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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我们与那灵合作，使那灵得释放   
           回目錄   下一篇 

 
我们必须领悟，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乃是在灵里的关系，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
的灵里，与我们的灵一同作工，甚至与我们的灵联结并调和一起。罗马八章十
六节说，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而林前六章十七节告诉我们，我们与主成
为一灵。这些经节证明，神圣的灵与我们人的灵已经调和在一起，成为一灵。 
 
那灵在我们的灵里，不断积极的运行、作工并行动。约壹二章二十七节说，我
们从主所领受的膏油涂抹，住在我们里面。这节经文不是用膏油一辞，乃是用
膏油涂抹；这辞含示膏油的运行或应用。膏油就是那灵，膏油涂抹就是那灵的
行动或运行。所以这处经节证明，现今在我们里面作为膏油的圣灵，正不断在
我们里面积极的运行、作工并行动。这就像屋子里的电，以电流的形态持续不
断的在整个屋子里流通。实际上，若没有电流，就没有电。 
 
因此，屋子里若要有电流，电就必须在整个屋子里不断的运行、循环且流通。
同样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乃是时常在运行。然而，今天的问题是：我们许多时
候限制、阻挠并妨碍了那灵的运行、作工与行动。问题不是那灵没有在我们里面
作工；相反的，那灵时常在作工，问题是我们不彀与那灵合作。我们可以用婚姻
为例来说明这事。结婚是二人结合为一，然而倘若每当丈夫行动时，妻子总不配
合，丈夫就不能作甚么。这就像我们与主的关系。主已经将他自己与我们调和，
如今他正在我们里面作工；但是我们不太与他合作。我们常常祷告求主作工，说，
主，我们等候你作工。但是我们没有领悟，他正等我们与他合作。他可能会对我
们说，我等你们与我合作，已经等了好久。 
 
问题不在于主，乃在于我们。我们必须非常清楚这个基本原则，就是主需要我们
的合作。我们可以由我们的经历印证此原则。我们一不操练我们的灵，就压抑
了那灵。这好比封住壁炉的通气管。我们一封住通气管，阻断空气源，就没有
气流使火得以燃烧。许多时候，我们以类似的方式，压抑那灵的运行、膏抹和
焚烧。我们不与那灵合作，反而销灭那灵的火。 
 
那灵正等待机会要焚烧起来。只要我们给他机会，他就会焚烧起来；所以责任
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要点火，却向火祷告说，火阿，请燃烧罢！这是荒谬的。
假如火能说话，它会回答说，你必须先与我合作，用我点某些东西，我才能燃烧
起来。不必向火祷告，火已经豫备好，正等待机会燃烧起来；只要我们合作，打
开通气管、取些木柴、加点油，火就会燃烧起来。那灵也是如此。已往我看过很
多人祷告：主阿，用圣灵充满我们，我们等候五旬节的浇灌。这种祷告通常是没
有用的。然而，我们从经历中得知，每当我们与圣灵合作，那灵就得着释放。
我们必须清楚，关于圣灵的充满或作工，问题不在于圣灵；反之，问题乃在于
我们。我们若不与那灵合作，或不愿意、不豫备好与那灵合作，那灵就不能作
甚么。他所能作的只有等待，直到我们愿意且豫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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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我们若要豫备好并愿意被那灵充满，就必须祷告。我们为此祷告时，必须
忘掉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记忆、和我们心思中所有的想法；而顾到我们全人最深
处的感觉、知觉或意识。这感觉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膏油涂抹。我们为此祷告
时，必须顾到这感觉，并发表我们最深处的感觉。我们必须不被我们的需要或环
境所搅扰；相反的，我们必须到主面前，顾到我们全人最深处的感觉。 
 
比方说，一位弟兄的妻子病重；你若是这位弟兄，你到主面前祷告的时候，能
否忘掉妻子的病？这并不容易。你心里必定念妻子的病情。然而，你若要学习
如何祷告，就必须操练在你到主面前的时候，忘掉一切。使妻子病重，你仍须
忘掉这事，而顾到最深处的感觉。你必须不照着环境、需要、记忆，或他人的
要求祷告，反而必须照着最深处的感觉祷告。当你这样到主面前，使你无法忘
掉妻子的病，你可能有很深的感觉要为别的事祷告。你也许跪下，流泪说，主
阿，我是如此罪恶。主阿，我错待了我的妻子。你会忘记妻子的病，而发表全
人最深处的感觉。藉这这样的祷告，你就操练你的灵，将你灵里的那灵释放出
来。你的妻子甚至可能因为这种祷告得医治。我不是说，如果你妻子生病，你
不应该为她得医治祷告。我乃是说，你到主面前的时候，必须顾到里面深处的
感觉，发表全人最深处的感觉。 
 
我们若这样到主面前祷告，圣灵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炼净并洁净我们。我们若忘
掉我们的环境、外面从人来的要求、甚至自己的想法，简单的照着里面的感觉祷
告，圣灵就要炼净并洁净我们。我们可以告诉主：主，我在许多事上都是如此罪
恶、污秽。我的动机不对，目的不单纯，我总是为自己有所寻求。这是真实的祷
告。我们若这样祷告，就可以确信我们是在灵里。我们越照着最深处的感觉祷告，
就越在灵里，那灵也就越充满我们。至终，我们就被那灵充满。今天我们的问

题不在于教训或知识，而在于操练我们的灵。 

 

一天当中，我们有多少时间操练我们的灵，以释放圣灵？我怕我们当中有好些人
甚至不知道如何操练我们的灵。我们知道如何操练手臂和腿，却不知道如何操练
并运用我们的灵。操练腿和脚最好的路是走路或跑步，操练灵最好的路乃是祷告。

然而，我们祷告的时候，却常常操练心思而不操练灵。因此，为了操练我们的灵，
我们必须忘掉一切想法和外面的环境，而顾到里面的感觉。 
 
有时候我们祷告，心思里同时还考量、思想林林总总的事。我们表面上在祷告，
里面却完全在心思中，不在灵里。这不是真实的祷告，反而有几分造作。造作
的祷告，就是不顾内里的感觉，只照着心思里的考量和想法祷告。真实的祷告，
乃是不顾环境或周遭的人，只发表灵里的感觉，从我们的最深处祷告。别人在
祷告，我们会有感觉，他们的祷告是出于心思，不是出于灵。我们感觉不到内
里的膏油涂抹，我们里面没有响应。然而，有时候我们听见某位圣徒祷告，里
面有膏油的涂抹或响应。因为那种祷告是出于灵，不是出于心思，所以能摸着
我们全人的最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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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学习有真实的祷告，就是发自我们最深处的祷告。有些人会说，他们最
深处没有任何感觉，或说他们感觉不到圣灵的运行或感动。这可能是真的，但这
并不是说，我们应该等候那灵的感动。我们要发动车子的时候，不会等车子自己
发动，乃是我们去发动车子。同样的，我们不该等候那灵的感动，那灵正等我们，
像车子一样。操练我们的灵，使那灵得着释放，乃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操练并释放我们的灵，在我们灵里的那灵才能得着释放。然而要释放灵，我
们必须敞开自己。我们时常因为情绪而关闭。我们也许和配偶之间有难处，或者
因为当天得知坏消息而不高兴，因此，当我们来聚会时，沮丧又受压。我们带受
情绪捆绑的灵来聚会，就成为聚会的重担。如果所有的弟兄都带着这样的灵来聚
会，聚会的气氛将会非常沉重，而且没有人会想留在会中。所以我们必须学习，
让情感被破碎，忘掉我们的情感。 
 
我们必须学习不随从情感，反要随从灵。我们若让我们的情感被破碎，学习释
放我们的灵，在我们灵中的那灵将会自动得着释放。这意思不是要我们定罪我
们的情感。事实上，一个人越属灵，就越有情感。那灵无法充满一个毫无情感
的人。因此，不要怕有情感。然而，在自己里面有情感是错误的，在灵里有情
感才是正确的。这话似乎很矛盾，一面来说，我们必须学习否认我们的情感；
另一面来说，我们必须学习如何有情感。无论如何，我信我们都能明白这话。 
 
有些人不是受情绪捆绑，而是受心思捆绑。他们来聚会时，是带着许多想法和
考量而来；这些想法和考量使他们的灵受捆绑。所以，他们必须被破碎，好知
道如何操练灵，使他们里面的那灵得着释放。然后就会有一道流，一道水流，
使别人得复苏、加强并更新，为聚会带进生命。只要有少数圣徒来聚会时带着
释放的灵，否认他们的心思、情感与意志，并操练他们的灵，其他圣徒就会受
激励，也释放他们的灵。 
 
我们的聚会必须是活的，且满了圣灵的运行、焚烧与涌流。这种聚会将会应付
许多人的需要。我们有些人可能会藐视不聚会的弟兄姊妹。当然，这些圣徒忽
聚会是不合式的，但我们不该藐视他们。反之，我们必须问，他们为甚么不来
聚会，我们也要衡量一下我们聚会的情形如何。我们的聚会若不是活的、火热
的、令人复苏的、令人满足的、且满带供应的，冷淡退后的圣徒就不会来，因
为他们无法在这样的聚会中得帮助。 
 
然而，如果聚会是火热的、活泼的并令人复苏的，人就会受吸引，来的人都会
得着他们所需要的帮助。聚会的活力端赖于操练灵。要有活泼的聚会，我们都必
须学习如何操练我们的灵。我们来聚会时，该像篮球队员一样。我们来了，不该坐

在那里，乃该操练传球。然而，许多时候我们来聚会，只是坐听听看看，心里暗
自批评。这种态度带进死亡。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我来聚会就要操练我的灵，我不

在乎别人来不来。我来了就要练习「打球」。我们都需要操练我们的灵，并且
像球队的队员一样，彼此跟随，彼此合作。这样就能使那灵和其他人都得释放，
成为众人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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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观念是，必须在聚会中劝勉、劝戒并警告人。然而，圣灵若不运行，这一
切都是徒劳无功。那灵稍微在聚会中运行，就能征服人、说服人，带人越过他们
的情形，解决他们的难处。就一面说，我们不需要教训和知识。今天基督徒有太
多知识，却没有多少实际。譬如，我们知道必须爱人，而我们却没有真实的爱别
人。这是因为我们不在那灵的流中，不让他有机会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所需要
的乃是那灵经过我们、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流通、运行并涌流。惟有在圣灵的涌流
和流通之中所给的教训才有功效；没有圣灵的涌流，教训是死沉、无用的。聚会
中不必拘泥形式。聚会的仪式带进死亡并杀死聚会。我们的聚会若是太形式化，
来的人就会感到有些东西捆绑他们。 
 
有时候圣徒们提早到会，他们等待、看时钟，直到其中一位负责弟兄站起来，
聚会才正式开始。然而，若我们都带着释放的灵而来，否认我们的心思、情感
和意志，就会不顾时间而开始祷告。我们会简单的祷告，释放我们的灵，圣灵
就会得着释放。如果更多圣徒来到会中，他们的灵也会得释放、被焚烧，因为
聚会已经焚烧起来了。也许甚至不需要有人点诗歌或分享信息。我并不是说我
们应该杂乱无章；我们必须有适当的秩序，但这不是说我们必须形式化。合宜
是一回事，形式化又是另一回事。 
 
我们若简单的释放我们的灵，给圣灵机会得释放，那灵在聚会中就得以自由，
圣徒们的灵也会得着加强、复苏、更新、滋养并满足。这就是我心头的负担。
我们的聚会需要灵的释放。我们必须冲破所有来自情感、心思、意志和形式的阻
碍与捆绑。我们都必须操练我们的灵以胜过并征服这种光景。当我们来到聚会
中，我们就应该释放我们的灵。如果在我们的聚会中，那灵得着释放，我们的
聚会将经常是丰富的。人会受吸引而来，聚会人数会持续增加。我们人人都必
须背负这事的负担和责任；这不是某个人的责任，而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我们若不承担这责任，我们来在一起就毫无意义；因为我们聚在一起，目的是
要操练我们的灵，使那灵得释放，使主被高举、被显大、得展示并得荣耀。当
那灵受捆绑压制时，主就十分受限制与拦阻。神的仇敌魔鬼，是死亡的源头，
他的愿望和心愿是要将死亡带进聚会。聚会一死沉，撒但就欢喜。因此，我们
必须争战抵挡魔鬼。我们必须告诉主：主阿，我们不赞成在聚会中发死，我们
不赞成死亡在我们的聚会中得势。我们必须靠着那灵的帮助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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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开始祷告之前，是否应该运用心思思考？ 
 
 

答：许多时候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时，我们正在思考。然而，我们不需要先思

考才到主面前来祷告。我们到主面前的时候，必须忘掉一切，只要简单的到

他面前接触他，真实的与他办交涉。我们必须学习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在灵

里接触主。然后，我们来到聚会中，必定是主动、积极且满了活力的，我们

的灵必定得释放。我们的灵一释放，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会自动得着释放，聚

会中就有一道水流在流通。基督徒的聚会必须如此。 

 

问：您所说的圣灵充满，和人们在灵恩运动里的经历有何不同？ 

 

答：圣灵充满与灵恩运动的经历绝对不同。灵恩运动里的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

在意圣灵。他们所关心的反而是在聚会中制造、创造某种气氛，那是错误的。

因此，我们不该称许灵恩派的聚会方式。然而，我们也不能称许所谓基要派的

聚会，那完全是死沉的。我们不应该像那些批评灵恩运动，却不发言定罪基要

派聚会情形的人。灵恩派的聚会是一个极端，基要派的聚会又是另一个极端。

很多基要派的聚会是死沉的，其中除了死亡以外，几乎一无所有。我们不该

跟随那种聚会方式，也不该采用灵恩派的聚会方式。在神的眼中，死比罪更

污秽。旧约中有许多豫表证明这事。在旧约中，每当人摸了死亡之物，就必

须数日远离主的圣所。 

 

然而，虽然死比罪更污秽，我们却对罪比较有感觉。我们一犯罪，立刻会感

觉自己错了；但是我们把死亡带进聚会中，却没有同样的感觉。我们必须领

悟，神恨恶死亡，死是主所要征服最后的仇敌。我们不赞成灵恩派以天然的

方式操控、制造、创造气氛。然而，我们甚至必须更加定罪基要派聚会的死

沉。这两种方式我们都不跟从；反之，我们要随从圣灵。圣灵一直是活的、

运行的、行动的。因此，我们来聚会时，必须操练我们的灵与他合作。灵恩

运动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没有顾到别人的感觉。他们只照着自己的喜好而行，

不考虑别人会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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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就把聚会破坏了。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必须忘掉一切，并操练我

们的灵。然而，当我们操练我们的灵、顾到圣灵时，圣灵自然会引导我们顾到

别人。这意思不是说，我们应该在聚会中保持安静；反之，我们必须更操练，

以顾到别人。为了有合宜的基督徒聚会，我们需要有弹性。按照基要派的聚会

方式，我们来聚会时，必须等到某个时间，才能开始聚会。这太过于形式、传

统。我相信在早期使徒时代，基督徒也定了确定的时间聚集，但他们的聚集并

不是这么形式化。我信他们是以活的方式聚集。 

 

我们不必等到确定的时间才开始聚会，乃该一到就操练我们的灵。我们若提早

到，不应该坐等待聚会开始，反要操练我们的灵；这样，聚会就会以一种自然

的方式，而不是以形式化的方式开始。如果聚会订在八点开始，我们应该提早

十五分钟到，好操练我们的灵，并且帮助别人也这样作。这样聚会就活了，

不会那么形式化，那么死沉。 

 

问：我们应该祷告出声音来操练灵，还是在里面操练灵？ 

 

答：在聚会中最好是祷告出声音。然而，这不是定规。你也许觉得应该静静

的、默默的祷告；或者觉得应该祷告出声音，好让别人听得见。我们操练灵

的方式，不应该有任何定规。多年来我一直考量并研究基督徒聚会的路。几

年前我得到结论，所谓基要派的聚会完全是传统的，而灵恩派的聚会完全是

极端的。三十年前，我花了许多时间与灵恩运动的人在一起，为要研究他们

聚会的方式。我发现他们太过极端，而使灵受伤害、受亏损。这样的聚会方

式不能建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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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使徒时代，基督徒不是以灵恩派或基要派的方式聚会，而是有弹性的。

聚会没有形式或规条，却非常合宜、有序、活泼并自由。没有程序、形式或

约束，也没有勉强的事，诸如表演情感活动等。反之，信徒们来在一起，操

练他们的灵。聚会非常活，人人有自由藉这唱诗、祷告、读圣经节、或作简

短的见证，来释放他们的灵。我相信这是早期基督徒聚会的路，并且这就是

正确的路。我们若这样实行，我们的聚会就要被拔高。下次我们去聚会，应

该带着惟一的目的而去，就是操练我们的灵以敬拜主、展览主。我们该忘掉聚

会开始的时间，单单操练我们的灵。如果我们有感觉要默默祷告，就该默默的

祷告。若别人有感觉要祷告出声音，甚至大声祷告，我们该操练不受其搅扰。

这是聚会正确的路。 

 

我们甚至应该熟悉许多诗歌，如此一来就不必有人正式点诗歌。如果大家都会

唱一首副歌，有人就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带大家唱一唱。这会拆除阻碍，为圣灵

铺路，使他能往前并自由的运行。在这种光景中，每个人都会井然有序，行事

合宜，却充满活力。 
 

在我们的聚会中，必须有火焚烧，使人来了就被烧着，并烧着别人。我们不应

该有一种聚会是人齐聚一堂坐视聆听，这不是建造。我们的聚会必须是圣灵得

了释放，我们也得着释放。这种聚会使别人和我们自己都得复苏、得更新、得

释放并得满足。这是主所需要的，也是我们所需要的。 
 
 
 

我今天去聚会不是专注于教训，因为我所需要的乃是活的东西。你邀请我去吃

饭的时候，我所在意的不是你给我的菜单，而是你请我吃的食物和饮料。我们

应该关切的是给人吃喝。每当我们来在一起聚会，我们的聚会应该是活的，该

是一个有圣灵在其中运行并得着释放的聚会。这种聚会将人带到主面前。不信

者会得救；信徒会得造就、滋养、加强、释放和光照；那灵会得释放。那灵是

何等的丰富，使没有形式上的教训，他也能满足每一个需要。我们必须相信圣

灵所能作的，过于相信道理教训所能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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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藉这在召会的聚会中赞美和唱诗, 操练我们的灵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本篇信息我们要来看，关于诗篇四十五篇里那灵的涌流和我们灵的操练。诗篇

四十五篇是一篇赞美基督并说到基督为君王的诗。一节说，我心里涌出美辞。

涌出是在于我们的灵。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不断涌流，因为我们有好消息要

告诉人，这该使我们赞美、歌唱、涌流。在我们周围的人、天使、魔鬼、和宇

宙中一切受造之物，都应该听见我们涌出美辞。我们都需要像诗人一样，藉这

讲说、歌唱和赞美而有所涌出。 
 
 

一节继续说，讲说我论到王的作品。我们若在灵里，就会经常有论到主的作品

涌出来。这不仅仅是知识、教训或道理的事，乃是在灵里、出于灵的事。这处

经节末了说，我的舌头是快手的笔。作者的笔就是他的舌头，这指明我们的舌

头应该随时豫备好，创作出一些东西来赞美主。我们要能豫备好，惟一的路乃

是在灵里。藉这终日操练我们的灵，我们就会像个写作快手。然而，我们若不

在灵里，却在魂里或心思里行动并行事，就无法向主唱诗。我们在聚会中与别

人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唱诗，独处的时候却不唱，因为惟有在灵里才能唱出这

样的诗歌。我们可以用此方法核对一下，我们是不是正常的基督徒。由没药与

桂皮所表征之基督的死与复活二节说到君王，就是主基督：你比世人更美，你

的嘴唇满溢恩典；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这节清楚的论到基督，他口出

恩言，他是永远受颂赞的神。诗篇四十五篇八节上半说，你的衣服，都有没药、

沉香、桂皮的香气。八节的没药和沉香表征基督的死与埋葬。在那时，人死后亲人

会用没药和沉香将其安葬。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之后，富人尼哥底母求得主的身体，

并在他安葬之前，用没药和沉香膏了他的身体，指明这两种香料表征死与埋葬。

在圣经里，衣服表征一个人的行为或工作。因此，主的义行与工作都满了他死

的甜美芬芳。每当我们想到主，想到他的公义和他所作的一切，我们就感觉到

他死的甘甜。这就是他衣服上没药和沉香的甘美气味。 
 
 
 

http://www.rucoc.com/Selbooks/WitnessLeeCollection/1963/25/2.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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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皮是一种木材，能产生一种甘美馨香且疗效良好的油。你要从木头萃取出油

来，就必须杀了那木头。木材必须经过死的苦难，医治的油才能从木头里流出

来。因此，桂皮豫表在复活里的基督。主好比木头，他遭受杀害，结果就有东

西从他而出，进到我们里面，就是医治的那灵，在主复活里的那灵。每当我们

想到主，想到他的行为与作为，我们自然就感觉到他死与复活的甘甜。 

 

虽然这是一篇赞美王的诗，其第二部分题到的却是王后而不是王。八节下至十五节

说，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快乐。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

王后佩戴俄斐金饰，站在你右边。女子阿，你要听，要看，要侧耳而听；要忘记你

的民，和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推罗的女

子必带着礼物而来；民中的富足人，必向你求恩。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

服是用金线交织成的。她要穿刺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她的陪伴童女，也要

被带到你面前。她们要喜乐欢欣的被引导；她们要进入王宫。你若读这篇诗，就

会发现它虽然赞美王，却也多处论及豫表召会的王后。这篇诗赞美基督，也赞

美基督同他升天后所产生的召会。虽然诗人很可能不知道他所写之事的属灵意

义，圣灵却使他先写到基督的死与复活，然后写到召会。 

 

最近我修订一首诗歌，其中曲解了八节的象牙宫一辞。这首诗歌暗示象牙宫就是天

堂，主耶稣就是从那里来到这个忧患世界。这是不对的，因为本篇诗里的王乃是所

罗门王；我们知道所罗门是豫表升天、得荣、并再来的基督，不是大王所豫表之

受苦的基督。所以，这首诗歌的作者，不应该把所罗门王与从天降下、来到忧

患世界遭受苦难的基督相题并论。那么象牙宫一辞正确的解释为何？一九五六

年，我们在一次训练中花了很长的时间研读诗歌书，而对此事有了一些领悟。 
 
 
 

本篇诗中的象牙宫乃是众地方召会的豫表。象牙是一种取自动物身上的骨

头。在圣经里，当骨头从身上取出并与身体分开时，就某种意义说，骨头

经过了死；在它经过死之后，就成为某种东西。圣经中第一次题到骨头与

身体分开，是在创世记里的亚当和夏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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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事例中，神使亚当沉睡，打开他的肋旁，并从其中取出一条肋骨。

那骨头成为夏娃─亚当的妻子和配偶，就是召会的豫表。在新约中，神也

对基督行同样的事。神使基督在十字架上睡了，并使他的肋旁裂开，从基

督的肋旁流出血和水。水表征基督复活的生命，召会就是藉这复活的生命

所产生的。正如从亚当所取出的骨头经过死，成为亚当的妻子；基督的复

活生命也经过死，而成为召会，基督的配偶。因此，诗篇四十五篇里的象

牙，表征基督复活的生命，象牙宫表征藉这基督的死与复活所产生的众地

方召会。 
 
 
 

在本篇诗里，关于基督最重要的事，乃是他死与复活的馨香；关于召会最

重要的事，乃是在诗篇四十五篇八节，由丝弦乐器所豫表的歌唱与赞美。

使徒行传里早期的召会乃是这篇诗的应验。基督的死与复活在各地产生出

许多地方召会，从那些召会中又产生出对主的歌唱与赞美。这使主喜乐。

众召会作为象牙宫，乃是出于基督的死而复活，且是在复活里。在这些居所中，

必定时时都满了歌唱，有使主喜乐的音乐。因此，我们需要歌唱。祷告比闲谈

困难，就一面说，歌唱甚至更难。我们不在灵里的时候，不容易歌唱；但

我们在灵里的时候，就很容易。我们越歌唱，就越在灵里。我们必须时时

涌流、洋溢并歌唱。在我们的聚会中，歌唱应该多于交谈。因召会是在复

活里，我们歌唱也必须是在复活里。有些人天生就喜欢唱歌；然而，我们

却不该以天然或情感的方式唱诗歌。 

 

我们唱的时候，不该想音乐，或试以注重音乐的方式来唱，这会杀死唱诗。

我们应该以属灵的方式来唱。我们在聚会前应该学一首新诗歌、背一些副

歌和几节歌辞。如此一来，我们不必看诗歌本，就能从心中歌唱。我们若

如此行，将会看见我们的聚会是何等的活泼、主动并积极。我们会是活的，

并从字句和形式中得着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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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练我们的灵正确的路乃是祷告，但有时候唱诗歌比祷告更好。我们若试在

早晨唱诗歌，我们的灵就会得着操练。我们越唱，我们的灵就越得着释放并

加强，我们的心思就越专注，我们的意志就越降服，我们的情感也越被洁净。

合式的唱诗会拯救我们脱离天然的心思、情感和意志，这是从天然生命里得

释放最好的路。我们的歌唱，试验我们是不是在灵里。我们若在灵里，就会

不断的歌唱。甚至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也会有诗歌来赞美主。我们的歌唱和

赞美对别人是强的见证，见证我们是基督徒。诗篇四十五篇九节说，王后佩

戴俄斐金饰，站在你右边。王后乃是召会，而金乃是神的神圣性情。因此，

王后佩戴俄斐金饰，指明满了对基督之赞美的召会，是在神的神圣性情里。

诗篇四十五篇十三至十四节说，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

交织成的。她要穿刺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王后佩戴俄斐金饰，她的衣服

是用金线交织成的，她且穿刺绣的衣服。这表征神圣的性情，已经被作到召

会众肢体的日常生活、行事为人并举止中。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并行事之中，

有神的丰满。召会作为基督在复活里的居所，乃是在神圣的性情里，并被充

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 

 

我越花时间亲近主，越觉得重要的不是形式、规条、教训或道理。反而，重要

的乃是操练灵，实化基督的死与复活，实行真正的召会生活，以及进入神的丰

满。我们的灵已经与圣灵调和，我们必须操练我们的灵，使我们能实化基督的

死与复活，有他复活的馨香和他金的性情作到我们里面。要使全召会在神圣的

性情中并满了神，惟一的路乃是操练我们的灵，而操练我们的灵最好的路乃是

向主歌唱颂咏，洋溢出诗歌。诗篇四十五篇是一篇短诗，却意义丰富、包罗万

有。在本篇诗里，有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在复活里的召会、召会的歌唱与

赞美，还有在召会中神的丰满、神的彰显。早期召会的圣徒没有形式、规条、

教训或道理，他们所有的乃是活的基督作为那灵。每当他们聚在一起，就是象

牙宫─基督死而复活的结果。他们里面有那灵的充满，外面有对主的赞美和从

灵中向他的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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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召会在地上两千年以来，有许多不必要的、甚至麻烦并扰搅的消极事物进

到召会中。很不幸的，我们已经深受这些事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撇弃一切消

极的事物，包括形式、规则、规条、教训和道理。要撇弃并忘掉这一切并不容易。

我们有太多消极的事物，却缺少一件积极的事─灵中的赞美。我们必须操练我们

的灵。有的人也许可以讲信息，或著书论到属灵的事，却不能用他们的灵唱诗歌。

这是不合式的光景，在这样的光景中，心思太大、太活跃了，灵却死沉又沉睡。

他们几乎没有在灵里的活动、尽功用；反而一切的活动都在心思里。所以我

们必须操练我们的灵，好终日歌唱。斯理约翰和斯理查理天天都歌唱。我们只

要每天歌唱半小时，我们的灵就会更刚强，召会的聚会也会更活、更有能力。聚

会对人就有冲击力和影响力，因为聚会中不断有东西涌流并满溢出来。正如诗篇

四十五篇所指明的，我们必须有这两样─涌出美辞和以丝弦音乐歌唱。我们若时

时时赞美、歌唱并洋溢，就能实化基督的死与复活，并被神充满成为真正的象

牙宫。我们会有金，神圣的性情，作到我们里面。我们必须找到释放灵、使灵

得自由的路，使我们的灵主动、活泼并刚强。我们的魂太刚强，灵却太迟钝。

我们太过注意体与魂，却忽略了灵。我们若操练我们的灵，主就得以自由，因

为如今主乃是那灵，在我们的灵里。所以，我们必须学习藉这唱诗来祷告赞美，

这会使我们的灵得着真正的拯救、自由和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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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不销灭那灵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圣经用许多象征来描绘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活水就是其中之一。圣灵在我们

里面不断的涌流，如同活水的众江河。圣灵的另一个象征，乃是不断烧着的火。

我们必须有那灵在我们里面涌流与焚烧。 
 
 

灭火的方法有好几种，一种是切断空气的供应、气流。如果没有气流，火就无

法燃烧起来。火焰燃烧要靠气流。例如，假设火炉里有火，我们若关闭火炉的

烟囱，并关上所有的门窗，气流会被阻断，火就熄灭了。我们若要火完全燃烧

起来，必须打开烟囱和门窗，火才能自由的燃烧，因为有气流，就是空气的流

通。同样的，那灵的焚烧需要属灵的气流。我们若不提供气流给那灵，他就不

可能在我们里面焚烧起来。 
 
 

事实上，圣灵始终在我们里面焚烧着，但在我们的经历中，那灵可能不是经常焚

烧着。这是由于我们常常关闭了我们这人所有的通道，阻断了气流，销灭了那灵。

这是一件非常简单，却非常重要的事。拥有许多知识，却缺少内里那灵的焚烧，

乃是枉然。最好是要单纯，要焚烧起来，让圣灵在我们里面焚烧。 
 
 
 

 

那灵的焚烧比知识更重要 
 

 

今天我们的难处是缺少那灵在我们里面焚烧。我们基督徒如此死沉、沉睡、软

弱、冷淡和被动，乃是因为火没有在我们里面焚烧起来。我们必须敞开我们这

个人，让气流进来，好使那灵在我们里面焚烧。我们不需要更多知识，反而应

该让知识过去，只要单纯并火热。年轻时，主时常在我里面焚烧。结果，我天

天都是焚烧的。虽然当时没有像我们今天所有的聚会和帮助，但主的恩典在我

身上，我不必奋或挣扎以胜过属世的事物，因为我里面有火在焚烧。 

 

 

 

http://www.rucoc.com/Selbooks/WitnessLeeCollection/1963/25/3.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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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段时间以后，我受带领寻求圣经的知识。超过五年之久，我日复一日，

只用心思阅读并研究圣经。我参加查经班，从其中接受很多的知识。我读了许

多书籍和文章，学到了许多事，像但以理九章末了的七十个七。然而，我越这

样研读圣经，越变得死沉。至终，那灵的流停止了，火熄灭了。属灵上，我是

死沉的，在我里面没有涌流或焚烧。藉这主的帮助，我领悟我走的路是错的。

有一天，我下定决心并告诉主：主，我错了。我要放弃这种研读，而到你面前

接触你、向你祷告。从那天起，我放弃了我的研读，不再去查经班。反而每天

清早到我家附近一座小山的山顶上。上山时，我祷告，将自己向主敞开，并将

自己献给他。从我开始这样作的那天起，我里面那灵的涌流与焚烧就恢复了，

在我里面有个东西再度涌流并焚烧起来。身为基督徒，这火必须在我们里面焚

烧。 

 

作基督徒不是仅仅有些知识。知识若离了基督活的人位，就会杀死我们，并要

一直杀死我们。我越在这个国家旅行，越发现基督教里有太多道理的知识。有

好的道理、坏的道理、属灵的道理、和其他的道理；但不论它们是好是坏，徒

有道理和知识不能帮助人，反而会破坏并杀死人。圣经不是一本只有道理或知

识的书，圣经乃是活的话。它不是知识树，而是生命树。然而，我们常用错误

的方式支取圣经，把它当作知识，而不当作生命。 
 

我们如何用生命的方式支取圣经？我们读圣经时，应该操练我们的灵，将这话接

受进来，而不是只运用心思来了解它。我们需要祷告我们所读、所明白、所领悟

的话，好将其消化。我们读经五分钟以后，最好祷告十分钟；不是祷告各式各样

的事，而是祷告我们所读的。我们应该祷告我们所读的，用我们所读的来祷告，

祷告以消化我们所读的。然后我们就会领悟圣经不是一本知识的书，而是一本满

了生命和生命供应的书。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从神口里所出的话，对我们的灵是

食物，是我们应该接受并凭以活的元素。然而，我们大多数人使用圣经的方法都

不对，把它当作一本知识的书，用来发展我们的心思。许多基督徒接受了太多的

知识，以致于他们很难被话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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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学知，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和祷告，过于阅读和研读。在这事上，我

有过许多经历，也知道其困难。许多时候当我们正研读圣经时，很难停下来祷告。

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在祷告中读经，在读经中祷告。我们必须使我们的读经成为

我们的祷告，并使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读经。至终，我们是在读经或祷告都无

妨，因为我们的读经和祷告调和在一起。而且，我们也不需要形式化的祷告，我

们能彀简单的、自然而然的同时读经并祷告。我们应该操练我们的灵，而不是操

练我们的心思。 

 

我们不仅必须祷告，也要感谢主、赞美他，并在主里喜乐。这样作就是打开我们的

口，我们的烟囱。我们必须打开烟囱，而不是使它关闭，以致阻断气流。当我们开

口而喜乐，藉此揭去烟囱的盖子，我们就使那灵焚烧起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

该形式化的读，乃该喜乐的读，藉此挪去盖子、打开烟囱，让空气进来。然后，火

就会焚烧起来。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甚至应该读到癫狂。保罗在林后五章十三节

说，因我们或是癫狂，乃是向神；或是谨守，乃是为着你们。在人面前我们应该

谨守；但在神面前，在他的同在中，我们必须癫狂。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从我们

的己得释放。我们若从未在神前癫狂，就是不太正常的基督徒。我们需要开口喜

乐歌唱，以得着释放。 

 

我们必须学习如何释放灵。释放灵这件事与喜乐、祷告、感谢主和赞美很有关系。

在帖前五章十六至十九节保罗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

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对你们的旨意。不要销灭那灵。这短短的一段话题到四件事：

喜乐、祷告、谢恩、不销灭那灵。从这段话中可以清楚看见，不销灭那灵这件事

与另外三件事─喜乐、祷告和谢恩─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若不喜乐、祷告或感谢

主，就必定会销灭那灵。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喜乐、祷告、感谢并赞美，才不会

销灭那灵。这虽然很简单，却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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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常阻断了气流而销灭那灵，因为我们的灵和心思一直是关闭的。我们若单

纯的敞开自己，气流就会进来，圣灵就会焚烧起来。敞开我们这人的路很简单，

就是喜乐、祷告、感谢和赞美。有的人也许说他们没有恩典敞开，如果他们有恩

典，他们就会敞开了。这是不对的。我们自己必须敞开全人，让空气进来。我们

若让空气进来，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焚烧起来。 

 

我们需要单纯并敞开 

 

今天在基督教里有两种人：一面，有属世、退后，对主无心的信徒。他们对属灵的

事和主的事漠不关心，冷淡的来聚会。显然，这种人很难敞开他们自己。另一面，

有所谓属灵的信徒，他们常常太属灵了，以致关闭他们自己。因此，退后的信徒

与属灵的信徒都关闭自己，以致气流没有通道或入口，结果，他们里面就没有那

灵的焚烧。我们不该以为自己比退后的信徒好。我们不该认为他们没有看见过异

象，而我们有。我们不该以为自己很属灵，或以为自己比别人高。反之，我们应

该揭去我们这人的遮蔽，让气流进来，并让圣灵焚烧。我们应该单纯并敞开，如

同小孩子。举例来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该祷告得太属灵；反之，我们祷告该

如同孩子。作为寻求主的基督徒，我们急切的需要乃是敞开自己，使自己单纯，

并除去一切遮蔽，使那灵能通过我们，并在我们里面焚烧起来。 

 

我们在一起聚会聚得越久，越容易变得形式化；我们越形式化，就越销灭那灵。

我们在聚会中一形式化，人人就会谨慎而不敞开，没有一个人敢开口。我们必须

突破这个障碍，忘掉一切，而使我们的聚会简单。我们来聚会时，应该像刚得救

时一样。我们里面该是新鲜的，应当毫无老旧，一切都该是新的。除此之外，我

们在聚会中还必须顾到别人。所有神的儿女都该来聚会，也都能自由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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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祷告得太属灵，就会吓到那些不习惯开口的人，和那些害怕自己达不到我

们标准的人。有时候在聚会里，比较属灵的弟兄说话时，圣徒们才说阿们；但是年

幼的圣徒分享时，他们却不阿们。这显示出他们偏爱属灵的人。然而，属灵的人不

需要再受更多鼓励，因为他们已经彀放胆了；反之，年幼的圣徒是软弱、胆怯的，

需要我们的鼓励。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应当说阿们，来鼓励他们。 

 

我们不该使聚会太属灵，因为这样会杀死聚会。弟兄们越属灵就越死沉，聚会也

越死沉。我们必须忘掉属灵，只要单纯而敞开。我们必须竭力不去明白属灵、基

督教、知识、道理或任何其他的事。我们应该只知道敞开自己、单纯、赞美主、

并除去遮蔽，好让空气流进来，使那灵得以焚烧。在我们的聚会中，必须有真正

的焚烧。我们的祷告该如同孩子，好叫别人也受激励而祷告。如果我们像小孩子

一样，我们的聚会就会是简单、自由、并敞开的。我们的聚会必须使人得自由、

得释放，而不是捆绑他们。每当人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们应该觉得他们得着释

放、得了自由。为此我们需要那灵的焚烧。 
 
 
 

这件事主要在于负责和领头的弟兄们，那些在召会中带领的人必须顾到这责任。

如果他们不顾到这些事，聚会的灵就会常常被销灭。负责弟兄们必须带头敞开

自己，打破形式的拦阻，忘掉属灵的规则和规条，甚至忘掉属灵。他们必须领

悟，我们别无所要，只要在那灵里的基督。今天我们的需要不是更多的知识，

乃是在灵里。如果我们里面有圣灵的焚烧，我们就会有能力、冲击力和权柄。

因此，让我们靠着主的怜悯、恩典和帮助，定意学习将自己敞开，好让空气进

来，使那灵得以在我们里面焚烧。按属灵说，要点火很容易；但要灭火也同样

简单。连一点小事，就如稍有疏忽或说些轻忽、不合式的话，都能销灭那灵的火。

当你要在炉中生火的时候，必须作点事来助燃。同样的，那灵需要我们在某些事

上合作，使他能焚烧起来；否则，他很难焚烧起来。我们若在说话、态度和处事上

松散随便，无论这些事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我们都会销灭那灵。因此，我们必

须谨慎，不随便或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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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聚会里和日常生活中，常常有感觉要祷告，但我们没有顺从这个感觉。甚至 
 
这样一点的不顺服，就会销灭那灵。然而，我们若顺从这个感觉而祷告，那灵就会 
 
焚烧起来。如果你是一位姊妹，正在厨房洗碗，你一有感觉要祷告，就应该立刻祷 
 
告。你不必停止洗碗，可以一边洗碗、一边祷告。然而，你若有负担停下洗碗去祷 
 
告，你可以停下来，跪在厨房里祷告，不需要去别的地方祷告。 
 
 

闲谈也会销灭那灵。没有一件事比闲谈更销灭那灵。我们必须领悟，每当我们

与人闲谈，就是在销灭那灵。身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完全弃绝我们的闲谈。我

们或许以为这些事情琐碎又无关紧要；然而，它们的确很重要，因为它们决定

了那灵是会焚烧起来，还是会被销灭。如果我们将闲谈转为祷告，那灵就会焚

烧起来。开玩笑也会熄灭那灵，我们若讲太多笑话，就会销灭那灵。这意思不

是说，我们必须一直谨守形式或有官样作风。然而我们不该开玩笑，因为我们

的开玩笑，不会有助于那灵的焚烧，只会销灭那灵。 
 
 

我们到主面前祷告的时候，不该考虑、思考要祷告甚么，因为这也会销灭那灵。

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应该忘掉一切，而以自动、自然、活的方式祷告。我们越

这样祷告，就越有那灵的涌流与焚烧。我们必须留意这一切小事，因为这些事会

销灭那灵。我们若留心这些事，就会成为经常焚烧的人。基本的点乃是，我们必

须学习藉这喜乐、不住的祷告与凡事谢恩，将自己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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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操练我们的灵以彰显神  
 

上一篇   回目錄    
 

 

以弗所四章六节说，一位众人的神与父，就是那超越众人，贯彻众人，也在众

人之内的。超越众人、贯彻众人和在众人之内这几个辞虽然非常简短、简单，

却包含了神与人之关系的秘诀和奥秘。神不仅超越我们，还贯彻我们，并在我

们之内，好使他得着彰显、显大、荣耀并展示。我们必须领悟，这三个辞有一

特别的次序。凡是思考过、并且相信有神的人，都知道神超越地上的人。毫无

疑问，神超越我们众人。然而，很少人想过神是贯彻我们，并且正透过我们而

作事。此外，我们这些基督徒知道并经历神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而言，神不仅

超越我们并贯彻我们，他更在我们之内，住在我们里面，并将他自己与我们调

和，为着他的彰显、显出、展示与荣耀。我们受造乃是为着神，为着完成他的

定旨，就是我们要盛装他并彰显他。 
 
 

我们需要在神定旨的光中来读圣经，神的定旨乃是要藉这人性彰显他自己。然后，

我们就会明白，虽然神是看不见的、隐藏的，是一位经常自隐的神，他却渴望藉这

人显大并彰显他自己。惟有藉这人性，神才能被看见。约翰一章十八节可以证明这

点，这一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神没

有藉这自己，或在自己里面彰显他自己；他只藉这人，并在人里面彰显他自己。虽

然我不明白为何这是神的渴望，但我的确知道这就是神心头的愿望。 
 

 

要说明这件事，我们可以思想灯泡这例子。灯泡惟一的功用就是照明，别无其他 
 
用途。如果灯泡不联于电力插座，使它能发光，它就毫无意义且没有用处。因为 
 
灯泡被制造，目的就是为着容纳并彰显光。不仅如此，电不能藉由本身得着彰显 
 
；电要得着彰显，就需要特别为着彰显电而被造的灯泡。同样的，神从来不自 
 
 
 
 
 

 

http://www.rucoc.com/Selbooks/WitnessLeeCollection/1963/25/4.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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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彰显自己。他需要一些灯泡，就是为着彰显他而被造的人。我们必须领

悟，我们被造乃是为着这个目的。我们是器皿和容器，不为着别的，只为

着接受、盛装并彰显神。我们是人，必须知道自己是甚么、有甚么用处。

我们可能领悟，我们基督徒乃是圣徒、信徒、甚至是主的仆人和他的儿女。

然而，我们可能从未想过，我们是神的容器和器皿，我们受造，目的乃是

专特为了盛装并彰显神；就像灯泡的被造，是专特为着盛装并彰显光。我

们必须领悟，神超越我们、贯彻我们、在我们之内，并且他居住在我们里

面，住留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必须是容器，好盛装并彰显他。 
 
 
 

我们也必须领悟，我们作容器彰显神惟一的路，乃是藉这操练并释放我们的灵，因

为今天神是灵，而且这神圣的灵是在我们人的灵里。许多已经得救、蒙救赎、并得

重生的基督徒，不知道他们有人的灵。有的基督徒相信灵与魂是同义辞，另有人说

灵和心是一样的。然而，我们若要领悟属灵的事，要明白神的秘密和奥秘，就必须

认识我们有灵。我们若不知道我们有胃，因此从不操练并运用我们的胃，我们的身

体就不可能长大。为要长大，我们必须天天运用并操练我们的胃，好摄取并消化食

物。为着我们的生长，神特别为我们创造了胃，使我们能将食物接受进来。同样的

原则，我们里面有一个器官，叫作人的灵，是神为使我们接受他而创造的。 
 

 

我们物质的身体是由许多不同的器官所组成，非常复杂。尤其我们有专特的器官， 
 
给我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五种感官。这些器官就是我们的眼睛、耳朵 
 
、鼻子、嘴巴和身体。如果你在聚会中试用眼睛来听信息，你不会相信有人在说话 
 
，因为你用了错的器官来实化声音。如果有人给你看不同颜色的物品，而你试用 
 
耳朵去听颜色，你不会相信有那些颜色，因为你用错了器官。假如房间里有种 
 
气味，但是你因为感冒，鼻子不通，就感觉不到气味了。你无法看见、触摸或 
 
听到气味，只有你的鼻子能闻到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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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原则乃是：你需要用正确的器官，才能实化某件事。你不能用耳朵来实化颜色 

 
，也无法用舌头来实化声音。同样的，神是灵；他的本质是属灵的。他是如此的真 

 
实，但是我们若不运用正确的器官来实化他，他对我们就不是真实的。然神的本质 

 
是属灵的，我们就必须运用属灵的器官─我们人的灵─来实化他。神为我们创造了 
 

耳朵，使我们能彀实化声音；他为我们创造了眼睛，使我们能彀实化看得见的事物。

神更为我们造了灵。因此，除了我们物质身体的五种感官以外，我们还有属灵的

感官，我们灵的感官。我们的灵不同于我们的心或心思。我们的灵是我们用以感

觉、接受、盛装并彰显神的器官。一旦我们领悟我们有人的灵，就能找到神，因

为神今天是在我们的灵里。就一面来说，基督已经升天并被高举到诸天之上；但

就另一面来说，是灵的主基督，乃是在我们的灵里。 
 
 

我们彰显并显大神的路，乃是敞开并释放我们的灵。神已经将他自己交托给我

们的灵，所以我们若释放我们的灵，在我们灵里的神就自动得着释放。举例来

说，假设我在一位弟兄手上放了一把钥匙，如果这位弟兄的手紧握不张开，手

成了钥匙的监牢，钥匙就无法得着释放。只要他紧握钥匙，就没有人看得见那

把钥匙，钥匙也无法得着释放。然而，一旦他松开手，钥匙就得着释放。他不

需要操练手臂、腿、脚、头，或者他身上任何其他部分。他只须松开手，钥匙

就得着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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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如今神在我们的灵里，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当我们的心思与口张开时，我 
 
们的灵仍是关闭的。当我们来在一起聚会的时候，知道如何操练我们的口，却不知 
 
道如何操练我们的灵。结果我们的口是张开的，主动活跃的闲聊、谈论别人的事； 
 
我们的灵却是关闭的。然后当有人题议：我们来祷告，每个人就都闭上口。这就是 
 
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操练我们的灵。如果我们活在主里面，在他面前行事为人，我 
 
们一听见闲聊或虚空的谈论，就会闭上我们的嘴。不仅如此，我们若有机会能荣耀 
 
、高举并彰显主，我们就会祷告、唱诗并释放我们的灵。 
 
 
 
 
 
 
我惟一的负担，乃是让主给我们深刻的印象，作为寻求主的基督徒，我们必须 
 
领悟，我们与主之间关系的秘诀与奥秘，就在于操练我们的灵。我们必须敞开 
 
我们的灵、操练并运用灵。最能帮助我们操练灵的路乃是祷告，然而有时候唱 
 
诗更好。我们可以大声唱一些短诗，就如一首副歌；或者我们可以小声唱一些 
 
长的诗歌，就如一篇诗章。以弗所五章十九节与歌罗西三章十六节都题到诗章 
 
、颂辞和灵歌。就长度而言，诗章是最长的，颂辞是较短的，而灵歌是最短的 
 
，如同诗歌中的副歌。许多时候我们应当在聚会中用我们的灵、并从我们的灵 
 
中，唱出一首短的副歌。 
 
 
 
 
 
 
我们各人都应该背一些副歌，好能随时在我们的灵里，并用我们的灵来唱。年轻人 
 
要运动的时候，经常打篮球、打棒球或踢足球，那是他们锻炼身体最好的路。然而 
 
，他们要打球，就需要一颗球。同样的，操练我们的灵，最好的路是唱诗歌；但我 
 
们需要一颗球。我们里面需要有一些副歌，好使我们随时都能唱。然后，我们必须 
 
操练唱诗歌,不仅从我们的口,更从我们的灵,并在我们的灵里来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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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们正准备编辑一本诗歌。主若愿意，如果他兴起一些圣徒，写一些

关于以弗所书的诗歌，或许一章写一首，那将是很好的。那么当圣徒们来在

一起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些诗歌唱整卷以弗所书。除此之外，如果有关于罗

马八章及歌罗西一章的诗歌，那将会很美妙。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唱旧约的诗

篇，但是那达不到新约的标准。很少有人用新约的启示来写诗歌。 
 
 
 

我们必须学习唱诗，因为我们越唱，就越从心思里出来，越忘掉我们的环境。我们越

唱诗，就越在灵里，我们的灵也越敞开并释放。这不是我的观念或看法，这乃是圣灵

的思想，也是使徒保罗的思想。在以弗所五章十八至十九节，保罗说我们要在灵里被

充满，藉这唱诗彼此对说。我们若用诗章、颂辞或灵歌彼此对说，我们的灵就得着操

练，那灵就得以出来。我们不该以注重音乐的方式唱诗，乃该以属灵的方式来唱。我

们应该忘掉音乐、节拍和押韵。我不是音乐家，也不是专业歌者，我不能唱得那么好；

然而，无论我唱得好不好，我都必须歌唱。我们必须学习藉这唱诗来赞美主。我们需

要诵读、研读、并且能背一些诗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街上或车上唱诗。这件事不仅

启示在新约圣经里，也启示在旧约圣经里。在旧约里，当以色列人来在一起敬拜神的

时候，他们在往锡安的路上唱诗。如果我们在赴会的途中，就在车上唱诗，聚会将会

在诸天之上。我们必须学习藉这唱诗，操练并敞开我们的灵。 
 
 
 
我们必须领悟，神向我们的心意和定旨，并不是要我们为他作甚么，而是要我们作 
 
器皿以盛装并彰显他。只要我们盛装并彰显神，我们就是在正确的光景中。今天许 
 
多基督徒谈论得胜或胜过罪；然而，我们绝不能藉这专注于胜过罪而胜过罪。我们 
 
若忘掉罪，反而时时歌唱赞美，我们就会在诸天之上，罪就不能摸着我们，我们就 
 
能胜过罪。许多人寻求明白主的心意和旨意；然而，我们如果唱诗歌，我们的灵 
 

里就会清楚主的旨意。基督徒所该走正确的路，乃是操练灵、接触神、接受主并 

 

彰显他。我们有了这个，就有一切，包括胜过世界、罪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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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定旨乃是要我们彰显他。让我们忘掉一切其他的事，单单学习如何藉这祷告 
 
、赞美和唱诗来操练我们的灵。我们若如此行，那灵，就是主自己，会自动从我 
 
们的灵里得着释放。这样，我们就会天天长大，并藉这我们心思的更新而被变化 
 
。我们不是藉这教训、道理或知识而长大，乃是藉这操练灵。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如 
 
何操练我们的灵，使我们得以不断长大，经历、享受并有分于基督。我们若这样作， 
 
就会随时在他里面。这就是住在主里面的意义。本篇信息不是教训或道理，而是像一 
 
张地图，指示我们开车的路。如果我们不开车，地图就没有用；但我们若开始驾车， 
 
地图会很有用。我们必须学习藉这祷告、赞美和唱诗，操练我们的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