23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祂，因为父寻找这样

敬拜祂的人。 
约4:24 神是灵；敬拜祂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 

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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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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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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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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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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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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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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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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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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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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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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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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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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事信息摘录 

在灵里并在真实里敬拜 
我们要来看正确的基督徒事奉。…在基督徒的事奉和活动中，首先且最要紧的事就是聚

集、聚会。没有聚会，就不可能有基督徒的事奉或任何一种基督徒的活动。换句话说，基

督徒一切的事奉和活动，都在于聚会。因此，我们必须学习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聚会。 

真实的基督徒聚会，并不像今天在基督教里的聚会。今天在基督教里的聚会，是照着圣

品阶级与平信徒的制度。我盼望我们的字典中不会有“圣品阶级”与“平信徒”，我们必

须丢弃这两个辞。我们没有这样的区别，我们都是祭司；我们相信普遍的祭司体系。我们

来在一起，不是只有一些负责弟兄们担负责任，乃是所有的肢体都需要分担聚会的责任。

严格地说，在聚会中没有负责弟兄们；所有的人都是弟兄。我们来在一起时，是在同样的

地位上，带着同样的身分而来。我们聚集时，在聚会中分担责任。 

在我们人的灵里敬拜神 
首先，我们必须看见我们事奉、工作、和活动的基本原则。我们说到事奉、工作和活动，

就需要牢记主在约翰四章所教导我们的。二十三至二十四节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敬拜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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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约时代，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在我们人的灵里敬拜神。 

在真实里敬拜神 
许多人也许以为，约翰四章里所提的真实，是指教训或道理。另有人说，这里的真实，

意思是真诚，指我们必须用真诚敬拜神。这两种说法都不正确。这里的真实不是指仅仅道

理或真诚。因为神是灵，按逻辑说，要领会我们必须在灵里敬拜神很容易。但要领会为什

么我们必须在真实里敬拜祂，就比较困难。 

为什么我们必须在真实里敬拜是灵的神？要领会圣经里的一段话，我们首先需要来看上

下文。这两节的上下文给我们看见这话的背景；这是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那

妇人提起敬拜的问题，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倒说，敬拜的地方必须在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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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撒冷。”（20。）这里所说话语的背景是旧约里的敬拜。因此，我们必须看见旧约里的

敬拜是什么。 

在独一的立场上敬拜 
有两件主要的事与旧约里的敬拜有关。照着申命记十二至十六章，第一个主要项目是神

所指定作为敬拜中心的地方，这地方至终是耶路撒冷。在旧约时代所有敬拜神的人都必须

上耶路撒冷去，到神所拣选并指定的地点。这保守以色列人的一。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有权

利设立别的地方作为敬拜中心；他们若有那权利，就太容易有分裂了。独一、中心的地方，

是世世代代以来，保守以色列人合一的因素。…照着申命记十二至十六章，百姓有权利享

受迦南美地的各种出产，但他们要为着敬拜神，享受那地的出产时，他们没有权利在耶路

撒冷这独一的地方以外作这事。这是神的智慧，以保守一。 

用美地的丰富敬拜 
与敬拜有关的第二个主要项目，是旧约里所有的预表。…预表有许多，最基本的一个是

以色列人被带进其中的迦南美地，那是预表今天神的子民所被带进的基督。…基督是由神

为祂百姓所预备的迦南美地（申八7～10）所预表。如此，以色列人被带进美地，乃是预

表我们今天被带进那作我们美地的基督里。 

以色列人被带进美地以后，就在那地上、凭着那地、且同着那地生活。他们在其中行走，

在其中行动，在其中工作，并在其中作每件事。他们从这地得着他们的食物、他们的衣服、

和他们的住处。他们从那地得着生活的一切。这也是预表，预表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我们

必须在祂里面行走，在祂里面行事，在祂里面行动，并且在祂里面生活，凭祂而活，并与

祂同活。我们也从祂得着我们的食物、衣服和住处。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基督里。 

每当神的百姓来敬拜神，他们受吩咐不可空手而来。他们必须双手充满美地出产的富余

而来。我们用“富余”这辞，因为以色列人将他们来自美地的一分出产积存起来，目的是

为着敬拜神。我们通常以为这一分就是十分之一，但我们若仔细研读利未记到申命记，就

发现百姓至少将三分的十分之一积存起来。（申十六16。）他们必须将他们从美地所得着

出产的十分之一、另一个十分之一、再一个十分之一，积存起来，不是为着他们自己的生

活，目的乃是为着敬拜神。这样，每当他们来在一起敬拜神，他们就将美地出产的富余带

给神。 

我们需要在作我们美地的基督身上劳苦 
美地出产的富余预表基督，得着富余的路是在基督身上劳苦。…我们若殷勤并努力地在

神所分给我们的地上劳苦，我们会从这丰富之地得着许多出产。这出产不但足供我们维生，

也叫我们得着富余。 

富余是首先的十分之一，不是末后的十分之一。以色列人必须为主分别每一只头生的羊

羔，和每种出产的第一个十分之一。这预表我们被带进基督里以后，需要在基督身上劳苦，

与圣灵合作，凭基督而活。 

日复一日，我们必须早起，花时间与主同在；这是我们的劳苦。我们必须祷告；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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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劳苦。我们也必须终日运用我们的灵接触主；这也是我们的劳苦。不仅如此，我们必

须对付许多仇敌，包括肉体、己和环境。甚至我们的家人、朋友、亲戚、邻居、同事、同

学和室友，也是我们必须对付的问题。我们也必须传扬福音，并学习帮助别人。这些都是

我们该劳苦的项目。倘若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劳苦，我们就会从我们的美地基督得着丰富的

出产。然后，我们来到聚会中，就会双手满了基督的丰富而来。因为我们昼夜在基督身上

劳苦，我们就会有丰富的出产，不但足以叫我们在基督里且凭着基督而活，也足以叫我们

来敬拜神。这样，我们来到神面前，就带着基督而来。 

在基督身上劳苦，得着基督的富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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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聚会中并在福音上的事奉，九五至一○二、一○八至一○九页。） 

讲台信息 

第七篇信息，这篇题比较长，但可以说是整篇信息的摘要或概要，包含三大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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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我们个人一面的需要，以及作为召会在团体一

面的需要，还有神的需要。不仅是得着某种的敬拜，更是得着一种的敬拜者。约翰四章二

十三、二十四节，主说，父寻找这样敬拜祂的人。我们通常说到这件事的时候，说得不太

准确。我们说，父寻找这样的敬拜。那也没有错。但主的话是说，祂寻找这样的人来敬拜

祂。现在我们直接来看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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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基督，这样的辞句，你听过多少次了。假设所有亲爱的弟兄们，都能够在这职事站

的会场，我们都在现场，参加这个训练。因着是训练，我要给你们一个简单的作业，你们

要在两分钟之内完成，这作业的题目是这样，请用一句中等长度的话，不要太长，来解释

什么是经营基督。当我们用那样的辞句，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呢？什么是经营基督呢？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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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基督身上劳苦？在这里我们不是说到经历基督，或享受基督，或活基督，或彰显基督，

乃是说到经营包罗万有的基督。第一中点给我们一幅图画，可以稍微替我们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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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曾经住在农场一段时间，就像我小时候到十几岁，一直到我高中毕业，每年都有

一段时间住在农场上，在那里有极度的劳苦，你早上一早就起来，直到你就寝，在那里经

营那地，是有极度的劳苦。不只是照顾作物，树木，你还需要铁，需要铜，需要相当的劳

苦去挖出这些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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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有吗哪从天而降，也不再像他们刚进入美地的时候，可以享受前一季收成余下的丰

富，现在完全是需要劳苦或者是一无所有。需要有持续的劳苦，直到有收成，否则就一无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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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许是这样，我是在说事实，不是审判。我们也许没有感觉到需要经营基督。我们

许多人也许只要早上花一点时间祷读几节圣经，读一段职事的信息，那就够了。但这只是

像农夫清早起来吃了健康的早餐。然后他到田里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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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说到生活的问题，我们不是说到某一种的运动，就像你一天可能有几次快步走。

这是说到生活，是没有停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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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要一直看到这纲要这一大点的末了，才会找着关于经营基督的解

释或定义。但是我相信我里面有主的指示，现在就把那个基本的解释、定义告诉你们，我

要这样说，这是根据于我相当广泛查读李弟兄的信息。他首先是在一九六二年用英语说这

样的话。我也查读了其他的信息，我思考一种经营的生活，过一种经营包罗万有之基督的

生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早上起来，一直到我们就寝之间，我们乃是过一种的生活，照着

神的命定，我们人需要投注我们大多数的精力和时间，来顾到我们为人的职责。我们需要

工作来维生，我们有各种实际的需要，现在这个话却说到我们一整天所过的，这是一件生

活的事，我们需要经营基督，这不仅是工作，更是要劳苦经营。答案事实上是很简单。经

营包罗万有的基督，就是运用我们的灵，来接触祂，并且与祂是一。在各种的处境中，从

祂领受分赐。 

当我开始在主的光中，在主的面前思考这件事。我回顾我在主的恢复里这五十五年，只

有神知道，也许因着祂的恩慈，祂不会直接告诉我，有多少次，但是毫无疑问，我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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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次，甚至几万次的机会，没有在某种处境中，经营基督，没有运用我的灵来经营基督。

我们所要经营的基督，祂知道要赐给我们什么。我们需要大麦么？我们需要小麦么？我们

需要石榴么？我们需要无花果么？我们需要铁，我们需要涌流的泉源么？祂知道。事实上，

我们没有借口不这样作。因为正如保罗在罗马八章四节所说的，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那些

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照着灵而行，这就是说到我们要照着灵生活。迟早我们要达到这一

点。所以一天的开始花一点时间，与主同在，花一点时间在主的话上，这是一回事。这就

像吃了健康的早餐。但是你一整天之久怎么样呢？假设你像我一样在La Palma路上开车往

西走，在Magnolia那里右转，那里有红绿灯，我很熟悉那个十字路口。现在我看到车子列

队在等待绿灯，也许我还差几百码才到那里，我知道他们开始转弯了。如果我维持现在的

速度，我就会碰到红灯。在主的管教之下，我没有自由超速、闯过去，于是我就要被红灯

挡在那里，要等大概两分半钟，在那两分半钟里。我要作什么呢？这就是我所说的失去机

会。或者假设我是在手术台上，刚刚经过了一个重大的手术，刚刚苏醒过来，我知道发生

了什么事，现在我是清醒的，我还可以运用我的意志，我还可以运用我的灵，主岂不知道

就在那里，就在那时候，祂要分赐祂的自己么？不管我们有什么处境，这都必须是一种经

营基督的生活。下面的小点，帮助我们对这件事有更丰富的看见。二中点下面的第一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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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所领会经营这个辞的意义，我也许不觉得高兴，我对那些在我前面的车子不满

意，那些司机反应太慢了，如果他们灵敏一点，我就可以开过去了，但是我被挡在这里，

我不高兴。我有某种感觉，我没有发脾气，我就是不高兴。于是我学习在这里停留两分半

钟，我不高兴，但是我几乎为着那个红灯感谢主。因为我要在这里接触主，我要就在这个

地方多赎回一点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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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来到第二、第三大点，你们就会看见，这件事是多么重要，因为是联于召会和召

会的聚会，联于现在我们的聚会到底是什么光景，而神心头一直所要的又是怎样。等一下

我们会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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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你们多数人能理解这事。多数时候，我知道我一直需要主，但是很多时候我并不

知道，我就要问，主啊，你知道，你是我魂的牧人，你知道我现在的需要是什么。我的责

任就是接触你，在这种的处境中，运用我的灵来接触你，这并不是要我停下工作，或者你

正在跟人一起作事，谈事情，要你停下你的谈话。甚至当你说早安的时候，你能不能运用

你的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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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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主一直在等待机会把祂自己给我们。但祂也在等待我们，借着运用我们的灵接触祂

而劳苦经营。当我们在休息时间或午餐时间的时候才接触祂，乃是现在就在我们里面接触

祂。这是训练，我们需要受训练，一直不断地在里面接触祂。这样我们就让基督作事，祂

要把祂自己给我们，我们只要让祂把祂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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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作工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能够不费力的，自然的有这种的感觉。当我们早上醒过

来的时候，主啊，谢谢你赐给我这一天；主啊，供应我，请把我今天所需要的这一份恩典

赐给我。你知道有什么事发生，你知道我需要恩典，我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你，我奉献这

一天，我就现在，就只有这一天，我要得着你。等到我今天就寝的时候，我盼望能感觉到

我至少有一点的经营，有了一些出产。如果我们一周之内都是这样，当我们有某种聚会的

时候，就会很不一样。等一下我们会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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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要插进来一个点，这不在纲要上，许多年前，几十年前，也许是一九六八年左

右，李弟兄告诉我们，他正在释放一篇信息，他说，我们都可以说四个辞或四句话。后来

李弟兄告诉我们，当他说那话的时候，他在里面问主，这四个字，四个辞是什么，他不知

道。于是，就出来了，哦，主，阿们，阿利路亚。有一次，李弟兄在一场聚会里，他很乐

意回答我们的问题。我在那里，进到主的恢复里，顶多两年，我当时在一所非常具有挑战

性的高中教书，那些学生很难办，有最低智商的孩子，也有最高智商的。在一种多民族的

混合里面。我问主，我问李弟兄，当我在教书的时候，我怎么能够维持与主的交通？李弟

兄，很有智慧，他说，Ron弟兄，只要哦，主，阿们，阿利路亚。当他那样说的时候，那

灵在我里面，叫我想起一件事。李弟兄也知道。你需要经历魂与灵的分开，使你能够同时

生活在两个范围里。我们在工作的时候，需要运用我们魂的官能，我们要专注。如果你是

一个神经外科医师，我是你的病人，我当然希望你专注于你的工作。但是当我们的魂与灵

分开的时候，我们的灵总是能够自由地接触主，而同时我们外面又在从事我们的职业。我

能够见证那是多么不一样。请你们不要受我所说的打岔。我无意那样打岔你们。现在我们

要强调的是，要尽力地操练灵，主知道我们需要尽力地操练我们的灵。现在我们来到第六

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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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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在职事信息里找到的定义，这不是我的话。经营基督的路乃是操练我们的灵以

接触基督作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这灵就是基督的实际，而基督自己就是美地之预表的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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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经营。这就是在基督身上劳苦经营。经营是相当需要劳苦的。我从事我的工作，

这跟在那里，在农场的田地里面劳苦，是有分别的。在包罗万有基督里的生活就是这样，

乃是一种劳苦经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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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早我们就要在经历中学知，在我们能够真正运用灵以前，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心，因

为我们的灵是我们心中里面的人，灵是在心里面。所以这一直是我无数日子的祷告，几乎

没有例外。我一天开始就祷告：“主啊，我在信和爱里将我的心转向你，我转向你，我作

这个定意，我将我的心转向你，我将我的心向你敞开。我用我敞开的心来亲近你，我用我

的心来相信，我用我的心来爱。” 

我再说，彼得前书一章那句话：我们没有见过主，却是爱祂，我们没有看见祂，却相信

并且欢腾，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这样与主开始一天，是多么好，“主啊，感谢

你，我昨天晚上睡觉以前，把昨天所作的、所没有作的事，都清理了。我有平安。现在我

开始新的一天，我不是在等待任何激动的感觉，我运用我的心。”如果你很难转你的心，

你只要祷告：“主啊，使我的心转向你。”于是我们就立定了方向，为着在那一天来经营

基督。下面这两个大点乃是把我们带到召会和召会聚会这团体的范围里。这也就是大部分

负担的所在，因为这是关于召会的聚会，特别是当我们来到第三大点，那是关于主日早上

的那个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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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仰望主，祂知道我需要说一点清楚、诚实、真诚、直接的话，但是带着一个柔软

的心，柔和的感觉；在这里没有审判，没有责备，却有坦率的说话。必须是这样。现在我

要读一首诗歌的歌词给你们听，这一首诗歌有八节，我要先读第一节，读副歌，然后读接



二○二一年十月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纲要▪职事信息摘录▪讲台信息    133 
 

下来的七节，然后再读一次副歌。当我读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请求你们作为受训者，想一

想当这位弟兄在读李弟兄所写的这首诗歌的时候，这是否描述我们的召会生活、我们的聚

会，或仅仅是一首诗歌呢？ 

诗歌六百二十四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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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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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凭祂生活，靠祂争战，在祂身上经营无间； 

借祂丰富彼此结联，为要展览基督。 

3 

凡我所是、所行、所历，都是基督作我实际， 

好使我们每逢聚集，都能展览基督。 

4 

聚会为神带来基督，彼此享受祂的丰富， 

且得与神同享基督，如此展览基督。 

5 

复活基督作神馨香，升天基督向神举上， 

使神满足供神欣赏，如此展览基督。 

6 

聚会中心、聚会实际、所有服事、所有空气， 

除此之外别无目的，全为展览基督。 

7 

所有见证、所有祷告、所有灵中彼此相交、 

恩赐运用、一切教导，都为展览基督。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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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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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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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着这是个训练，正如我所告诉你们的，我在分享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操练。已过这三到

五年你所参加过的聚会，是不是像这首诗歌所说的呢？亲爱的弟兄们：你有多少次聚会，

来聚会是带着基督的富余呢？是因着你的经营而有出产呢？我会把纲要讲完，但是优先的

是需要跟随那灵。 

假设我们在主日早上来在一起聚会，我们没有诗歌本，那我们要作什么呢？我们要告诉

主什么呢？也许我们的实行，可以说是我们的例常的实行，就是点一首诗歌，然后念一些

的歌辞来记念基督，或者向父祷告。我想不起，虽然我的记忆还相当不错，上一次我在聚

会里，圣徒展览基督，事实就是这样。也许会改变，当我们能够再有实体聚会的时候。但

事实就是这样，在这里，在很多其他地方，主日早晨擘饼聚会是九点半开始，但是九点半

的时候，也许那个区只有百分之六十的圣徒到会，然后圣徒就陆续地进来；有多少人是被

动的，是静默的。 

一九八三年，李弟兄说到这一种聚会是我们在展览基督，并且用我们经营基督所得着拔

尖的部分来敬拜父神。他说，我为着这种聚会争战，已经四十年了。那是一九八三年，三

十八年前他说这个话，到现在已经七十八年了。我们的父神还要等多久呢？祂还要等另一

代兴起，让主到地的另外一个地方来得着祂所要恢复的么？ 

这是个长老和负责弟兄们的训练。弟兄们，你们如何评估你们的聚会呢？有些时候我听

到弟兄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报告，他说，“刚才的聚会真好。”我外在没有跟任何人说什么，

但是我里面，我领悟到也许那是在我们的眼中，那个聚会很好；但在神眼中并不好。这里

有一个无法描述的需要。 

有一天就在职事站第二栋办公楼的门廊，我遇到一位弟兄，我们有一些简短的交通，他

是一位相当老练的弟兄，比我年轻但很老练。我问他对于主日早上聚会的感觉。他所说的

我们都同意，那个聚会指明了我们属灵生命的光景：没有经营基督，没有什么可以献上。

我们只能真诚地把诗歌的歌辞念一念，我们向父唱一首诗，然后一位长老负责弟兄站起来

说，好，聚会停在这里，我们要继续作什么。这样的情形能够停止么？什么时候呢？在哪

里呢？在谁身上呢？所以我们是在经营基督，是的，是为着我们自己生命的供应，为着我

们自己的进展，但在此之外，我们乃是为着召会，为着召会的聚会经营基督。如果你读李

弟兄的信息，他说，任何一种聚会，在家里的小排聚会，任何一种聚会都应当是展览基督。

现在我能够把纲要读过，仰望主，仰望那灵能够说出一些我无法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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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正确的基督徒生活。 

1 我们在召会聚会中来在一起，为要展览基督—西一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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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出产带来呢？

甚至当我们在线上聚会的时候，有没有出产呢？这就是为什么主那么有负担要释放这样的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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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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各地、各个地区普遍的在主日都有为着申言的聚会，如果我能够参加，我要这样

说，我观察了许多年，在那申言的时段，大多数的说话都不是申言，我们说那是申言，事

实上并不是。领头的弟兄们能承受这话么？你是否知道呢？我要这样说，我们真正需要以

弗所四章的那段话，主说到身体要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但是首先那些恩赐必须成全圣

徒，祂所赐的有使徒、申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但是在这个地上，有哪里有任何

的成全在进行呢？我相信在某些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有。我们该这样有擘饼聚会，有申言

聚会，这就是我们该有在祷告聚会里的祷告，这就是我们在排聚会里该有彼此的供应，这

不是方法的问题。 

回顾大约一九八四年，李弟兄正准备开始寻找神命定之路，在周四早晨，有一次职事站

服事者的聚会，因为那时候每逢周四，有许多有几十个自愿服事者来帮忙打包书报为着邮

寄。李弟兄就会有一些分享，通常他是周三晚上有职事聚会，到了周四早上他就分享更多。

在这个特别的聚会里，是比较敞开的。我就问李弟兄，我说，为什么我坐在这里的召会聚

会里，那是一九八四年，我觉得我好像是坐在我从前所在的长老会的聚会里呢？李弟兄回

应说，后来他说，Ron弟兄说得对。 

弟兄们，我亲爱的弟兄们，最近我在查阅李弟兄的一段说话的纪录，关于他到主那里去

之后主恢复的前途。他说，他衷心的关切就是圣徒们能够对于保罗中心的异象有看见，有

异象。然后他说，在我主要的是尽话语的职事。然后他说，也要顾到召会实际的情形，实

际的情形。另外一次，七○年代早期，也许是七二年左右，我们没有正式的长老，但李弟

兄要我们三个人领头。我们发现，我们在这里没有主的祝福。我们知道有些地方有，我们

并不忌妒，也不妒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里没有祝福，所以我们三个人跪下来悔改，为

此认罪。我并不是说，现在所有的长老、领头者，你们要跪下来作这作那，我没有那样的

意思。但是就着我个人来说，我不愿意等到我站在人子的面前，在审判台前才知道我的光

景。我愿意现在就知道，使我能够长大，能够事奉，使基督能够得着彰显。现在我们回到

纲要。好，我要继续读纲要。我要再读第二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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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的基督，是我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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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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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作基督丰富的展览—林前一24、30，十3～4，十四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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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这样的思想，当李弟兄说到宇宙，众召会的聚会，事实上是由在诸天界里的灵在

观察的，这包括那些邪恶的灵，还有神顺服的天使，还有主自己也在观看。他们会说什么

呢？仇敌也许会笑，会嘲笑说，这是什么？我看看那个公会，我看看那种情形，那里有什

么？但是如果有一些聚会是逐渐的，不是短暂的兴奋一周，而是我们逐渐地被带进对基督

的经营的生活里，我们就逐渐地有聚会来展览基督，这就会叫主得荣耀，叫仇敌蒙羞，主

可以只向仇敌说你看看，我在这些亲爱的圣徒身上所恢复的。这不只是关于我们个人的学

习，我们循规蹈矩；这不仅仅是要得着丰富为着召会的聚会，我们这样作乃是为着神，为

着神的心愿，为着神的荣耀，为着击败并羞辱仇敌。你看看约伯记，如果主能够在那里和

撒但对话，你有没有看见这个人呢？地上没有人像他，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谈话，

但他的确是在那个范围里，因为他是个对头。主会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在那个召会里的情形

呢？我看见我自己在那里得着展览，那是一个记号，表示在全地上将要有这样的情形出现，

你就要蒙羞，你可以争战，你可以暂时得胜，你可以先胜出一回合，但至终是我得胜，基

督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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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这段是我的说话，不是代表主。我们的聚会就会得以丰富并加强，因为其中满了基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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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聚会，这包括祷告聚会，在家里的排聚会，在每一个聚会。马太十八章说到，两

三个人被聚集到主的名里，他们是和谐一致的，他们是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这个小小的

活力排。诸天所已经捆绑的，他们就捆绑；诸天所已经释放的，他们就释放。他们是在主

的名里，他们没有人只是在自己的情绪里，在自己天然的生命里。我无法说这事如何，但

是如果至少一周两次能够与两个活力同伴一同祷告，我们就会摸着这件事。甚至在那个小

小的聚集里，我们也要把我们所经营的基督带去，即使我们不太确定我们带的是什么，但

我们知道我们正在操练，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空手的，我们知道这是身体的祷告。全地上，

其他的活力排也要继续进行，因为有些时区是睡觉时间，另外有些时区就是白天，可以继

续进行活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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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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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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主日早晨，我们有一种不一样的认知。在神眼中，那个聚会是前一天就开始了，

周六晚上就开始了，我并不是例行公事地来擘饼聚会，我是带着一份的基督而来。我能够

有根据的来为着我这一周的一些经历来赞美主，我有东西可以献上，我们有东西是为着神

与父，有最好的出产是为神保留的。 

我记得，也许在场也有一位亲爱的圣徒会记得，我并不是活在已往。但是在六○年代的

后期，七○年代早期，在艾尔登会所，我们的擘饼聚会是在晚上，表订的时间是七点钟，

但是你如果是六点五十分你才到，你已经是迟到了。有充分的时间赞美主，敬拜父。然后

我们周一早上去上班。我们的同事他们都不喜欢周一早上，他们都喜欢周五，那是他们的

日子。但是对我们来说，周一早上是快乐的时刻，是一种涌流。我们离开聚会的时候，感

觉到父是满足的。我不记得对上一次擘饼聚会，我离开的时候，能够感觉到父是满足的。

现在李弟兄所设立的长老，站起来就停止了对父的敬拜，而说到一些别的事。 

这是个训练，要我们经营基督，展览基督。因着这是训练，我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必须

愿意被摸着、蒙光照，我们是为着召会，为着数以百计的圣徒担负责任的，我们是要向神

交账的。但愿我能够再唱诗歌六百二十四首，是有实际涌流出来的，我们不需要仅仅重复

歌辞，我们能够一个一个地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不是讲故事。主啊，感谢你，感谢你已

过这一周用你的谦让宜人供应了我，给我加力，主耶稣是我的谦让宜人，我的忍耐，我的

信心，我的喜乐。于是我们转向父，将那个储存在我们灵里所储存的上好的一份，倾倒出

来给祂。父寻找这样的人来敬拜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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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中点，我刚才已经读过这诗歌和副歌了。我就不再读了，我要守住时间。所以我要

往前。那是引自“前来展览基督”的这首诗歌。但愿我们作这个决定，在个人一面，在团

体的一面，作这样的决定，我们要为召会祷告，但愿我们是来展览基督。我们照着本相来

到主面前，我们不是装假，我们是照着本相来，求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是个人的一面，

也团体的一面，赐给我们所需要的经历，使我们能够真正地唱：“前来展览基督，前来展

览基督”。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唱：“现今展览基督，我们现今展览基督，共同带来祂的丰

富，现今展览基督。”我相信时候要到，这时候即将来到。我的话非常不完全，但不会是

徒然的，主会行动，祂的手也会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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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团体的敬拜我们的父神—约四23～24，弗三
21： 

所以，对父神团体的敬拜是在什么时候呢？通常是在我们记念主、赞美主、感谢祂、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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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祂之后。我们从希伯来二章知道，我们里面有这种感觉，父巴望我们专注于子，我们也

作了，现在子要我们专注于父，你去看，希伯来二章，那里说，“在召会中我要歌颂你。”

基督作为长子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敬拜父，这是真实的，亲爱的圣徒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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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小点，是非常令人警惕的话。但我再说，这是训练，我宁愿现在受责备，而不要等

到审判台。特别弟兄们，你们是要交账的，不只是为着自己，更是为着召会交账。召会如

何就在于你如何，是你定方向，你是头羊。我没有那一面的职责，我只是召会中的弟兄，

但我有很多要交账的，我自己知道。我有一个圣别的敬畏、畏惧，但我不因着畏惧而瘫痪，

我乃是因着畏惧而受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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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曾否空手来聚会呢？我曾经那样，我曾经是那样。有时候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

在擘饼聚会，这是不行的。我们来敬拜神，记念基督，不能空手，否则那就只是个仪式，

我们如果蒙光照，看见主所说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着是记念我。这个筵席乃是基督第一

次来，和祂第二次来之间的联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唱到关于祂来临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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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行政的要求，你必须一年三次来过节，你必须来到耶路撒冷，你必须来到神所选

择的地方，你不能空手而来。但是在积极一面，如果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他们从以色列

国的各处来到，带着他们的出产而来，这是何等的聚集。他们把所带来的献上给神，也彼

此分享。这就是你在永世里，还会记得的聚会。那是幅图画，李弟兄就是为此争战。就着

某一面来说，有时候我里面觉得孤单，我为此争战多年，但无法释放那个负担。现在似乎

是时候了，因为亲爱的圣徒们，当他们蒙了光照，他们爱主，他们奉献给主。我相信数以

千计的圣徒会响应。我相信再过一年，在二○二二年年底以前，就会有真正的复兴，我们

会有聚会是我们展览基督并敬拜父的。我就像个孩子那样的相信，我简单地相信，这就是

神心头的愿望，这就是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在基督的众召会里实行出来，祂会在千千万

万的圣徒里面运行，按着我们的度量，我们会有各种的出产，我们不再是空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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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再一次说到那个重点，就是基督的丰富。如果我们来的时候，只能够说我们很摸着晨

兴圣言周四的话，那是我们从神所得着的，是神给我们的，是祂供应的，弟兄们很忠信地

出产了那个，神也把那个给了我们，我们也很感激，我们需要那个，但是我们没有什么可

以回报，我们要给神什么呢？我们只是把祂给我们的，归回给祂么？祂不愿意听见我们说，

父啊，我深深地被周四早上那一句话摸着。是的，我知道是我使那样的事发生，但是你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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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劳苦经营，只是十二分钟或怎样。哦，但是我盼望有那样的聚会，父能够说，看看天使、

仇敌，他们带着丰富而来，他们是有动力的，这只是个例子，但这里有一个原则。 

早年在艾尔登会所周围，我们至少有两百人住在附近，可以走路可到的距离，我们是走

路去聚会，我们都提早来，我很难想象有谁会迟到，除非发生了严重的事故。我不是要重

复那样的事，但这里的原则是必须恢复，也会得着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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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选择，我们再次面对这件事，在你每日、每周的经历里，你有没有父呢？你知道

使徒约翰怎么说到交通呢？他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可以与我们有交通，我

们的交通是与父并与祂儿子耶稣基督而有的。 

在周三的晚上，当我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有点惊讶，因为我有感觉要祷告求智慧和启

示的灵，我就向荣耀的父祷告，向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祷告。我告诉主，我在思想约

翰一书的那一句话，我需要与父有交通，父知道二十三年来我心头上的重担，那样的失落，

那样的痛苦，但我至终领悟，我可以向父述说，是的，向子祷告，祂是基督，是被设立受

膏的那一位，但你是父的儿女，你可以让父照顾你。所以这不是一种责任。我们该这样聚

擘饼聚会，这就是基督自己，你们还记得祂设立了这个筵席之后，你还记得他们作什么呢？

他们唱诗，那必定是向父唱的。他们很可能唱这一首诗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呼求主的

名。这不会是仪式，是形式，这乃是神所命定聚会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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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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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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只剩一两分钟，我再把这个重点说一次，我们需要经营包罗万有的基督，是借着运

用我们的灵来接触祂，借此让祂把祂自己作到我们的里面，照着祂所需要的，把祂自己给

我们，我们需要这个，不只是为着我们自己的长大成熟，我们更需要劳苦经营，好使我们

有出产，能在召会中展览基督。我们是召会的肢体，这里没有圣品阶级与平信徒，至少原

则上是这样，我们是召会活的肢体，正如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以色列国的国民，我们有责

任要献上一点的基督，团体地彰显而展览基督。不仅如此，我们感觉到在我们的父神心头

有一个渴望，要得着那些在灵和真实里敬拜祂的人。真实的意思是指神圣的实际作到我们

的里面，结果一切都是真实、透明、真诚、纯净的，我们这个人被实际所构成，这使我们

成为一种的人，渴望满足父心头的愿望。父是何等忍耐，祂一直恒忍着，祂也继续忍耐， 

但是，我的确相信，现在我们众人愿意成为那些愿意学习的人，就从我们现在的光景开始

来学习，你也许不是一整天都在经营，但你至少有一点的经营，然后你就有更多的经营，

你的经营就会越来越多，主会牧养我们、引导我们，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出产，这就会激励

我们更多的经营，我们的聚会就会有更多基督的展览，这就会鼓励我们竭力往前，我们就

会看见当我们对主有这样美妙的记念之后，现在主在我们里面，就带我们敬拜父，是的我

们唱一首诗，但我们不受诗歌的限制，我们会唱父啊，父啊，我只感觉我里面有一个东西

涌上来，不是我计划的，父啊，我愿意献上那对我是多么富有意义的基督，这部分是为着

你，不是给我传讲，不是让我与人交通，这个部分是为着你的，父啊，我渴望这一个。 

我们回顾在艾尔登会所，我们只能说那是幼稚园，现在我们是在研究所，我们要继续往

前，我的确全心相信，在主耶稣作为新郎来迎娶新妇之前，在神提接初熟的果子，活着的

得胜者之前，祂要在全地，在祂的恢复里，得着圣徒经营包罗万有的基督，在全地上就会

有聚会，是我们在那里展览基督，会有聚会是我们用我们所经历的基督来敬拜父，达到最

高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那一首诗歌，补充本三○五首有一句话说，要将爱从心深处倒出。

最近有人问我那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英文是说将爱从隐藏的深处倒出，这意思是说我们知

道有些东西，不只是为着我们自己，或为着别人，乃是为着神，这就是打破玉瓶，把我们

深处的东西，倾倒出来，我们的父等待这样的敬拜者。 

父神、子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听见我们所说的这一切，我们知道在你心上的是什么，

你也知道在我们心上的是什么，主啊，我们求你以非常特别的方式祝福你的恢复，每一个

大洲、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每一处召会，每一位寻求的圣徒，求你特别的祝福。主

啊，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范围里，我们在那里真正的学习在你身上劳苦经营，使我们能够

彰显基督，展览基督。父啊，时候将到，这里在众召会里会有真正的敬拜者，向你献上基

督，使你喜乐，喜悦并满足。 

我们相信，我们也把这整件事交给你。主宰一切的神，愿你作成这一件事，为着两个主

要的原因，使神在地上得荣耀，并使仇敌彻底蒙羞。我们这样祷告，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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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甚至不是为着使我们能够被产生为得胜者，我们这样祷告是出于对你的爱。但愿我

们的生活，我们的劳苦，我们的经营，我们的聚会都有助于成就你心头的愿望。主啊，求

你祝福我们。不只是今天，更是每一天，直到我们与你在一起。求你使我们能够经历你所

渴望我们经历的，我们相信现在就是时候，凭着你的怜悯，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你的

子民，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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