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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关于召会生活中各种实行的交通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 二章二十二节，三章五节，四章二十三节，五章十八节, 

六章十八节, 三章十七节，十五至十六节, 五章二节，六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 提后一

章七节。 

 

在本章我们要交通关于召会生活中的各种实行，特别是关于邻居间的排聚会。 

 

关于邻近社区的排聚会 

邻近社区的排基本的需要，乃是需要操练彼此关切。林前十二章二十五节说，’免得身

体上有了分裂，总要肢体彼此同样相顾。’这里的’顾’，也可译为’关切’。这节经

文陈明两个主要的点：第一，在身体上不要有分裂；第二，身体的众肢体要彼此关切。

召会就像一个大家庭，很难期望召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对召会中的众肢体有同等水平的相

互关切。然而，一个家若是健康，其中比较成熟的成员就会对其他的成员有合式的关切。

正如家里的人是在不同的成长阶段；照样，排聚会中的人在成熟度上也各有不同。我们

不该期望我们排里所有的圣徒都有同样水平的成长。然而，在排里只要有少数圣徒对人

有真实的关切，主就能在那个排里往前。但我们需要有耐心，一周过一周持续地劳苦；

这样，大约半年以后，就会看见一些成长。 

 

我们在排里劳苦时，不该期望有快速的结果。正确的劳苦及其结果，不该产生蘑菇式的

生长，乃该有逐渐的长大。因我一生中接触医生，从来没有比我生肺病时，接触得那么

多。曾有两年多之久，我都在休养中。在患病期间，照顾我此，我有负担请大家在工作

上要有耐心。事实上，我们不该信赖任何快速出现的东西。例如，在我们排里一些冷淡

的圣徒，如果只在我们接触一次之后，就变得兴奋活泼，那很难叫人相信他们的活泼是

真实的。另一面，这些冷淡的人若经过数周不断地接触之后仍一无反应，我们可能会觉

得失望。这样的失望，指明我们不认识神圣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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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一位医生的弟兄，我从他学到很多；我病了，急切巴望要得医治。因此，我为难

我的医生，因为我总是期待第二天就会有逬步的迹象。每一次他都回应说，我的病不会

很快过去，并要我晓得我的情况会照着天然生命的律正常的进步。在那两年里，我是最

焦急的人，但我的焦急帮不上忙；反之，焦急使我的病情延长了三个多月。这说明我们

要照顾那些软弱而不常聚会的人，就需要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并对他们有耐心。 

 

在灵里并在爱里接触并照顾人 

我们接触并照顾人时，需要两个主要的东西：我们的灵和爱。在以弗所书里隐藏着两把

钥匙，就是人的灵和爱。（一 17，二 22，三 5，四 23，五 18，六 18，一 4，15，二 4，

三 17，19，四 2,15〜16,五 2,六 23〜24。） 

 

借着操练我们的灵, 接触并照顾人 

我们的心思和聪明算不得什么。我们越运用聪明，就越会得罪人。我们不必表现自己的

聪明，乃必须操练我们的灵。我们聪明的谈话会将门关闭，使赐生命之灵无法涌流；但

是当我们在灵里时，门就敞开，让赐生命的灵得以出入。我们必须常在灵里，从我们的

灵里行事说话。（罗八 4。）没有什么像我们的灵那样真诚、实际、真实、忠信并纯诚。

我们接触人最叫人感动的一面是纯诚。纯诚支持并印证我们的接触。因此，我们接触人

必须用我们所是里最纯诚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灵。事实上，我们接触人时，无论运用我

们所是的那一部分，都会挑动对方里面相等的部分。我们若在心思里接触人，他们就会

在心思里被挑动；我们若是忧伤的，就会影响他们，使他们也忧伤。我们接触人若只运

用心思或情感，就会使他们留在心思或情感的范围里，在这范围里无法为神成就什么事。 

 

神的救恩唯有在灵的范围里才能成就。当我们在灵里，赐生命的灵就能运行。我们不该

期望看见快的结果，反而需要学习一直留在灵里。然而，我们知道要在灵里是一回事，

而实际在灵里是另一回事。我们是在我们的灵以外出生、受训练、得栽培、并受教育而

行事为人。因此，我们要在灵里，就必须操练。因着我们习惯活在肉体里，并运用我们

的心思、情感和意志，所以我们若要操练并留在灵里，就必须实行并学习；这不是件容

易的事。我们接触并照顾人，很容易失望，因为我们可能没有领悟，真实的接触或照顾

人，完全是在灵里的事。我们已经指出，唯有在灵里，才能给赐生命的灵开门，让祂流

进别人里面。 



在爱里接触并照顾人 

我们接触并照顾人，必须在灵里并在爱里；爱无法描述，却能体会。甚至婴儿也对爱有

感觉；他们知道自己是否被爱。有些孩子有辨识力，知道谁最爱他们；他们有需要时，

就去找那位他们觉得最爱他们的人。这说明爱即使无法描述，却能体会。在灵里并在爱

里，与方法无关。我们若对人有真实的负担，就会到主前祷告：’主，教导我并加强我

一直留在灵里。主，为着建立邻近社区的排，求你使我留在灵里，并赐给我对人的爱。’

一面，爱是心的事，但另一面，爱的源头是我们的灵。（提后一 7。）我们绝无法把爱从

我们的灵分开。我们若在排里实行在灵里并在爱里接触人并照顾人，主会逐渐有路恢复

退后的人，并建立软弱的人。事实上，每个人都会被我们的灵和爱建立起来。 

 

有人可能争论说，他们不善言辞，也没有照顾人的恩赐；然而，我们不信靠这些。虽然

恩赐有其用处，但基督身体的建造主要不在于恩赐，乃在于众肢体各依其度量而尽功用。

以弗所四章十六节说，’本于祂，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

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

己建造起来。’在这节经文里，为了身体的长大及其在爱里的建造，并未提到属灵的恩

赐；反而强调身体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也就是在生命里的功能。 

 

我们留在灵里并在爱里接触人时，那接触会滋养他们，他们就会长大。我们不需要有恩

赐的属灵’大汉’；我们所需要的，乃是众圣徒得滋养并长大，使他们在生命里的功能

显明出来。不仅如此，真实的长大乃是经过一段长时间而有隐藏的生长。因此，我们需

要学习忍耐，留在灵里，并彼此相爱，我们帮助别人之后，若立即看见长大的明证，就

该领悟这种长大是有问题的。真实的长大通常并不明显，乃是隐藏、隐密的。因此，我

们必须放弃我们对于什么是生命长大的观念，而简单的留在灵里和爱里照顾人。我们若

这样劳苦，主会在圣徒长大的事上，作祂的那一分。我们无法作什么使别人长大；唯有

神能叫人生长。（林前三 6。）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西三 3;）照样，

我们的生长也隐藏在神里面，因为生长完全是生命的事。因此，我们只需要留在灵里并

涌流爱，好让圣灵在别人的灵里有机会运行。我们绝不可忘记，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

唯有爱建造人。（林前八 1。）我们若忠信的随主往前，一直在灵里并在爱里，不期望或

舄求作快速的工作，那些在我们排里的人就都会活过来。 

 

 



关于结果子 

按照自然律，树每年至少结一次果子。有些圣徒虽然努力结果子，却好几年没有结果子，

因而受搅扰。然而，我们需要领悟，我们是否结果子是次要的。我们主要该关切的，是

要领悟我们乃是葡萄树上的枝子。（约十五 5。）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就必定会按照

自然律，至少每年都结果子。基于我们是枝子的身分，以及我们必须结果子的原则，我

们就需要祷告，与主多有交涉，并与祂一同劳苦。 

 

结果子有两个基本的要求：殷勤并对人有心。一面，我们在结果子的事上，可能有心求

进步，却又不殷勤，反而懒情。另一面，我们可能殷动，却对人没有真实的关切。我们

若对人没有什么兴趣，就很难让这些人成为果子。事实上，结果子最紧要的条件乃是对

人有真实的兴趣和关切。我们若舄望领人归向基督，就必须先有祷告，求祂赐给我们对

人真实的关切。 

 

我们若有心结果子，就必须考量我们对人是否有真实的关切。不仅如此，我们需要考量，

如何带着负担，满有活力且在祷告中接触人。换句话说，在对人关切的事上，我们必须

与主办交涉，也必须找出接触人合式的路。我信我们若有关切，有合式的路，并有祷告，

我们每年至少会结一个果子。 

 

关于接触那些与召会没有正确关系的圣徒 

在本章我要提到三班与召会关系不正确的圣徒。第一班是犯罪的人，他们虽然受到召会

的警告并警戒，却习惯于活在粗鄙的罪中。对这样的人，召会应当割断与他们的交通，

直到他们悔改。（林前五。）在割断交通到恢复交通的期间，可视为在爱里的审判和管

教期，盼望那犯罪的人会悔改。（林后二 4~8。）一般而言，在那段期间，圣徒不该接触

那犯罪者。这完全是爱的事，好激动那些尚未悔改之人悔改；这似于父母在爱里管教儿

女。第二班与召会关系不正确的圣徒，是那些造成分立之事的人。罗马十六章十七节

说，’那些造成分立和绊跌之事，违反你们所学之教训的人，我恳求你们要留意，并要

避开他们。’提多书三章十节说，’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拒绝。’因此，

我们需要避开这些诽谤、造成分立、持异议态度的圣徒。我们不该接触这样的圣徒，因

为与他们接触就表示赞同他们分立、异议并诽谤的路，这会致使其他的人离开召会生活。 



第三班与召会笑系不正确的圣徒，是那些反财召会的人;这些人不同于异议者和分立者。

分立者狡猾的伪装成是为着召会，却诽谤弟兄姐妹；而反财者坦承他们是反对召会的。

我们向着反对者该保持爱的态度，我们该照着提后二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接触他们。这

两节经文说，’主的奴仆不该争竞，总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敦导，忍受苦害，用

温柔规劝那些抵挡的人；或许神烚他们悔改的心，得以认识真理。 

 

关于晨更 

我们实行在早晨个人或团体的花时间与主同在，我们称此为晨更；这种实行的用意，不

该是要研读以明白主的话。这样的研读固然有用，但不是晨更的目的。生命的路不是仅

仅明白主的话，乃是吃主的话°（耶一五 16, 约六 57，63, ）我们实行晨更，主要的点

乃是要操练灵，用圣经的话或职事信息的话祷告，借此来吃主。我们若正确的实行晨更，

就能吃主并得着滋荞。 

 

 

 

 

 

 

 

 

 

 

 

 

 

 



第二章  借着不住地接触基督而活祂 

          上一篇  回目錄     

读经：帖前五章十七至十八节, 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七节,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几章

十七节, 十二章十二至十三节，以弗所书三章二节，八节，歌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彼

得前书四章十节。 

 

不住地祷告 

帖前五章十七节说，’不住地祷告。’这话的意思是，正如我们不住地呼吸，我们也必

须不住地祷告。事实上，我们的祷告乃是我们的属灵呼吸。（哀三 55-56。）在人这一面

说，只有我们的呼吸是持续不断的；我们的吃、说话、行走、工作，以及所作的每一件

事，都能停顿一段时间；然而，我们的呼吸不可停止。今天我们的祷告，必须像我们不

断地呼吸一样。无论我们在何处，也无论我们的环境和光景如何，我们都必须祷告。 

 

关于祷告，在我们个人生活和团体生活之间，不该有何不同。一个宗教徒在聚会中的情

形，可能和他在家里或工作中所显的不同；他的宗教生活可能只是表演。然而，我们的

呼吸绝不能是表演。正如我们不断地呼吸，我们也需要不断地祷告。不住地祷告需要不

断地操练，直到我们养成习惯。一天只祷告三次，类似于一天只呼吸三次。正如我们需

要一直呼吸，我们也必须借着不住地祷告来接触主。 

 

遗憾的是，很少信徒不住地祷告。有些人可能与人闲谈，并参与属世的活动，之后又参

加基督徒的聚会；他们在聚会中所有的祷告都是表演。凡是只在聚会中，却不在聚会之

外实行的，都是一种表演。正如我们的呼吸随时随处都是一样的；照样，我们任何一种

属灵的实行，也该随处都是一致的。我们若只在聚集时才实行一件事，我们的聚集就是

在演给人看，而我们的实行也成了表演。我们在聚会中所作的可能是真的，但我们不习

惯在日常生活中实行真实的事。这就是我们的情形，因为我们受了传统背景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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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宗教的观念，每周要有一次敬拜神的时间，而这时间是与其他时间分开，且有所不

同的。在这特定的时间里，我们不可开玩笑或闲聊，但在聚会后，就可以自由的作这些

事。这种想法是错的；我们的生活随时随处都该是一样的。我们在聚会中所作的，就该

是我们平常一直在作的。我们的团体生活与个人生活之间，不该有分界线。因此，我们

必须放弃在聚会中和聚会外可以过不同生活的这种观念。主耶稣从未在和祂的门徒聚集

时，有不同的行事为人；对祂来说，每时刻都是一样的。这证明凡我们在聚会中所作的，

也必须在聚会之外作；反之亦然。我们需要在聚会中并在聚会后都经历那灵，好叫我们

无论是在聚会中与圣徒在一起，或是在家中与配偶相处，都借着不住地祷告，而经历那

灵。 

 

凡事谢恩 

帖前五章十八节接着说，’凡事谢恩。’除了不住地祷告，我们也必须学习凡事感谢主。

不住地祷告并且凡事谢恩，必须是衡量我们一切活动的准则；包括衡量我们该不该与配

偶吵嘴。我们必须只作那些我们能向主谢恩的事。有些我们不能向主谢恩的活动，就不

该作。我们必须实行过这种生活，就是无论是独处或与别人在一起，我们的祷告是不住

的，并且在凡事上时常感谢主。（弗五 20。）实在说来，我们在召会的聚会中聚在一起

时，乃是一起来展览我们曰常生活中的所是。我们在聚会中赞美主，因为我们在私下生

活中赞美主。我们若仅仅聚在一起时才赞美主，我们的聚集就是表演，并不真实。我们

在聚会中的祷告，乃是展示我们在私下生活中的祷告。我们必须对这实际有正确的领会，

然后我们需要实行，直到习惯于这样的生活。已过我们受训练可能只在某些时候祷告；

然而，我们若不操练时常与主有接触，就会留在堕落的光景里，而绝不会摸着帖前五章

里的实际。 

 

今天我们需要更多实行不住地祷告，以及凡事向主谢恩。我年轻时，人们习惯于只看见

牧师祷告，因为牧师是被按立来祷告的。一九五 O年，在马尼拉，有一次有些圣徒和我

同去看望一位住院的弟兄。医护人员和旁观者感到惊讶，因为在看望时我们众人都为患

病者祷告。后来有一位旁观者来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回答说，我们不是只在某些时候

以宗教的作法敬拜神；反之，我们一直都在接触神。我们要不断地接触主，就必须领悟，

今天主乃是那灵，而那灵就像空气一样。（林前十五 45，林后三 17，约二十 22。）正如

我们需要随处呼吸，我们也需要随处祷告。 

 



然而，为了健康的缘故，我们有时候（特别是在运动时）需要作深呼吸。我们在特别时

候的祷告，无论是独自一人或团体的，都在于深呼吸。主耶稣一直祷告；然而，祂仍然

需要在特别的时候有特别的祷告。（太十四 23，二六 36，可六 46，路五 16。）我们在

聚会中所作的，必须与我们私下的生活相配，反之亦然；然而，我们的聚会可比作操练

身体时的深呼吸。我们的聚会是为着加强实行的特别时刻；然而在我们私下生活中的实

行，不该与在召会生活中的实行有所不同。 

 

借着祷读主话, 接受生命的供应 

个人和团体的晨更，主要的目的是要吃主耶稣，并从主的话中接受生命的供应。虽然交

通是有益处的，但在晨更时我们主要关切的不是彼此有交通，乃是吃主。（约六 35，

57。）独自一人吃，不如与人同吃那样愉悦。无论独自一人吃，还是与人同吃，关于吃

的要点，乃是把食物接受进来。我们实行晨更时，若主要的是与人交通，却没有吃属灵

的食物，我们的实行就不恰当。借着祷读圣经神的话而有属灵的吃，乃是接受属灵的食

物到我们里面。在晨更时我们应当祷读，也就是说，用祷告来读神的话。（弗六 17〜

18。）我们也可以用生命读经的信息，帮助我们消化那些话。我们若祷读马太一章一至

十七节，可能每一节经文对我们都像骨头。然而，我们若用生命读经的信息消化这些经

节，我们的经历就会完全不同。有时候我们无法吃主话语中的某些部分，因为那些话看

起来是’生’的。我们要接受这些部分，就需要在吃以前，先’烹煮’这些话。生命读

经信息的功用就是’烹煮’、调制主的话，好使我们能将主的话接受进来。 

 

神的经纶与恩典的管家职分 

圣经启示，神在祂经纶中的心意，乃是要将祂自己分赐到祂所拣选的人里面。为了施行

祂的定旨，神需要有管家与祂同工。（林前九 17，弗三 2，西一 25，彼前四 10。）为这

缘故，祂拣选了使徒、申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一他们都是有恩赐的人一并将他

们赐给祂的身体，为着祂的分赐。（弗四 11-12。）以弗所四章七节说，’恩典赐绐我们

各人，是照着基督恩赐的度量。’这节经文里的’恩赐’一辞，是指有恩赐的人，而不

是指属灵的才干。（林前十二 4〜11。）身体的每一肢体，都是从元首基督赐给身体的恩

赐。恩典赐给身体的每一肢体，乃是一种分赐，产生了管家职分。因此，神的经纶乃是

恩典的经纶，唯有借着神恩典的管家职分，才得以完成。（弗三 2。）这管家职分乃是为

着将神的恩典，就是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8，）分赐给神所拣选的人，以产生并建

造召会。 

 



神圣的分赐与神圣的行政 

使徒保罗的工作与职事，在神眼中乃是管家的职分。因此，保罗乃是一个管家。按照原

文的意思，管家乃是一个家庭或家业的管理者。例如，君王可能有许多仆役，但在他所

有的仆役中，只有少数诚实可靠的人成为王室和君王的亲密仆人；这些亲信乃是特别的

仆人，也就是管家。在神看来，召会中有恩赐的人乃是祂的管家，就是祂经纶中最可靠

而亲密的仆人。正如管家的任务是将君王的东西分给王室的成员，在神经纶中的管家职

分，也是这样将基督自己连同祂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分赐到神所拣选的人里面。在施行

这恩典的管家职分时，就有为着神圣分赐的神圣行政。因此，今天在神的经纶里有管家，

有神圣的行政，也有神圣的分赐，以完成神的定旨。这与宗教和世界里有阶级制度和组

织的光景完全不同。为这缘故，许多人难以理解何以我们中间虽然没有控制，却有为着

神圣分赐的神圣行政。 

 

在人类宗教和政治里，没有神圣的行政；相反的，乃是有选出的政府连同组织，以及阶

级制度。然而，在众召会中间的行政，不是由选举或组织建立的，乃是由神的分赐所建

立的。这是很强的标记和见证，说出我们乃是在主的恢复里。有人或许认为行政和组织

很类似，但对我们而言，二者是不同的。机器人可能看起来像人，但二者不同，因为真

人凭生命行动，而机器人的行动与生命无关。同样的，神圣行政的运行乃是凭神圣生命

的分赐，而组织与生命毫无关系。 

 

神圣的行政、一个身体和一位灵 

再者，在神圣分赐里并为着神圣分赐的神圣行政，乃是受那灵的支配。我们要充分领会

神圣行政与那灵之间的关系，就必须看见基督的身体是密切联于那灵的。以弗所四章四

节说，’一个身体和一位灵，正如你们蒙召，也是在一个盼望中蒙召的。’这里将一个

身体和一位灵放在一起，指明没有那灵就无法有基督的身体，因为这一位灵乃是一个身

体的素质。当我们相信主并受浸时，我们就与主联合成为一灵，并在一位灵里受浸，成

了一个身体，且都得以喝一位灵。（林前六 17，十二 13。）一面，所有的基督徒都与基

督联合；因此，他们众人是一个身体。另一面，我们需要喝一位灵，好实际的成为一个

身体。 

 

 



遗憾的说，许多基督徒不喝那灵；因此，他们无法实际的经历基督身体的实际。当我们

在那灵里受浸时，我们照着地位说就成了基督的身体。然而，我们仍然有天然的人同其

意见和观念。我们要实际的成为基督的身体，就必须被神圣的灵变化并充满。（罗十二

2»林后三 18c）不仅如此，我们也需要经历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直到我们里面的所是被

那灵浸透。（弗三 17。）许多基督徒可能讲说身体，但他们对身体的领会，以为那不过

是人的集合；这种领会是错的。基督的身体乃是基督自己与祂所有的信徒调和在一起。

林前十二章十二节说，’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身体上一切的肢体虽多，

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这节经文指明，身体就是基督，因为身体的每一肢体

借着被基督浸透而成了基督。 

 

换句话说，基督不仅是身体的头，也是身体，因为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就使我们里面

所是的每一部分都成了基督。实际的成为这样的身体，不是仅仅在于我们一起行事或凡

物公用，这些并不能使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必须进入圣经里对基督身体的真正启

示，并实际的成为身体。十三节说，’我们...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

且都得以喝一位灵。’作为浸入了身体的信徒，我们已实际的成了一个身体；然而，我

们还必须继续喝那灵，就是那用生命将我们泡透、充满、并浸透的变化之灵，使我们能

实际的成为身体，在这样一个身体里，我们不是受人的管制，乃是在为着神分赐的神圣

行政之下。 

 

我们在主恢复中的工作、生活和见证 

在主的恢复中，我们正被带回到那为着神圣分赐的神圣行政之下，使我们成为随时都与

主耶稣接触，并随处都过同样生活的信徒。这是我们的工作和见证。演员所作的，完全

与他们的生活无关;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在演戏。因此，他们的工作是一种表演。然而，

我们是以我们的生活来完成我们的工作；因此，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乃是一个。我们在主

恢复里的工作必须是出于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的工作乃是一个见证。因着我们凭着信

靠基督而活，信靠基督就成了我们的传讲和待人的方式。 

 

 

 



有些信徒传福音，却照世俗的方式生活。他们所传的是一回事，生活又是另一回事。对

他们而言，他们的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那是两件分开的事。因此，他们的工作乃

是一种运动。我们若不活基督，我们的传讲和教导就是一种职业。我们所传讲并教导的

那一位，必须是我们所活的那一位。这在我们身上若是真的，我们为主所作的工就绝不

会是运动；反之，这样的工作乃是见证。因着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

就成了我们的见证。我们出外到邻近社区和校园，传扬并教导我们的所是，向这个世代

作见证。这个见证乃是我们的照耀，也是我们的教训。 

 

召会有各种年龄的人 

我们要向众人充分的作见证，就必须看见，地方召会作身体的彰显，必须包含各种年龄

的信徒。一个召会若仅由一群特定年龄的人组成，而另一个召会则由另一群不同年龄的

人组成，这是不合乎圣经的。在使徒行传里，在使徒时期，犹太会堂里满了借着旧约圣

经认识神的人。（六 9，九 2，20，十三 5，14，十四 1，十五 21，十七 1，10，17，十

八 4，19，十九 8，二二 19。）因此，使徒们到这样的人群那里，以便扩展福音。 

 

同样的原则，我们利用今天现代的教育体系，到大学校园去得着年轻人，这对我们是有

利的。这些年轻人中有些将成为众召会下一代的带领者。我们需要得着年轻人，但他们

若总是在年长圣徒之下，就不会完全得着释放，而有该有的发展和功用。因此，对一个

有相当多年轻人的大召会来说，在靠近年轻人生活的地点设立新的会所，也许会有好处；

这可给年轻的圣徒一种环境，使他们在其中得以尽功用并发展。那个会所若是在郊区，

靠近校园，在那里聚会的年轻人就会增加，自然就成了在那里的召会。然而，那个会所

若是在市区内，就可视其为由年轻人所组成的会所或分区。但这意思不是说，我们想要

建立由特定年龄层的人所组成的召会；这只不过是个凭借，使召会得以扩展，并使年轻

圣徒得以发展。无论一个召会是否主要由某个年龄层的圣徒所组成，我们必须领悟，召

会乃是有各种年龄的人。没有这样的领悟和实行，我们就容易偏离圣经，而成为宗派。

那些主要由年轻圣徒所组成的会所和召会，不是为着他们自己，乃是为着扩展主的见证。

这见证有一方面，就是召会乃是为着各种年龄的。 

 

 

 



当初我们在台北大传福音时，采用了配搭的方式。我们按照市民的人数印制单张，然后

将城市里的每一条大街小巷分派给各组圣徒，使每一市民在两周内都收到单张。我们也

在主要的中心地点和所有公车站张贴福音海报，使全市遍处都有福音标语。然后我们组

成福音队去各公园传福音。我们用其中一个公园的露天表演台，每次约可吸引三千人，

每主曰下午我们能得到大约五百个姓名和地址。借着造出强烈的福音空气，在台北的召

会成了岛上最大的召会。不仅如此，许多当时新得救者的儿女，现今都成了召会生活中

有为的圣徒;其中有不少在社会各界都是负责人。我盼望有许多年经圣徒拿起传福音的负

担。在台北的召会为扩展福音所作的，配合了中国人的文化和心理。同样的原则，我们

在美国所作的，也应当配合这里的文化和心理。在一些国家可能很容易得人，那是由于

那里的人没有被什么事物霸占，也是由于那里人的资质；但许多美国人很忙碌，不仅完

全被事业霸占，也被不同的哲学和宗教霸占。当人充满了哲学，他们就变得难以捉摸；

而当他们充满了宗敦，他们就很难听进福音，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早已知道了。因着年轻

人比较少受这些事物影晌，所以在美国更容易用真理接触年轻人。年轻人向往新的思想，

这给我们机会向他们陈明福音。就这一面意义说，主的恢复很适合年轻人; 若是可能我

们该把力量用于得着学生，特别是大专新生。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主恢复中的道路乃

是狭路；因此，我们不该期望得着大量跟随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