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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哥林多书中的生命与建造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九节，二十三至二十四节, 三十节，二章六至七节，十四

节, 十节，三章一节, 九至十三节，六童十七节，十九节，十章三至四节, 十二童十三

节, 三节, 十五章四十五节，哥林多后书一章八至九节，十二章七至九节, 十三章十四

节。 

 

在本章里，我们要来看哥林多书中的生命与建造。研究哥林多前书的基督徒主要有三突：

基要派基督徒、灵恩派基督徒、以及弟兄会。虽然这些基督徒的确从主得着一些亮光，

但就着生命与建造来说，保罗给哥林多人的两封书信从未向主的儿女充分的开启。 

 

弟兄会与灵恩派教师 

我年轻时读过一些由弟兄会教师,所写论到哥林多前书的书籍。这些教师说，哥林多前书

涵盖了召会中的十大难处:分裂'（�10〜四 21、）淫乱、（五 1〜13'）信徒间的诉讼'

（六 1-11）滥用自由、（12〜20、）婚姻生活、（七卜 40、）吃祭偶像之物、（八 1〜

十一 1、）蒙头、（2〜16'）主的晚餐、（17-34'）属灵的恩赐、（十二 1〜十四 40、）

和复活的事。（十五 1~58。）这些弟兄会教师也针对这一切难处提出解答。 

 

说到哥林多前书，灵恩派教师强调属灵恩赐的表显，特别是说方言。整本新约中，唯一

一卷清楚讲到说方言的书，就说方言。然而，十八节不是保罗这句话的结束。十九节是

哥林多前书。但在这卷书的十六章里，只有十二章和十四章这两章专讲恩赐，包括说方

言。即使这卷书只有一小部分论到说方言，灵恩派弟兄们却强调这事到极点。严格的说，

那两章讲到说方言，乃是消极的予以平衡，因为哥林多人就像今天的灵恩派，误用了这

恩赐。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是要调整、改正并平衡他们。在十四章十八节保罗说，'我感谢

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许多炅恩派信徒引用本节为证，说保罗鼓励信徒说，’

但在召会中，我宁愿用我的心思说五句话，可以教导人，强如用方言说万句话。’本节

开头的’但’指明，在说方言之外还有别的。十九节其余的部分，乃是对滥用说方言这

项恩赐的哥林多人平衡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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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哥林多前书的先决条件 

联于由那些从世界被召出来并在三一神里被圣别的人, 所组成的地

方召会 

林前一章二节说，’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召会。’这指明这封书信不是单写给个别的基

督徒，乃是写给召会。不但如此，’在哥林多神的召会’指在一个地方确定的召会。二

节继续说，'就是给在基督耶稣里被圣别，蒙召的圣徒。’在一个地方的召会，或一个地

方召会，是由被圣别的人和蒙召的圣徒所组成。’蒙召的’指我们从世界被召出来，而’

圣别的’指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被圣别，就是我们在三一神里被圣别。所以，所有的信徒

都已从世界被召出来，并且在三一神里被圣别。 

 

二节继续说，’同着所有在各处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祂是他们的，也是我们

的。’用介系词’同着’（不是’和’）指明：（一）一个地方召会，如在哥林多的召

会，是单由那地方的信徒组成的，不是由各处所有的信徒组成的；（二）本书信不是仅

仅为着在哥林多那一地的召会，更是为着在各处所有的信徒。本书是为着任何时间或任

何地方的所有信徒。 

 

保罗是写信给在哥林多的召会，这指明我们若渴望接受并领会这封书信，就要在真实的

地方召会里。这给我们地位领会这封书信。我们不该认为地位是小事。我们的地位影响

我们的视野。（参厓一 12。）我若寻找某人, 却背向那人站立，即使他比其他所有在我

视野中的东西离我更近，我仍看不见那人。这说明我们地位的重要性。我们若不联于一

处地方召会，就没有正确的地位领会哥林多前书。 

 

作呼求主名的人 

'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这辞很重要。已过十年我们一直强调呼求主名。呼求主

名与祷告不同；祷告也许是静默的。在诸如行传二章二十一节、七章五十九至六十节和

罗马十章十二至十四节里译为’呼求’的辞，原文是由'在...上'和’（按名）呼叫’所

组成，意思是以听得见的声音呼叫，甚至大声呼喊或喊叫。因此，呼求主名就是以听得

见的声音按名呼叫祂。 

 



哥林多前书是写给呼求主名之人的。任何人若不呼求主以接触祂，就无法领受这封书信。

照着一章二节，我们要领会哥林多前书，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联于地方召会，第

二是作呼求主名的人。所有在主里的信徒都该是呼求祂的人。（徒九 14，21，二二 16。）

当我们联于地方召会，并呼求主名一’哦，主耶稣！’一这封书信里许多事对我们就变

得清楚了。 

 

哥林多前书是一卷论到享受基督的书信 

基督是信徒的分 

林前一章二节总结于：’祂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基督属于所有的

信徒；祂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基督是我们的分、基业和享受。（西一 12。） 

 

信徒蒙召进入神儿子的交通 

林前一章九节说，’神是信实的，你们乃是为祂所召，进入了祂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交通。’以弗所书也说到我们蒙召，但没有说到我们蒙召进入了什么。（一 18，四 1，

4。）哥林多前书强调呼召的事。在一章二节信徒是蒙召呼求主的圣徒。换句话说，神以

一个普遍的呼召呼召了我们，使我们呼求祂。九节说我们蒙召进入了神儿子的交通。蒙

召进入了神儿子的交通，含示一种享受，这种享受乃是彼此接触的结果。我们接触主耶

稣，祂也接触我们。借这彼此的接触，我们有分于祂作我们的供应和享受；这就是交通。

因此，我们蒙召进入了耶稣基督的交通。九节用过去式，指明我们的蒙召是完成的事实。 

 

我们蒙召进入了神儿子的交通，有分于神的儿子。在九节保罗用了一个特别的名称一’

祂儿子’。似乎他说’你们乃是为祂所召，进入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就够了；但

保罗也许是用’祂儿子’这名称来指明，我们乃是在子里才能有对神的孚受。父神是赐

与者，而子神是恩赐。（赛九 6，约三 16）神已将祂儿子赐与我们，给我们享受并有分。

换句话说，神已在子里将祂自己赐给我们，作我们的享受。 

 

 

 



借着呼求基督享受祂 

保罗以呼求主名这事作这封书信的开头，并指出我们已蒙召进入神儿子的交通，这意思

是这卷书告诉我们如何享受基督。包罗万有的基督是所有信徒的分。我们都已蒙召进入

了这样一个神圣恩赐一神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的交通；要享受祂作我们的分，路

乃是借着呼求祂。（参罗十 12）哥林多前书不是一卷论到说方言的书，乃是一卷论到享

受基督的书。它表明基督作为神的儿子，乃是父神所赐与的恩赐，作我们的分，给我们

享受，并且进一步表明，享受祂的路就是呼求：’哦，主耶稣。’要有分于祂作我们的

分，路就在于呼求祂。 

 

基督是信徒的分, 在任何时候都是他们的一切 

一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说，’我们却是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对犹太人为绊脚石，对外

邦人为愚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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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运作或完成任何事，都需要能力作资本，智慧作方法。基督对我们既是能

力又是智慧，意思是说，基督作我们的分，对我们乃是一切。 

 

二十六节说，’弟兄们，你们看你们蒙召的。’这里又提起我们的蒙召。三十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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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已将我们摆在基督里，并使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基督作为从神给我们的智慧，乃是

包罗万有的；祂包括公义为着我们的已往，圣别为着我们的现在，和救赎为着我们的将

来。凡我们过去的所是所作，都已被基督作我们的公义所对付；凡我们今天的所是所作，

都要被基督作我们的圣别所顾到；凡我们将来的所是所作，都将被基督作我们的救赎所

顾到。 

 

因此，为着已往，基督是我们的公义；为着现在，祂是我们的圣别；为着将来，祂是我

们的救赎。这就是说，基督在每种情况下，在任何时候都是我们的一切。今天我们是在

这样一位包罗万有的基督里，并且借着呼求祂的名享受祂。正如我们要呼吸空气，我们

也需要借着呼求主吸入祂。照着哀歌三章五十五至五十六节，呼求主名乃是我们属灵的

呼吸。 

 



基督是神在万世以前, 为使信徒得荣耀所预定的智慧 

林前二章六至七节说，’在长成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代的智慧，也不是

这世代有权有位正被废掉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中的智慧，

就是神在万世以前，为使我们得荣耀所预定的。’这里的’智慧’指基督，如一章里所

启示的。因此，保罗所指的智慧就是基督。基督是我们隐藏的智慧，是神奥秘中的智慧。

祂是神为使我们得荣耀所预先命定的智慧。 

 

神深奥的事作信徒的分 

二章十四节说，’属魂的人不领受神的灵的事。’属魂的人是对他的灵一无所知的人，

是时时活在心思里并照着心思的人。（参弗四 17，）神的灵的事乃是神深奥的事»就是林

前二章十节所提'神的深奥’，这节说，’那灵参透万事，甚至神的深奥也参透了。’神

深奥的事指基督所是的丰富作我们的分，这些事是’神为爱祂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

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9。）这些深奥的事包括基督作我们的

公义、圣别和救赎。 

 

作属灵的人以享受神深奥的事 

看得见的事不是深奥的事，乃是肤浅的事。唯有基督所是的项目是深奥的事。很可惜，

许多基督徒不知道基督是我们的公义、圣别和救赎。要知道这样深奥的事，我们必须是

属灵的人，就是活在灵中，照着灵行动并行事的人。（罗八 4。）林前二章表明，要享受

基督并有分于祂作我们的分，我们必须是活在炅中并与神的灵是一的属灵人。 

 

我们唯有在灵中且凭着神的炅，才能领悟并领略神深奥的事，就是基督之于我们所是的

一切丰富。三章一节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

当作属肉的，当作在基督里的婴孩。’这表明哥林多人不是属灵的人，乃是在基督里的

婴孩。婴孩是不够成熟的人；他们因为缺少在生命里长大，就需要用奶喂养。因此，保

罗必须用奶喂养哥林多人，而不是用干粮。（2。） 

 

 



生命的长大和变化为着神的建造 

在九节保罗说，’你们是神的耕地，神的建筑，’指明信徒是神的农场，神的耕地，为

着神的建造生长基督。在十至十二节他继续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典，好像一个智慧

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除了

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然而，若有人用金、银、

宝石，木、卓、禾拮，在这根基上建造°金、银、宝石这些材料指明变化。因此，林前

三章指明，作为神的耕地，神在新造里的农场，信徒需要在生命里长大，也需要被生命

变化，成为神建造的宝贵材料。要成为神正确的农场以生长基督，并且被建造起来作神

的建筑，我们就需要在生命里的长大和变化。 

 

与主联合好成为祂的居所 

六章十七节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与主联合成为一灵，需要两件

事：第一，神必须是炅，第二，我们必须有灵。我们若没有灵，或者神若不是灵，我们

就不可能与神联合成为一灵。然而，神是灵，而我们有灵；（约四 24，伯三二 8，帖前

五 23;）因此，我们能在我们的灵里与祂联合成为一炅。林前六章十九节说，’岂不知你

们的身体，就是在你们里面之圣灵的殿么？这圣炅是你们从神而得的。’这表明圣炅住

在我们的身体里，在我们被圣别并奉献的人里面。罗马十二章一节说到将我们的身体献

给神当作活祭，而在林前六章这里，这献上并奉献的身体被视为由圣灵内住之神的殿。

我们需要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在神是灵，我们有灵，并且这二炅已联合成为一灵这件事上。

至终，我们圣别并奉献给祂的全人一我们的灵、魂、体一将是祂的居所，祂的殿。 

 

基督是信徒的灵磐石、灵水和灵食, 给他们享受 

十章三至四节说，’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行的炅

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这里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的灵磐石、灵水和灵食。作为磐

石，祂是源头；作为水和食物，祂是我们的供应，作我们的滋养。今天我们需要喝基督

作我们的灵水，并享受基督作我们的灵食。不但如此，我们必须享受祂作我们的磐石，

我们生命供应的源头。我们可能竭尽头脑的领会力，仍无法明白基督，因为作我们食物

的基督是给我们享受的。正如食物和水主要是为着吃喝，基督作我们的灵食和灵水不是

给我们研究，乃是给我们享受。今天我们需要借着喝基督并吃基督而享受基督。 

 



信徒在那灵里受浸, 并且喝那灵 

十二章十三节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或自主的，都已经在一位

灵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且都得以喝一位灵。’本节用过去式指明，我们在一位灵里

受浸成为一个身体，乃是完成的事实。我们也得以喝，意思是我们被摆在喝一位炅的地

位上。一面，我们在那灵里受浸；另一面，我们得以喝这炅。我们在那灵里，我们也将

这炅喝到我们里面。借着这两道手续，我们就完全与那炅调和。这表明哥林多前书有力

的鼓励我们要与赐生命的炅是一。我们已在祂里面受浸，现今我们需要将祂接受到我们

里面，使祂和我们能彻底调和为一。 

 

借着呼求主而在那灵里 

三节说，’若不是在圣炅里，也没有人能说，主，耶稣！’因此，每当我们呼求：’主

耶稣，’我们就在那灵里。这是喝那灵的路。说’主耶稣’，就是呼求主。因此，喝主

的路就是呼求祂。我们呼求主耶稣的名，就被祂充满。 

 

基督是赐生命的灵给信徒享受 

十五章四十五节说，’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炅。’从一至十五章我们已经看见，基

督是我们的分，给我们享受。然而，我们也许希奇，基督如何能作我们的享受。十五章

四十五节是问题的解答。我们能享受基督，因为祂是赐生命的炅。作为赐生命的灵，基

督不但是成为肉体的一位，更是复活的一位。十五章论到复活，并且基督在复活里是赐

生命的灵。我们有灵，而祂是赐生命的灵；因此，我们能与祂联合成为一炅。 

借着将以上所有的点一起考量，我们就能说，哥林多前书启示神已呼召我们进入了祂儿

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使我们享受祂作我们包罗万有的分。享受祂的路就是呼求祂，

吸入祂这属天的气，这气将生命分赐到我们这人里面。不但如此，我们享受这样一位基

督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有人的灵，并且祂是赐生命的灵。因此，我们呼求祂，就不仅

接触祂，并且使目己与祂联合成为一灵。 

 

 

 



哥林多后书中的恩典 

借着苦难学习凭神的恩典而活 

在林后一章里，显著的事乃是苦难。八至九节说，’弟兄们，关于我们在亚西亚所遭迈

的患难，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就是我们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

绝了，自己里面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这

里保罗似乎说，他和与他一起的人遭迈苦难重压，过于他们的度量所能受。压迫太重，

以至于他们里面有个断定，有个反应，就是死。他们认为自己无法逃脱这么大的苦难，

只能死。因此，他们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然而，他们在绝望中领悟，神的定旨在

他们的苦难中得着完成。他们看见，神的定旨乃是要他们活着不再信靠自己，乃信靠神。

借着苦难，他们学习如何不凭他们天然的智慧，乃凭神的恩典而活，这恩典就是基督作

我们的分。 

 

享受基督作够用的恩典 

在十二章七至九节保罗说，’恐怕我因所得启示的超越，就过于高抬自己，所以有一根

刺，就是撒但的使者，加在我的肉体上，为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高抬自己。为这事，

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祂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

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极其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主对保罗

苦难的回应是，他该享受基督作他够用的恩典，以及在他软弱上的能力。恩典与交通十

三章十四节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T 哥林多

前书开始于交通，哥林多后书结束于交通。不但如此，恩典与交通并行。我们在神圣的

交通里，就享受基督作恩典。这就是有分于基督作我们每曰的分和享受，使我们长大、

变化、并与别人同被建造成为神的殿，就是祂的居所。 

 

 

 

 

 

 



第二章  说我们见证的话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 

 

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说，’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并因自己所见证的话。’弟

兄们，构成男孩子的得胜者，（5，）是因自己所见证的话胜过控告者。这指明关于如何

说自己所见证的话，我们需要有些学习。我们要学习说正确的话，不但直接击败仇敌撒

但，也间接击败我们的情况和周围的环境。最近，我收到一些报告，发觉一个事实：我

们当中有些弟兄，在好几件事上作他们的见证时，说话不正确，不智慧。这些报告指明，

关于如何说见证的话，我们需要一些学习。我们基督徒必须是说话的人；我们日夜都要

说话。然而，我们不但必须学如何说话，也必须学说正确的话。我们需要作活的见证人，

以正确、得胜且智慧的方式不住说话。 

 

对反对者说话 

我们与反对主恢复的人说话，不要在他们控告我们传异端时有强烈反应。相反的，我们

可以向他们作自己得救的见证，作为简单的回应。主若引导我们，我们可以对他们说到

我们听见福音以前的背景和罪恶的生活，以及主如何改变我们的人生。我们能向反对者

积极见证，我们如何相信并宝爱圣经，某些经文如何影响了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我们若

这样正确的说话，听的人就能领悟我们不是传异端，乃是在基督里的真信徒, 持守正确

的基督徒信仰。如果我们每逢有机会，就学习用正确和智慧的方式说话，一切关于我们

的谣言就会被吞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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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分辨力说话 

我们在工作场所，说话要有智慧。我们需要分辨我们说话的对象，并且要看对象来对他

们说话。人若没有得救，我们可以帮助他领悟自己是罪恶的，引导他相信主耶稣，并帮

助他认识圣经。他若是得救的人，我们就需要运用我们的分辨力，以断定他是否爱主，

是否已将自己奉献给主。我们不必教导他爱主，或奉献给主。反之，我们该采用见证的

方式；我们可以从自身的经历说起，告诉他，我们得救以仍然很属世，直到我们开始珍

赏主是何等可爱，至终我们将自己奉献给主。要学习如何说我们见证的话，这是其中一

方面。说话为要吸引人归向主, 并且将消极的 

 

说话转为见证的话 

倘若所有圣徒都说自己所见证的话，并分发小册和单张，我信我们会胜过并吞灭一切关

于主恢复的消极谣言。我们若知道在我们学校或工作场所有一些信徒，我们就该祷告，

求主给我们路，吸引那些信徒归向祂。他们被吸引归向主以后，我们就能对他们说见证

的话，说到我们如何从圣经中某些经文得到帮助。我们可以述说创世记一章一节，说，’

今天早晨，我从创世记一章头三个字一"起初神"一得着许多帮助。我领悟到，在我所行

的每件事上，神必须是我的起初。无论我是在购物或去那里，都必须由神开始。’这样

的见证会使他们更受吸引归向主。他们听见我们的见证以后，里面的渴望会被激起，想

听更多这样的话。对于要接近我们说消极话的人，我们该学习将消极的话转为积极的见

证。每当他们说一句，我们就能把他那一句接过来，向他们说我们见证的话。我们不要

争辩，为自己表白，否认、定罪或驳斥识证瓦说，但我们以故事的形式陈述另一人的见

证。许多人不喜欢听教训,他们较喜欢听故事。我们若能更有效的见证我们对基督的经历，

就会有更多的人领悟我们相信圣经，使用圣经，并且凭圣经而活。我们都需要学习如何

这祥说话° 

 

正如医生需要学习给每个病人对症下药，我们也需要学会如何正确的财每个人说话。我

们对一个人也许说这样的话，但对另一人我们也许要说不一样的话。要合式的积极进取，

我们需要智慧。没有智慧，我们可能在错误的事上积极进取。既然我们要在正确的事上

进取，就需要受训练，使我们能在对的时间，跟对的人，以对的方式说对的话。这样的

说话将是应时的话，借此我们不但会胜过仇敌撒但，也会胜过任何一种环境或情况。任

何事。我们只要说自己所见证的积极话。这样的见证会激发人的兴趣，并吸引他们归向

主。实际上，我们的见证比信息有效多了。 

 



第三章  神在祂恢复里当前的说话 

         上一篇  回目錄    

 

读经：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 

 

神拣选的地方和神说话的地方 

神在旧约里拣选的地方，就是圣殿建造的位置。在圣殿里有至圣所，并且至圣所里有见

证的柜，神是从见证的柜对祂的子民说话。（出二五 21-22。）这就是说，至圣所是神向

祂子民说话的地方，这也指明神所拣选独一的地方，必定有祂神圣的说话。今天主的恢

复是在一的立场上，这恢复就是神拣选的地方，并且这恢复必定有神说话的地方。宣告

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不是一件小事。这样的宣告需要有些证明。耶路撒冷是神拣选的地

方，其证明是圣殿同神的谕言位于那里。若是圣殿同神的说话不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

就不会是神拣选的独一地方。神拣选的独一地方，必须是有神神圣说话的地方。试验我

们是否在主的恢复里，在于我们有没有神的说话。 

 

主当前的恢复和祂当前的说话 

主在本世纪的恢复，开始于中国这个异教国家里的倪弟兄。今天我们若检视基督教图书

馆和书店中的许多书籍，就会看见，已过五十五年间在神的恢复以外少有祂的说话。这

不但表明神在祂的恢复里一直说话且仍在说话，也显示出传统基督教里的许多教训，是

主在祂恢复里说话的结果。在传统的基督教里，只是将主在祂的恢复里所说过的一些话’

重新料理’；没有新东西。 

 

主在祂恢复里说话的味道 

我进入主的恢复以前，在基督教里’重新料理’主所说过的话，这很合我的口味。但我

进入了主的恢复，就能将我在基督教里所有的，与主当前的说话比较。有七年半之久，

我是靠基督教里所能提供的得喂养，但我一进到主的恢复里，立刻尝到新的东西。这独

特的味道成了我将自己绝对投身于主的恢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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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在祂的恢复里说话的扩展 

我早年在这恢复里，倪弟兄的书还未译为英文，我们就有深刻的确信，主对我们所说的

一切乃是为着祂的身体。我们认为自己是主说话的注射点，也就是说，我们是主的身体

接受注射的部分，然后我们让注射的内容扩展到整个身体。有一次倪弟兄特别对我说，

他觉得有一天他的书会被译为其他语言。他也认为有些在中国作工的西方传教士，可能

会被主得着，为着祂的恢复，也可能带着他们一切对主的经历，回到他们的国家。今天

倪弟兄的书已被译为英文；并且在美国这个领头的基督教国家，没有一个职事像倪弟兄

在主恢复里的职事那样有效能。实际上，这职事成了地上向着所有基督徒最得胜的职事。

当然，基督徒接不接受倪弟兄关于召会的职事，是另一回事。 

 

神在祂的恢复里当前的说话,乃是为着祂所有的子民 

即使美国有为数最多的神学院，就着神的说话而言，这些神学院没有任何新东西。它们

所教授的，是神已往说话的结果。虽然我们不轻看神学院，但我们必须承认，甚至最好

的神学院都在教老旧的东西。这些老旧的东西也许有益处，但够不上时代，够不上神当

前说话的标准。我们必须看见，神当前的说话是在祂的恢复里。我接受负担为着主的恢

复留在美国时，与一些弟兄同住在洛杉矶。我私下告诉其中一位弟兄：我们所使用的一

切属灵辞汇和我们所供应的真理，迟早会被别人采用。有别的信徒采用这些话语是好的，

因为主的说话不是单单为着我们，乃是为着祂所有的子民。 

 

一九六三年，我在加州惠提尔（Whittier）说到变化。有位巡回传道人的妻子参加了我

们所有的聚会；同年稍后，那位传道人发表一分通函讲论变化，其中包含我们讲到变化

的摘要内容。他在通函里发表我们所说的，这并没有错。然而，他该说明出处，他却没

有这样作。类似的情况也发生于一九六四年。我在德州泰勒（Tyler）举行一次七天的特

会讲到变化，一位著名的传道人参加那次特会，并记下信息笔记。特会以后他请求我们

许可他翻译我们出版的’水流报’中的段落，用于一分阿根廷的基督教期刊。我回答说，

如果那分期刊是纯净的宣示真理，他就能取得我的许可。约两个月后，我回到泰勒，一

位弟兄交给我一本书，说，’这里有一本李常受写的书。’起初我回答，我没有出版任

何书，并指出封面上作者的名字是别人。后来，我查看书的内容就懂了，那位将书交给

我的弟兄所指的是，作者使用我两个月前的信息内容，当作他的来出版。那本书成了全

南美洲最著名的书之一。 

 



另有一次，纽约地区一位巡回传道人印发反对我们的传单。一段时间后他又出版一本书，

里面引用了许多本书，包括我们所出版的’神的经营’。然而，他在书中正确的指出各

段引文的著者，但他引用我的书却没有指明。此外，这人使用我们罗马书生命读经的信

息，出版一部罗马书研读，还宣布要在佛罗里达州举办一场希伯来书的生命读经，和另

一场启示录的研读。最近，橙县一个大型基督教团体的教师传讲神的经纶，他这样作的

同时，却又强烈的反对我们。在主的恢复来到美国以前，关于两棵树一生命树和知识树

一的中心信息没有向神的子民崖示出来。一九四六年, 我在上海开始释放关于这两棵树

的信息；我来到美国时，早期许多信息都与两棵树有关。在美国释放那些信息以后，好

几个团体，包括一些反对我们的，都开始使用那些关于两棵树的信息。一面，人反对我

们，但另一面，他们拿我们的信息，当作他们自己的来用。这说明了我们宣告自己是在

主的恢复里，不是一件小事。 

 

主的说话是我们在祂恢复里的证明 

我们若真在主的恢复里，就必定有主的说话，因为祂的恢复是祂拣选的独一地方。圣殿

同至圣所必是在神拣选的地方，因神从至圣所内约柜上的遮罪盖说话。我能见证主的说

话在这里，并且供应的炅证实主的说话。我们所说的内容，不是从人学来的。反之，我

们打开圣经，主就照耀在祂的话上。神圣的光照在话上并借着话照耀，乃是我们说话的

源头，并且听过我们的人能见证，多年来，主继续给我们新的亮光。主继续的说话是我

们在主的恢复里有力地证明。无论人是否反对我们或散播关于我们的谣言，我们都不灰

心。反之，我们很喜乐。只要我们继续站在这里，吹号并背负主的见证，我们就满足了。

这样的立场、吹号和见证，对所有的信徒，甚至对反对者，都有很大的影响。他们至终

会采用许多我们所教导并实行的事。别人也许反对我们，并散播关于我们的谣言，但我

们在吹号。我盼望我们的号声会越过越响亮，我们的见证会越过越刚强。我们在主的恢

复里是为着祂的见证。主的说话在这里，并旦我们需要借着大声吹号来回应，直到许多

人受主说话的影晌。我们不在意人是欢迎还是反财我们；只要他们受主说话的影晌，我

们就赞美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