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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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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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1:30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这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别和

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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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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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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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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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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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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1:7 我们在这蒙爱者里面，借着祂的血，照着神恩典的丰富，得蒙救赎，就是

过犯得以赦免， 
弗2:7 好在要来的诸世代中，显示祂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恩慈中恩典超越

的丰富。 
林前15:58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

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腓3:10 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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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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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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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15:10 然而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并且神的恩临到我，不是徒然的；

反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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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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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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寻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

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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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像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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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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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1:7 我们在这蒙爱者里面，借着祂的血，照着神恩典的丰富，得蒙救赎，就是

过犯得以赦免， 
弗2:7 好在要来的诸世代中，显示祂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恩慈中恩典超越

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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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15:58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

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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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2:13 因为乃是神为着祂的美意，在你们里面运行，使你们立志并行事。 
弗3:17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 
西3:15 又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仲裁，你们在一个身体里蒙召，也是为了这

平安；且要感恩。 
西3:16 当用各样的智慧，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住在你们里面，用诗章、颂辞、灵

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心被恩感歌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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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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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4:19 我的神必在荣耀中，照着祂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

都充足。 

2 基督的收成乃是我们所经营并收成的基督—三10。 

腓3:10 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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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12:1 所以弟兄们，我借着神的怜恤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

活祭，这是你们合理的事奉。 
罗12:2 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

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 
罗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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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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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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15:4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

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约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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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15:11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可以在你们里面，并叫你们的喜

乐可以满足。 
约16:22 你们现在也有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并且你们的喜

乐，没有人能从你们夺去。 
彼前1:8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祂，却是爱祂，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入祂而欢腾，有

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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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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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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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3:14 为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借着信，可以

接受所应许的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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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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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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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6:17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腓4:11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

足。 
腓4:12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余；或饱足、或饥饿、或富余、或缺

乏，在各事上，并在一切事上，我都学得秘诀。 
腓4:13 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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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后3:16 但他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 
林后13:14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 
加3:14 为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借着信，可以接

受所应许的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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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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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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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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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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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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召会聚会中来在一起，为要展览基督—西一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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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的荣耀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丰富，就是基督在

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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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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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3:17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 
弗3:18 使你们满有力量，能和众圣徒一同领略何为那阔、长、高、深， 
西2:6 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稣， 
西2:9 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 
西2:10 你们在祂里面也得了丰满。祂是一切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西2:17 这些原是要来之事的影儿，那实体却属于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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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1:3 祂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印像，用祂大能的话维持、载着并推动万

有；祂成就了洗罪的事，就坐在高处至尊至大者的右边； 
来2:9 唯独看见耶稣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祂为着受死的苦，成为比天使微小一

点的，好叫祂因着神的恩，为样样尝到死味。 
来2:14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祂也照样亲自有分于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废除

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约壹3:8 犯罪的是出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为此，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是要消除魔鬼的作为。 
约壹4:9 神差祂的独生子到世上来，使我们借着祂得生并活着，在此神的爱就向我

们显明了。 
约壹4:15 凡承认耶稣是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 
徒2:24 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除，叫祂复活了，因为祂不能被死拘禁。 
徒2:32 这位耶稣，神已经叫祂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 
徒2:33 祂既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又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

听见的，浇灌下来。 
启1:17 我一看见，就仆倒在祂脚前，像死了一样。祂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

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 
启1:18 又是那活着的；我曾死过，看哪，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

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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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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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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祂拯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祂爱子的国里； 
腓3:10 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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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1:24 但对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

慧。 
林前1:30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这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公义、

圣别和救赎， 
林前10:3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 
林前10:4 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行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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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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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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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3:10 为要借着召会，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 
弗3:17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 
弗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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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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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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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像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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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2 这样的召会生活乃是基督的展览，基督的彰显—弗三21。 

弗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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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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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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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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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前1:8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祂，却是爱祂，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入祂而欢腾，

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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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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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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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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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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六二四首 前来展览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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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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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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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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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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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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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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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23:15 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

天，因为你是在这月出埃及的。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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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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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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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各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奉献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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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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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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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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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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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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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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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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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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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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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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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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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5:13 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的一切受造之物，以及天地间的万

有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能，都归与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

远远。 

1 这样的享受和分享，就是对整个宇宙展示基督—十九7。 

启19:7 我们要喜乐欢腾，将荣耀归与祂；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

预备好了。 

2 这对于父神是敬拜，对于仇敌是羞辱—约四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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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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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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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10:31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或作什么事，一切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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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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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15:6 使你们同心合意，用同一的口，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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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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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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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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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15:11 原来那地上的穷人必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

弟兄松手。 
申18:3 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分乃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两腮并

胃脏给祭司。 
申18:4 初收的五谷、新酒和新油，并初剪的羊毛，也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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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