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禱讀神的話 
第⼀課 

禱讀主的話，為著建造召會 
 

   讀經：約四 24，六 63，提後三 16，林前三 2上，6，9，16，彼前二 2～5，弗五

25～27，一 22～23，三 8，六 17～18 

 

壹 我們既看見了神聖啟示的⾼峰，就需要把我們所看見的實⾏出來；我們的實⾏
會成功，那個成功將是⼀個新的復興，乃是最⾼的復興，可能也是主回來之前
末了的復興： 

一 我們需要有團體的模型，就是基督的身體，也就是一班過著神人生活的人；從今天

起，我們的實行應當是過神人的生活，認識基督復活的大能，像祂一樣天天接受祂

的十字架，被釘死，被模成祂的死，而活另一位的生命—腓三 10，一 21，加二 20

。 

二 復興總是我們所看見之異象的實行；我們如果實行我們所聽見的，自然而然就會有

模型建立起來；這模型要成為召會歷史中 大的復興。 

三 我們應當盡力忠信的實行過神人的生活，藉著呼求祂的名摸著祂，禱讀祂活的話，

不住的禱告，不銷滅那靈，也不藐視申言。 

贰 我們需要領悟，對待主的話正確的路乃是禱讀： 

一 我們需要看見神話語的性質： 

1 神是靈；靈是神的性質，神的本質—約四 24。 

2 聖經的話是神的呼出，凡神所呼出的必定是靈；所以神話語的性質或本質乃是靈

—提後三 16。 

3 神的話是神這靈的具體化身；這話含有神的本質—約六 63。 

4 因此，每當我們來摸神的話，就不僅僅是摸著一種思想、啟示、教訓或道理，乃

是摸著神自己的本質，就是那靈。 

二 我們需要看見神話語的功用： 

1 神話語的主要功用，乃是將神自己分授到我們裏面，作生命的滋養；聖經是神將

基督分賜到我們裏面所用的憑藉—63 節，彼前二 2～3，參弗三 17 上，西三 16

。 

2 但我們來到主的話跟前，必須不僅是要明白、認識或學習，更是要享受、接受並

喫喝；我們讀經，目的必須是將神的素質接受到我們裏面—詩歌五八九，五九

一首。 

三 神的話既是祂的氣，接受的正路就是吸入它；神呼出，我們該吸入—提後三 16. 

四 我們能藉著操練我們的靈來禱讀主話而吸入這話；我們若要接受主的話，就必須用

我們的靈，因為祂的話就是靈—弗六 17～18。 

叄 禱讀不僅是享受主上好的路，也是擊敗仇敵並建造身體上好的路： 

一 我們需要禱讀，好得著基督豐富的滋養，為著建造身體，作基督的豐滿： 

1 身體是那無限無量、追測不盡之基督—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基督這

元首所是的一切，都傳輸給作祂身體的召會—弗一 22～23。 



 

 

2 召會藉著從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得著滋養，而成為基督的豐滿；今天召會所需

要的乃是保養—三 8，五 29。 

3 主藉著祂的話保養祂的身體—提前四 6，彼前二 2： 

ａ 身體得著保養惟一的路，乃是在主的話中接受主；因此，我們需要用禱告的

方式來讀主的話，也就是在靈裏活潑的禱讀主話；禱讀主話為主鋪路，來保養

我們—弗六 17～18。 

b 我們藉著禱讀享受基督的豐富，就成為基督的豐滿；祂要在我們心裡安家，泡

透、佔有我們這人的每一部分，我們要與祂是一，也與彼此是一—西三 16，

弗三 17 上。 

二 我們乃是藉著禱讀，得潔凈脫去所有的斑點和皺紋，成為榮耀的召會，使主得滿足

—弗五 25 下～27，英詩一三一 O： 

1 斑點表徵出於天然生命的東西，皺紋與老舊有關今天，召會因其許多世紀以來

的歷史，有了斑點和皺紋—弗五 27 節。 

2 我們天然人的斑點和皺紋只能藉著內裡生命之水，就是主話中的水，新陳代謝

的潔凈而洗去；當生命之水在我們裏面流過時，我們一切的斑點和皺紋都被洗

去—26 節。 

3 主的話包羅萬有，能將榮耀分授給召會；召會藉著話中之水的洗滌，就成為新

鮮又清新的。 

三 我們需要禱讀主話，好得著裝備，打屬靈的仗—六 17～18： 

1 弗六 17 節說到『那靈的劍，那靈就是神的話』；這指明劍是那靈，那靈是話。 

2 我們若憑著閱讀接受話，而沒有禱告，話就不會成為那靈，作我們的劍；但我們

越禱讀主話，聖經中的話對我們就不只是滋養，更成為我們裏面的武器—18 節

： 

a 主耶穌是藉著我們的禱讀擊敗仇敵，因為我們藉著禱讀，就接受那靈的劍，不

只是主直接的得著勝利，更是我們藉著禱讀得著裝備來打仗所得的勝利。 

b 我們這樣得裝備，就有劍在我們屬靈的手裡，許多事自然被這劍殺死；我們越

禱讀，主耶穌就越得勝。 

四 我們要實化並實行建造起來的祭司體系，祭司團，就需要禱讀主話—彼前二 2～5

： 

1 按照舊約的規條，必須滿二十五歲纔可以學習作祭司，並且要到三十歲纔可以正

式盡職。（民八 24，四 3。）這指明我們要作祭司服事，需要成熟。 

2 我們必須領悟，我們是纔生的嬰孩，需要喝話奶，使我們能長大；我們越禱讀主

話，自然就約與別人同被建造並配搭；這樣，我們會成為真正的祭司體系，一

個祭司團—彼前二 2。 

 



職事信息摘錄： 

身體的建造 

藉著飲於主話並從主話得餵養而在生命中長大 

在林前三章二節，保羅對哥林多信徒說，他給他們奶喝，沒有給他們乾糧。奶和乾糧

是指神的話，作重生信徒的供應，使他們能長大。與二節相關的六節說，『我栽種了，亞

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今天，基督教大體上已經從生命墮落到只有知識和教訓

；但保羅的職事是為著栽種，這是生命的事。此外，亞波羅藉著澆灌幫助聖徒們，這也與

生命有關。至終，是神叫人生長。對某些基督徒而言，栽種、澆灌、和生長可能是新思想

。我們需要放下我們傳講、教導、和造就的老觀念，接受栽種、澆灌、和生長的新思想。

我們不該考慮我們知道多少，而該考慮這位作生命種子和生命供應的主，栽種到我們裏面

有多少，考慮我們得了多少生命中的澆灌。我們必須在家中和聚會中，一再得著澆灌。栽

種並澆灌之後，神就叫人生長。栽種和澆灌是為著生命長大。我們眾人都需要長大。澆灌

使我們飲於主話，並從主話得餵養；藉此我們就長大。 

生長基督以產生身體 

九節繼續說，『因為我們是神的同工，你們是神的耕地，神的建築。』我們以為自己

是神的百姓或神的兒女，這是不夠的。我們也是神的耕地和神的建築。我們作為神的耕地

，需要得著澆灌，使我們能團體的生長基督，成為祂的身體。神渴望基督團體的在我們裏

面生長，好形成基督的身體，以完成祂的定旨。我們不僅必須得救、聖化、聖別且得勝；

這些事都需要，但這些是為著獨一的目的上就是生長基督，好產生活的身體。此外，耕地

是為著建築。一面，我們是地；另一面，我們是建築。我們是耕地，需要生長；我們是建

築，必須被建造。 

十六節說，『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面麼？』許多基督徒單獨引用

這節，教導說，信徒就是神的殿，但今天這殿在那裏？我們看不見建造的殿，只看見分散

的石頭。我們不該把前述四節聖經分開，反而必須看見這些經文的順序和彼此的關聯。二

節說到從主話得餵養；六節題到栽種、澆灌和生長；九節有耕地和建築；至終十六節有殿

。殿來自耕地和建築；耕地和建築是栽種和澆灌的結果；栽種和澆灌是藉著從神的話得餵

養而有的。 

禱讀主話乃是建造召會實際的路 

我們思考上述的經節，就能看見禱讀主話與建造召會非常有關。我們要同被建造為活

的殿，就需要藉著禱讀飲於主話，正如小孩喝奶好得著滋養。禱讀使我們得滋養並長大，

為著神的建造。有些基督徒可能閱讀並研讀聖經許久，也可能從主的話中累積了許多知識

；然而，他們可能沒有飲於活的話。我們沒有喝主的話，就不能長大。 

我們眾人都需要喝聖經中的話，這話是活神的具體化。神是抽象且奧秘的，但祂已將

自己具體化並濃縮在祂的話中。我們可以將聖經中的話比作電池或火柴。電池充電後，就

成為電力的具體化；正如火柴是磷的具體化。同樣，聖經中的話是神的具體化。是靈的活

神已將自己『充電』、具體化到話裏。聖經是具體又紮實的，可以擺在我們手中，我們的

眼睛也可以看見。此外，它能為我們的心思所明白，而具體化在話裏的神聖素質能被我們

的靈所摸著、接受並吸收。因此，它不只是一本教訓和知識的書，它是那神聖者的具體化



。神在祂神聖本質和素質裏所是的一切，都具體化在祂聖經的話裏。因此，我們不僅必須

閱讀並研讀主的話；更必須接受並吸收它。 

我們的觀念需要徹底轉變：不僅在意要認識、學習和明白主的話，更要喫喝主的話；

不僅以話為知識，更以話為這位活神的具體化。我們來到聖經跟前，必須帶著一種目的，

就是要接受、喫喝、吸取、並吸收話中的三一神。這樣，我們就會長大，不只是個別的長

大，更是團體的與其他人一同在身體裏長大。按照原文，九節和十六節都是說到複數的『

你們』。因此，九節的耕地和建築，以及十六節的殿都是團體的論到信徒。我們乃是作團

體的身體，而成為神的耕地、神的建築和神的殿。我們越藉著飲於主話並從主話得餵養而

長大，就越自然的與別人是一。這一不僅是一種聯繫，更在於生機的聯結一起。從耕地中

所長出來的乃是身體，身體就是建築，也是神的殿，充滿那美妙的內住之靈。 

藉著同被建造而被那靈充滿 

我們越同被建造，就越被那靈充滿。在舊約時，帳幕是用四十八塊皂莢木包金作的豎

板建造起來的。(出二六 15～30。)帳幕立起之前，神的榮光不在地上，但帳幕一旦建造

成為容納神的家，神的榮光就來充滿其中。(四十 34～35。)倘若四十八塊豎板一直是彼

此獨立、分離並分開的，神的榮光就不會下來。神無法充滿一塊單獨的豎板。只有當所有

豎板形成一座建築，並且安得合式時，神的榮光纔下來充滿帳幕。 

我們被聖靈充滿上好的路，乃是與別人同被建造為神獨一的家。我們若留在分開、獨

立、個人的情形中，那靈就很難充滿我們；但我們若願意被建造，我們自然會被那靈充滿

。聖靈的充滿是為著身體，不是為著個別的肢體。因此，我們越被建造，就越被那靈充滿

。我們就會在實際上成為神活的殿。 

藉著操練靈禱讀主話，使我們在一裏被建造起來 

在這些日子，主要恢復神那又真又活的殿。祂完成這事之實際的路，乃是藉著我們的

禱讀。這是惟一有益又實際的路。基督徒多年研讀聖經，但他們仍舊單獨、分開，他們中

間沒有建造。我們若天天禱讀，自然就會與別人聯結並建造在一起，一切不同的意見和感

覺都會被吞滅。我們越彼此講理、爭論，就越不合；我們越不合，就越分裂。因此，每個

人都走他自己的路，沒有建造。然而，我們若放下自己天然的理由，天天來在一起，敞開

靈禱讀主話，我們就會被喜樂和聖靈充滿。這樣，一切不同的想法、意見、和觀念都會被

了結。 

倘若我們來在一起爭論、講理，爭論和理由會永無止盡。此外，我們越是只在意教訓

，我們天然的心思就會越活躍，也會有更多的分裂。然而，當我們來在一起禱讀時，我們

所有的天然理由都會結束。我們同被建造上好的路乃是禱讀，因為禱讀需要操練我們的靈

，操練靈會治死心思裏天然和分裂的思想。禱讀將我們帶進靈裏，在靈裏我們就都是一了

。 

哥林多信徒很在意知識，並尋求屬靈的恩賜，但至終他們因這些事而分裂。(林前一 5

，7，10～11。)因此保羅告訴他們，他將基督栽種到他們裏面；亞波羅澆灌他們，為叫他

們生長；神要藉著栽種和澆灌叫他們生長。他們的生長並非來自知識或恩賜，而是藉著他

們飲於主話並從主話得餵養。生長並非因為認識，而是因為得著澆灌；並非因為學習，而

是因為不斷從神的話得餵養。飲於主話並從主話得餵養這二件事為神鋪路，使神能進來叫

我們生命長大。我們藉著這種生長，就自然能同被建造，使我們中間有神那又活又實際的

殿。這樣，我們就得著更多內住的靈；我們不是一堆材料讓祂充滿，我們乃是建造起來的



殿讓祂充滿。同被建造成為基督活的身體，實際的路乃是禱讀主話。我們眾人都需要實行

禱讀，使我們飲於主話，並從主話得餵養，而團體的被建造起來。 

祭司體系 

儘管哥林多前書和彼得前書是不同的使徒所寫的，這兩卷書的思想卻是相同的。保羅

對哥林多人說，他們是基督裏的嬰孩，他給他們奶喝；(林前三 12；)彼得接在他之後，

說，『像纔生的嬰孩一樣，切慕那純淨的話奶，叫你們靠此長大，以致得救。』(彼前二

2。)彼前二章論到建造和祭司體系。(5，9。)按照舊約的規條，必須滿二十五歲纔可以學

習作祭司，並且要到三十歲纔可以正式盡職。(民八 24，四 3。)這指明我們要作祭司服事

，需要成熟；因此，我們需要長大。有人可能謙卑的說，他們軟弱、年幼又幼稚。然而，

太年幼又軟弱的光景會使人無法有分於祭司體系。我們必須領悟，我們是纔生的嬰孩，需

要喝話奶，使我們能長大。我們必須仰望主，給我們胃口、渴望和飢渴，要在主的話中得

著主。 

按照彼前二章二節，喝話奶是為著我們的長大。三節繼續說，『你們若嚐過主是美善

的，就必如此。』『美善』的原文也可翻作『可喜悅的』。二至三節說到喝話奶就是嘗主

，因此有力的證明話就是主自己。嘗與認識不同。我們可能認識某種食物很好，卻從未嚐

過。我們需要嚐嚐主是美善的。嘗主最好的路不僅是研讀主話，更是喝話奶。我們需要受

平衡。一面，聖經告訴我們，我們需要教訓；(徒二 42，提後三 16；)另一面，我們需要

嚐嚐話，好得著滋養並長大。我們可能多年接受主話中的教訓，但我們曾否嚐過主是美善

、可喜悅的？我們確知主是美善的，這不是單憑我們的認識，乃是藉著我們的嘗。我們在

主的話中飲於祂並吸取祂，所享受那可喜悅的味道，非言語所能表達。這樣嘗主使我們歡

騰，並滿帶享受而湧流。 

正如我們已經看見的，飲於主話並從主話得餵養是為著我們生命的長大。彼前二章五

節說，『〔你們〕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屬靈的殿，成為聖別的祭司體系。』這裏再次

看見，關於餵養是為著長大和建造，彼得的思想和保羅在林前三章的思想相同。然而，彼

得加了一些事，他說，這建造―屬靈的殿―就是祭司體系。新約原文用三個不同的字說到

關於祭司的事。一是 hierosune，希羅蘇尼，指祭司職分，如希伯來七章十二節者；－是

hierateia，希拉提亞，指祭司職任；(5；)另一是 hierateuma，希拉提瑪，指祭司的集

合，祭司團，祭司體系。(彼前二 5，9。)配搭的祭司團就是建造起來的屬靈的殿。 

我們要實化並實行建造起來的祭司體系，祭司團，就需要禱讀主話。我們越禱讀主話

，自然就越與別人同被建造並配搭。我們單憑自己享受主，不能滿足我們。藉著與一班弟

兄或姊妹一同禱讀，我們享受的滿足就更為豐滿。這樣，我們會自然的與別人配搭，並且

我們不同的思想和意見都會被拋棄。我們可能宣告我們彼此是一，但我們不能只靠宣告。

如果我們每天來在一起禱讀，我們不需要宣告，也會自然是一。這樣，我們會成為真正的

祭司體系，一個祭司團。 

榮耀的召會 

以弗所五章二十五節下半至二十六節說，『正如基督愛召會，為召會捨了自己，好聖

化召會，藉著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召會。』主為召會捨了自己，使祂能聖化召會。祂藉著

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召會，來完成這聖化。二十六節翻作『洗滌』的原文就是『洗濯盆』

這辭。召會在話中之水裏的洗滌，被比作在帳幕入口外，洗濯盆那裏祭司的洗滌。在神的

話裏有水，不只解我們的乾渴，也潔淨我們。 



二十七節繼續說，『祂好獻給自己，作榮耀的召會，沒有斑點、皺紋、或任何這類的

病，好使她成為聖別、沒有瑕疵。』召會不僅必須沒有玷污，也必須沒有斑點、皺紋。人

的臉上可能沒有灰塵，但仍有斑點和皺紋。斑點表徵出於天然生命的束西，皺紋與老舊有

關。今天，召會因其許多世紀以來的歷史，有了斑點和皺紋。 

洗澡的水可以洗去我們肉身上的灰塵，但不能洗去我們身體上的斑點和皺紋。同樣，

我們天然人的斑點和皺紋無法用外面的水洗去，只能藉著內裏生命之水，就是主話中的水

，新陳代謝的潔淨而洗去。話中之水的洗滌乃是新陳代謝的洗滌，除去我們天然生命裏一

切老舊的元素，並以神聖生命的新元素頂替。當生命之水在我們裏面流過時，我們一切的

斑點和皺紋都被洗去。 

正如我們可以喝果汁，使我們的身體得著新陳代謝的洗滌和更新；我們也需要喝主話

中的水，將話中滋養的元素接受到我們裏面，吸收到我們裏面的人裏，為著新陳代謝的變

化。話中滋養的元素藉著潔淨我們、帶走我們的老舊？並將神聖生命的新東西帶進來而變

化我們。這樣，召會中的斑點和皺紋就被洗去，召會不僅成為潔淨、正確又完美的，更是

榮耀的。我們眾人都必須願意被話中之水洗滌。 

主的話包羅萬有，能將榮耀分授給召會。話乃是主自己的具體化；祂是水，不僅為著

滿足並解除我們的乾渴，更要聖化並潔除我們所有的瑕疵和老舊。召會藉著話中之水的洗

滌，就成為新鮮又清新的。 

我們要被建造成為神活的殿，要配搭成為祭司團，團體的服事主，要被聖化並被潔淨

成為榮耀的召會，就需要禱讀主話。主已給我深刻的印象，也囑咐我去告訴祂的百姓，禱

讀主話是我們今日的需要。我們乃是藉著禱讀而同被建造，配搭成為祭司團，並得潔淨脫

去我們所有的斑點和皺紋，成為榮耀的召會，使主得滿足。（李常受文集，一九六七年第

一冊，禱讀主話第三章）  



 

 

禱讀神的話 
第⼆課 

個⼈禱告主的話 

    

   讀經：太四 4，約一 1，五 39，提後三 16，林後三 18，詩一一九 147～148，利十一

26，羅八 4～6，加五 16～25，弗五 18，西三 16 

 

壹 禱讀乃是基督徒⽣活的根基─太四 4，約六 57，63： 

貳 正如我們每日必須定時用餐，我們也必須每日定時來到主前，藉著神的話和神
的靈，把神喫飽喝⾜─參詩五五 17，但六 10： 

一 禱讀主話就是喫屬靈的食物。別人可以為我們作許多事，但他們無法代替我們喫；

我們都必須禱讀。  

二 我們不能三天喫個飽，然後三天不喫不喝；所有定時定餐並定量的人，都是 健康

的人。  

三 接受基督作食物 重要的是在晨興的時候；我們每天需要花二、三十分鐘，禱讀三

、五節主的話；我們這樣讀讀禱禱，就是喫喝享受神的話─詩一一九 147～ 148，

一四三 8，哀三 22～26。  

四 然後在上午休息的時候，午餐的時候，下午休息的時候，晚上回家的時候，我們都

可以這樣的把主的話拿出來享受一下。  

五 這樣，我們就是一個藉著主的話享受主，接受主的人；我們的屬靈生命一定是健康

的，活潑的。  

參 真正的晨興，乃是你把主的話當作主自⼰⼀樣，藉著主的話面對面的來和祂有
交通─約⼀ 1，五 39，林後三 18，詩歌五⼋⼋，五⼋七首：  

一 我們每次來讀主的話，都要看見主的話不僅是活的，更是一個活的人位，就是主自

己，等候進到我們裡面居住；因為我們來到主的話前，就是來到主前─約一 1，五

39。  

二 禱告就是你和這位活的主說話；當你這樣讀讀禱禱，你就把聖經的話化成你的禱告

；你乃是用主的話來對祂說話。這纔是與主交通正確的路─詩二七 8。  

三 我們每次晨興的時候，都該有一個很深的感覺，我們是在那裡對主說話，也讓主對

我們說話─出三三 11 上。  

四 我們的態度若是對的，就知道我們所讀的乃是我們所愛的主說的話，我們全人被帶

進祂的面光中，在祂裡面又洗滌了一次─參詩歌五六八首，第六節。  

肆 默想神的話，比禱讀更豐富、更廣闊、更包羅；我們若默想神的話，會以這話
為樂─詩⼀⼀九 15，23，48，78，99，148：  

一 『默想』這個希伯來字含義豐富，或作默念，或作默想，含示敬拜、與自己交談、

以及大聲說話；我們默想神的話，乃是藉著與神談話，敬拜祂，享受祂，從祂領受

恩典，並在主面前與自己交談─一 1～3，十九 14，一○四 34。  

二 默想包含禱告、敬拜、享受、交談、下拜、舉手接受神的話、歡樂、讚美、呼喊、

甚至在主面前哭泣。  



 

 

三 通常默想主的話會比禱讀主的話還要緩慢，還要細緻；我們對神的話所有的默想，

都該是自然的，並且該滿了享受。  

四 默想神的話就是享受神的話作祂的呼出；我們這樣默想神的話，就要被神注入，將

祂吸入我們裡面，並得著屬靈的滋養─提後三 16。  

伍 在任何時候—白晝或⿊夜，早晨或晚上—我們都能打開聖經禱讀幾節；我們這
樣作的時候，就接受那靈─西三 16，詩⼀⼀九 97，參⼀ 1～3，申六 6～9：  

一 我們需要倒嚼，一再咀嚼神的話─利十一 26：  

1 倒嚼表徵接受神的話，反覆加以思想；如同牛咀嚼反芻的食物，我們該一再反覆

思想神的話─詩一一九 95，97，參提後二 7。  

2 倒嚼就是咀嚼聖經的話：  

a 我們可以整天重複讀羅馬八章一節，說，『阿利路亞，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再

定罪了。當我在基督裡，誰能定我的罪呢？我在基督裡就永遠不出去了。阿利

路亞，我在基督裡了；阿利路亞，我不在亞當裡了。』 

b 這節經文在這一天裡就供應、滋養並滋潤我們。  

二 我們基督徒絕不該沒有主的話；我們需要在口袋或錢包中帶著小本聖經，或是背幾

節經節；除了早晨花時間在主的話上之外，我們可以時常禱讀一節經節；這是好習

慣。  

陸 禱讀是照著靈⽽⾏最好的路─羅⼋ 4～6，加五 16～25，弗五 18，西三 16：  

一 我們基督徒的日常生活應當是憑著靈而行，好藉著彰顯基督同祂所有絕佳的美德而

活祂─腓一 21 上，加五 22～23。  

二 要照著靈行動並行事， 好的路就是禱讀神的話：  

1 如果丈夫與妻子一同禱讀主話，他們就很容易勝過他們的脾氣，而對妻子有耐性

；妻子與丈夫之間有難處時， 好不要與他爭辯，乃要禱讀；這是 好的路，

使我們運用並摸著我們的靈。  

2 如果我們不快樂，覺得悲傷，不該想要安慰自己，反而該拿起神的話禱讀；一段

時間後，我們會得著安慰，並有主的喜樂─耶十五 16。  

3 我們像電池，主就像發電廠。我們越禱讀，越摸著主，就越得著充電；我們完全

被充滿後，就該簡單的與我們裡面的『電』合作；這就是照著靈而行。 
 



職事信息摘錄： 

基督是信徒每日的糧食 

基督是叫我們長大的這一切元素，但我們怎樣纔能接受並享受基督這一切？首先我們

必須認識，聖經不是一本為要增加我們知識的書。不錯，聖經是一本教訓的書，但不是光

為了要我們有頭腦的知識，乃是要從教訓中把食物供應給我們。聖經是一本屬天、屬靈、

奧祕的書，滿了寓意。聖經說基督是無酵餅，（林前五 8，）基督是神羔羊，（約一 29，

）基督是活水。（約四 10，七 38～39。）這些都是寓意的說法，說出屬靈的實際。 

當我們來讀聖經的時候，我們需要進到主面前，有一個安靜的時間，把祂的話當作食

物喫。我們不光是讀經，也要藉著所讀的聖經來禱告。我們必須把我們所讀的經，在我們

裏面化作禱告。藉著這樣的禱讀，就把我們所讀的經帶到聖靈裏，字句就變作靈了。我們

讀經，就是接受主的話，等我們禱告時，我們所接受的話就成了靈。話和靈乃是一個。我

們一接受話，這話在我們裏面就成了靈。當我們從裏面說出來給別人聽，又變成了話。別

人一接受，這話又變成了靈。所以主耶穌在約翰六章六十三節說，『我對你們所說的話，

就是靈，就是生命。』這個就是生命的供應，也就是生命的分賜。 

基督這生命的糧乃是在於祂那是靈，又是生命的話。（約六 63。）我們信徒接受基督

的話，就是在靈裏接受並享受基督自己。藉著讀經接受主的話，並藉著禱告接觸主的靈，

我們就得以接受並享受基督。（弗六 17～18上。） 

正如我們每日必須定時用餐，我們也必須每日定時來到主前，（參詩五五 17，）在神

的話和神的靈裏，把神喫飽喝足。我們不能三天喫個飽，然後三天不喫不喝。所有定時定

餐，並且少食多餐的人，都是最健康的人。 

基督是每日的嗎哪—糧食。（約六 31～35，48～51。）最重要的，是在晨興的時候。

（詩一一九 147～147，一四三 8，哀三 22～26。）我們每天早晨只要花二、三十分鐘，

禱讀三、五節主的話。我們這樣讀讀禱禱，就是喫喝享受神的話，而話就是三一神具體的

實化。我們喫喝享受神的話，就是喫喝享受神，吸取神，得著神的豐富供應，得著神全備

的分賜。 

然後在上午休息的時候，午餐的時候，下午休息的時候，晚上回家的時候，你都可以

這樣的把主的話拿出來享受一下。這樣，你就是一個藉著主的話享受主，接受主的人。你

的屬靈生命一定是健康的，活潑的。 

其次，當我們禱讀主話的時候，我們不光要接受並享受主話中的甜美供應，更要接受

主話的光照、責備，並主話中之靈的殺死功能。（弗五 13～14，羅八 13。）主的話常常

帶著光照，光照帶著責備。我們在生活中常常得罪主，沾染世界的污穢，並常常憑肉體行

事，常常犯錯誤。主藉著祂的話光照我們，責備我們，點出我們的過錯。我們不需改良，

我們只需靠著我們靈裏的那靈，把我們一切的過犯交給十字架，讓基督包羅有之死的功能

，來作治死的工作。這樣，我們就不僅得著三一神一切豐富的供應和分賜，更得著祂話中

之水的洗滌和拯救。(神的經綸與分賜，第三篇) 

守晨更就是來到活的話面前，和主有交通 

我永遠不忘記，我讀的頭一篇有關守晨更的屬靈文字。它開頭的標題是『一年之計在

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這篇文字的作者說，早晨的時間最寶貴，而使用早晨時間最好

的方法，就是守晨更。可是墨守成規的守晨更，不一定有用。真正的守晨更，乃是你把主

的話當作主自己一樣，面對面的來和主有交通。 



你來守晨更，有時可能因為要趕時間上班，你就讀得快一點，趕快敷衍了事。有時你

不必趕時間，你就讀得慢一點，並且和幾個人一同讀，一同談。這兩種情形都不太對。若

是你在那裏讀主的話，而靈不動，不把你所讀的話當作是主自己，你的晨更就不對。你自

己守晨更，或者和幾個人一同守晨更，有個原則要守住，就是在任何時候你來讀聖經的話

，你都應該把聖經的話，看作主自己。 

主的話就是主自己。比如你寫一封信給我，我讀你的信是一回事；等到你來了，我把

這封信拿在手中，在你面前跟你談話，又是另一回事。我們來讀經，都應該取這個態度。

我們是把主的話拿在手裏，在主面前，把主的話當作主自己。我們不光是讀祂的話，更是

來和祂談話，也讓祂說話。這樣，我們就把聖經的話讀活了。 

聖經不是一本屬世的書，聖經裏面的話不是從人頭腦出來的。聖經是神的呼出，也就

是神自己。這不是說我們把聖經當作偶像敬拜。你應當看見，聖經的話就是神自己。你每

次讀聖經的時候，就是神在那裏對你說話。你不能光用眼睛來讀，也不能光用你的頭腦來

記，來瞭解。你必須運用靈來讀讀禱禱，就是在你的讀經裏帶著禱告。禱告就是你和這位

活的主說話。當你這樣讀讀禱禱，你就把聖經的話化成你的禱告。結果，你就不僅是在讀

主的話，更是用主的話來對祂說話。這纔是正確的與主交通。這樣的讀讀禱禱，最叫我們

得益處。因此，我們每次守晨更的時候，都該有一個很深的感覺，我們是在那裏對主說話

，也讓主對我們說話。(建造小排聚會所需要的生活，第七篇) 

禱讀是照著靈而行最好的路 

要照著靈行動並行事，最好的路就是禱讀神的話。許多丈夫很難對妻子有耐性。如果

丈夫與妻子一同禱讀主話，他們就很容易勝過他們的脾氣，而對妻子有耐性。我們有難處

時，只該禱讀主話。我們不該想要說些什麼、爭辯、忍耐、謙卑、或是作任何事來說服對

方。這些方法都沒有用。我們越想要對妻子有耐性，我們的妻子就似乎越攪擾我們。她們

會耗盡我們的忍耐與謙卑。就某一面說，每個妻子都是神所差來的使者。我們可能禱告說

，我們是枝子，需要修剪；（約十五 2；）但我們無法修剪自己。主可能使用我們的妻子

來修剪我們。祂可能使用我們的妻子作剪刀來修剪我們。同樣的原則可以應用在妻子身上

。你與丈夫之間有難處時，最好不要與他爭辯，乃要禱讀。這是最好的路，使我們運用並

摸著我們的靈。 

如果我們在某件事上不清楚主的帶領，我們不該分析或考量我們的情形，因為我們越

分析、考量，我們就越困惑。我們需要忘記我們的景況與環境，單單到主話跟前來禱讀。

我們禱讀時，不該過度注意該選那一處經節。一段時間之後，我們會清楚主的帶領。 

同樣的，如果我們不快樂，覺得悲傷，不該想要安慰自己，反而該拿起神的話禱讀，

選什麼經節都可以。一段時間後，我們會得著安慰，並有主的喜樂。（耶十五 2。）禱讀

就是『打開開關』，『插上插頭』。我們『打開開關』，就得著一切。我們所需要的一切

都在話裏面。 

我們與妻子有難處時，惟一有效的就是摸著我們的靈。我無法解釋為何這會有效，但

我從經歷裏知道這有效。我們無法解釋電，但我們知道，我們插上插頭、或是把開關打開

時，電就會使電器運作。 

我們運用靈禱讀主話，就會摸著主。我們像電池，主像發電廠。我們越禱讀，越摸著

主，就越得著充電。一段時間後，我們會完全被主這神聖的電所充滿。我們越禱讀，越接



觸主，就越被基督的豐富充滿。我們完全被充滿後，就該與我們裏面的『電』合作。我們

裏面的『電』需要我們的合作。 

假設我們與妻子有難處。我們不必努力要謙卑、忍耐，或是爭辯。我們越這麼作，就

會製造越多難處。我們最該作的事就是禱讀，因為我們摸著靈時，就充滿屬天的電。然而

我們被充滿之後，還需要與這電合作。我們禱讀主話並摸著主之後，主在我們裏面會漸漸

且自然的使我們領悟，我們需要修剪。我們會明白，不是我們的妻子有問題，而是我們有

問題，我們需要被調整並修剪。所以，我們都必須願意與我們裏面神聖的電合作。這就是

照著靈而行。 

有時我們裏面被充滿後，裏面就有個東西，不是屬人或天然的，而是屬靈、神聖、屬

天的，使我們看見，我們對妻子缺少愛。我們需要被修剪並調整，但不是藉著人的話，乃

是藉著裏面的『電』。我們可能禱讀一些經節，裏面並沒有『愛』或『忍耐』這些字眼，

但我們禱讀之後，我們裏面所充滿的那靈就會在我們裏面作工，使我們看見我們缺少愛與

忍耐。我們必須與那靈的運行合作，好被調整並修剪。這就是照著靈而行的意義。 

主復活後，如今乃是聖氣，是奇妙的賜生命之靈。（林前十五 45。）因著祂的憐憫，

我們的靈得了重生，並且現今有這奇妙的靈在我們靈裏。我們與祂成為一靈。不僅如此，

這靈已經具體化在話裏，話已經印出來並擺在我們手裏，便於我們得幫助。因此，每當我

們打開聖經並用靈禱讀，我們就摸著那靈，並被那靈充滿。我們越禱讀主話，就越被那作

屬天電力的那靈充滿。這時，我們裏面那活的、有效能的話就會修剪我們。我們只需要合

作。我們絕不該頂撞那靈內裏的運行，乃該與那靈是一並與祂合作。然後我們就會絕對照

著靈而行，成就律法義的要求。無論神要求什麼,我們都可以成就，不是憑我們自己的努

力，乃是憑著主作奇妙的那靈，進入我們靈裏與我們成為一靈；祂也具體化在話裏，如今

這話是在我們手中。我們只需要打開主的話來讀，並運用我們的靈禱讀這話。我們越禱讀

主的話，就越被那靈充滿。 

我們需要花時間禱讀主話。無論我們有多忙，每天都有時間喫東西。有時我們覺得自

己太忙碌，沒有時間喫東西，但我們仍然活著，這就指明我們花了時間喫東西。同樣的，

我們都需要花時間禱讀主話。 

我們對話的觀念需要有根本的轉變。我們不該認為，話僅僅是神寫出來的話；我們必

須把話視為那活靈的具體化。我們來到主的話跟前，主要的不該是為著明白，為要得著知

識或教訓；我們乃該運用靈禱讀主話而摸著聖經的話。我們這樣摸著神聖的話時，就是用

我們的靈劃擦神的話，這話就成為那靈。我們越這樣禱讀話，就越被那靈充滿，如同電池

充了電一樣。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 

然後我們需要與我們裏面的那靈合作。那靈會在我們裏面為主作許多事。那靈會調整

我們、改正我們、修剪我們、變化我們、征服我們，甚至破碎我們。我們只需要與祂合作

，我們就會成為活的、有能力的、積極進取的。 

這與基督教截然不同。基督教主要是個宗教，有一套教訓與形式；但這卻是一件與活

在靈中有關的事。此外，聖經不僅僅是一本教訓的書，乃是一本那靈的書。它是那活靈的

具體化。所以我們需要操練靈，用我們的靈劃擦聖經的話，使我們接受話中的靈。我們越

花時間禱讀主話，就越被那靈充滿。(李常受文集，一九六七年第二冊，沙加緬度特會第

五章)  



 

 

禱讀神的話 
第三課 

團體禱告主的話 
 

    讀經：弗五 29～30，三 18，西二 19，三 16 

 

壹 主作我們神聖的食物，並非只為著個別的肢體；當我們不只操練自⼰禱讀，也
和⼀些身體上的肢體⼀同禱讀時，我們就持守了身體的原則—參西⼆ 19：   

一 喫是為著身體，不只是為著個別的肢體─弗五 29～30，林前十 17，十二 13。  

二 當我們不僅個人禱讀，也有人數較多的團體禱讀，我們就領略主話的豐富；我們要

領悟主的話何等豐富，就需要身體─西三 16，參弗三 18。   

三 『我們要正確的禱讀主話，就需要身體。我已經藉著經歷證實這事。我享受私下的

禱讀主話，但每當我與一班信徒一同操練禱讀時，我就被帶到三層天上』─李常受

文集，一九六七年，第二冊，五四五頁。  

貳 關於在聚會中團體禱讀的操練，有幾點是需要注意的：  

一 我們的靈需要振作；就如籃球隊上了球場，所有隊員都應該振作起來，準備好打球

；我們必須一到聚會，靈就得振作，豫備好行動─該一 14：  

1 我們該一直操練的不是我們的心思和情感，而是我們的靈。   

2 我們需要丟棄害怕、膽怯、過度的謹慎和自覺，而在靈裡放膽—提後一 6～7，

參箴二九 25。  

二 當我們實行團體禱讀時，需要記住四個字：快、短、真、新：   

1 快，就是忘掉我們的心思；當我們快時，就沒有時間思考。  

2 這樣，我們的禱告必定簡短，因為長禱告需要作文章。  

3 我們也需要真，不該裝假。  

4 末了，我們需要學習新鮮。  

三 我們需要有臨時的發表；我們所發表的應當活，不老套；我們需要有新的靈感發表

。   

四 我們需要有銜接的技能，這是彼此合作的技能；在聚會裡，眾弟兄姊妹不管有多少

，我們的態度應該是合作的，靈是聯繫的，並有彼此合作的技能。   

五 我們禱讀時不該太大聲；禱讀總要有禱告的味道，禱告的氣氛，禱告的靈；若不然

，就不能說是禱讀。   

六 我們禱讀主話，必須從習慣得釋放：   

1 我們需要照著需要和氣氛禱讀。  

2 我們該呼喊，但不是照著我們的習慣，乃是照著情況、光景、環境和氣氛；我們

需要靈的釋放，但不是習慣的釋放。  

3 人數少，我們就需要經歷那靈，低聲禱讀；聖徒人數多，我們就需要在那靈裡高

聲禱讀。   

七 在團體禱讀時，不一定要照著聖經節的重點依次禱告：   

1 當別人不照聖經節的重點，一一的禱告時，我們不該受攪擾。  



 

 

2 我們在禱讀時，不要太墨守成規，因為有時聖靈就像風一樣，隨著意思吹；風吹

的時候，有時是轉來轉去的—約三 8。   

八 有靈感就釋放出來，不要扣留，不要考慮：   

1 在禱讀時不要太守成規，不要躊躇，也不要考慮；不要懼怕自己禱告得不好。  

2 只要接著前面一個人的感覺，堆加上去。  

九 禱讀的經節不要太多：   

1 讀得太多，重點容易亂，容易受打岔，靈感也會不彀準確。  

2 這也不是呆板的，因為有時可能在這一節裡沒有甚麼領會，那就不要太勉強，可

以越過去，再讀下一節。  

十 在禱告時，要作聖靈的出口，不要有別的念頭：   

1 當靈在行動時，無論別人禱告得好或不好，我們都不要太有甚麼意念，總要向著

別人是敞開的。  

2 若是我們有個不對的意念，把自己關閉了，那靈就不能從我們這裡通過。  

十一 當我們帶聖徒禱讀時，要避免傷人：   

1 帶聖徒的時候，不要突如其來的說他們的作法是錯的，這會傷了他們的靈；一傷

了人的靈，人一反感，靈就不一定能再帶起來。  

2 所以，我們總要慢慢的帶聖徒禱讀，這是需要忍耐的。  

參 我們要看見團體禱讀的益處：   

一 弟兄姊妹來在一起禱讀，能把我們禱告到彼此配搭裡；若是有幾位一起禱告，我

們的靈就能彼此相調，我們對彼此的愛會更深刻，對彼此的關心也會更加重。  

二 團體禱讀能幫助我們在聚會中開口，使我們更容易在聚會中禱告、作見證、述說

主的恩典—西三 16，參彼前四 10～11。  

三 團體禱讀使我們的靈焚燒—提後一 6～7，羅十二 11：  

1 火要能燒得旺，只用一塊大木頭，是不容易燒得起來的； 好的方法，是用許多

小木材，把這些小木材堆在一起，火一點就著起來。  

2 在聚會中， 寶貝的就是能讓所有聖徒裡面燒起來；而這一種小組禱讀，就是

讓聚會燒起來 好的方法。  

四 召會也會得著益處，讓聖靈在聚會中能自由的流通，使聚會活起來；慢慢的，我

們會看見，不僅我們個人剛強起來，同時別人也得著幫助，連召會的聚會也跟著活

起來了。 

 



職事信息摘錄： 

禱讀聚會的操練 

禱讀聚會的幾點原則 

這段期間，我們的聚會的確有一個革命性的改變，把已往基督教那種作禮拜的聚會方

式、方法，幾乎都擺在一邊了。我們在這裏不是作一件很輕的事，我們所作的乃是革命性

的事。這在基督教裏可說是一個新的創舉，一個新的作法。在這個新的作法裏，有幾個原

則我們必須注意。 

個個盡功用 

第一，盼望靠主的恩典和主靈的帶領，我們中間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聚會中都是盡功

用的。無論是大的、小的、老的、少的、強的、弱的；無論是經歷豐厚的，還是淺薄的，

每一位都能在聚會中盡功用。在我們身體上的各肢體，像膀臂和手指，雖然大小相差很遠

，但是大的有大的功用，小的有小的功用。即使是我這個人站在這裏說話，雖然是用我的

口說，你卻能看見我全身都在隨著盡功用。我說話的時候，不光是口說話，乃是整個身體

經過口說話，所以每一個肢體都盡它的功用。 

這個原則多年前我們就看見了，但是在實行上我們還沒有摸著。因為在今天的基督教

裏，找不著這樣的實行；同時，基督教的那一套，在我們身上仍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就如

同語言一樣，我們生長在一個地方，自然就說那地方的方言；以後要叫我們改腔調，那真

是難。我們受基督教背景的影響，難免下意識裏還受它的控制。所以，從開頭我們就盡力

，要作到全體弟兄姊妹個個都盡功用，但結果是一半盡一點功用，一半無論如何還是作禮

拜的光景。 

主給我們找到一條既簡單又實際，又新又活的路；這條路非常簡單，能叫我們個個都

在聚會中盡功用。我們信禱唱詩歌，加上禱讀聖經，再加上彼此對說，再加上宣讀、對讀

，再加上分享、見證，就給弟兄姊妹很多的機會，人人都能盡功用，個個都能開口。這是

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再說禱讀或禱唱，並不是長篇的禱告，也不需要編造禱告辭句；只用

聖經裏的話，或詩歌裏的辭句，一句一句禱讀。這都是輕而易舉的；所以經過這樣的改革

，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聚會中都能開口，都能盡功用。 

操練靈 

第二個原則，是叫弟兄姊妹在聚會中操練靈。我們大家都有這個經驗，我們來到聚會

中，若是從頭到尾不開口，回家時必定癟氣。若是開口三、五次，裏頭就真是暢快，真是

享受到主。所以聚會的原則，第一是個個盡功用，第二是操練靈。打球的人是操練身體，

我們聚會是操練靈。你若閉嘴不出聲，那就不能操練。感謝主，讓我們人人都有機會操練

靈。 

接觸主的靈 

第三個原則，接觸主的靈。主是靈，是又真又活的，像空氣一樣的實際。我們一敞開

裏頭的靈，喊一喊主，裏頭就碰著主了。沒有經驗的人聽我們這麼喊，會覺得比聽一篇道

差遠了。然而，有經驗的人都知道，這樣喊一喊主，比聽一篇道不知享受多少倍。許多人

來聚會，寧可喊喊主，也不願意聽道。 



我自己若不是個講道的人，恐怕有人會說，『李弟兄嫉妒別人講道，所以反對講道，

因為他不會講。』然而，主給我這個地位，我講道講得夠多了，所以有立場講這話。洛杉

磯那裏的聖徒，有的作了多年牧師，有的作了多年傳道，但是今天你若要他們捨棄禱讀，

而回頭去講好道或聽好道，他們是如何也不會答應的。他們認定了，因為他們嚐到了那個

味道。主是靈，我們現在摸著這個門竅了。 

領受主的話 

第四個原則，領受主的話。我們每一次聚會，禱讀三、四節主的話，一周三、四次聚

會，最少把十多節聖經禱告到裏面。這些話在我們裏頭的印象，比聽道的印象深，比讀經

的印像也深。這樣累積下來，一周有十多節，一個月就有五、六十節，一年就有六、七百

節的聖經，都禱告到我們裏面了。這樣經年累月下來，真是不得了。有人以為我們這樣禱

讀不聽道，就沒有道了，這是錯誤的。我們這樣領受主的話，反而是更實際、更深入。 

所以，我們聚會的新作法有四大原則，就是個個都盡功用，操練靈，碰著主的靈，並

且領受主的話。若是每逢聚會，我們的靈都敞開，眾人都盡功用，都操練靈，都碰著主的

靈，也都禱告主的話，那麼召會就要越過越活潑而豐富。 

操練講評 

關於聖經的禱讀 

我們操練宣讀時，阿們的聲音常常不夠整齊。有的說了，有的不說，這是殘缺的；應

該平均，四邊的聲音都出來。若是宣讀得很好，就有靈感能感動別人。敬拜的路不是倚靠

任何人，乃是倚靠每一個人；所以，每位弟兄姊妹都要努力，都要盡功用。 

現在我們的禱讀是有一點亂，尤其在人多的時候。這個亂不是不能免，但這需要操練

。我們若是沒有練過打籃球，五個人打一個球，一定亂。假如我們操練夠多，就不會亂了

。禱讀是能叫人得益處的，只是我們練得還不夠；所以有時候沒有聲音，有時候又一大堆

聲音，大家的聲音相疊相堆，就亂了。有的時候大喊是對的，有的時候喊得不太得體，叫

人聽不清楚。聲音高是可以的，但是還得叫人聽得清楚。這些地方，我們一定要操練；操

練到一個地步，聲音的快慢、高低、輕重都合式，那些不正當的光景就沒有了。 

因此在銜接上，我們一定要注意；無論是禱讀或禱唱，都得用耳朵聽別人，用眼睛看

別人。一看見別人開口了，我就閉口；一聽見別人出聲了，我就停聲。總要靈活，總要耳

聰目明。這在初作時雖然不容易，但多操練就會練達了。 

不僅在聲音上，在時間上要銜接，在語意上也要銜接。有時有的弟兄很釋放，既不管

天，也不管地，好像天地間沒有別人，只有他一個人。到底前面的人怎麼禱，後面的人怎

麼接，他都不管，只管自己喊。結果在聚會中，你喊一句天南，他喊一句地北，各禱各的

；這個不行。我們一定要顧到別人，和別人銜接在一起。比方，你喊：『耶和華是我的牧

者。』我接著說，『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這就是不銜接，沒有聯起來。比方，

我禱唱：『我主耶穌，惟你是配。』後面一位弟兄接著說，『來得永遠的讚美。』這個意

思就銜接了。所以不僅聲音要接，意義也要接。 

無論是禱讀或禱唱，都是對主說的；不能像喊口號一樣亂喊，應該有禱告、求告、讚

美的口吻。不是光喊光叫，也不是講道給別人聽。所以我們的禱讀，要操練文雅一點。敬

拜神總歸是文雅的事，不是吵鬧的事。今天是黑暗的時代，許多事物都在壓我們，叫我們



的靈不能出來；所以，有時實在需要喊一喊，沖一衝，讓我們的靈得著釋放。然而，如果

一直這樣喊叫，又不對了，還是需要文雅一點。 

有的弟兄主張大喊大叫，有的弟兄不贊成大喊大叫。其實，不贊成大喊大叫的，是不

對；一直要大喊大叫的，也不對。今天是聖靈的時代，一切都要在靈裏；但有時還得顧到

別人。雖然我們在這裏可以大喊大叫，但因著我們知道有人不一定受得了，我們就要為他

們的緣故，把聲音降低一點；這樣，靈還是會出來的。所以，不要一直主張大喊大叫，也

不要一直反對大喊大叫，這些事我們統統要帶到主面前。我們的靈只要向主敞開，主會帶

領我們。 

當你禱唱、禱讀時，都得好好運用靈，運用心思，接受靈感來發表。你若把這個操練

得練達了，就不僅你的靈活了，並且思路也通順了。這樣就很容易有靈感。本來我沒有靈

感，但是給你這樣一發表，我的靈感也來了。你的發錶帶起我的靈感，我這個靈感一發表

，又帶起別人的靈感。這樣一個跟著一個，就非常豐富。這是最重要的。我們禱唱也罷，

禱讀也罷，最中心的點就是發表靈感；發表靈感是最摸著人的。 

禱讀的時候，可以夾唱一些詩歌。不是等到統統禱讀完，再唱一首詩歌，這樣太死板

了。可以中途就唱出詩歌，並且不一定要喊出詩歌的首數，只要領先唱一首熟悉的詩就更

活了。有時把那些重點的話，配上熟悉的調，唱起來也很有味道。 

有人說阿們和阿利路亞說得太多；要知道，你們禱讀與禱唱，若句句都說阿們，可能

會說成習慣，那就變成沒有意義，沒有感覺了。必須一個禱告真的很好，你很響應，纔說

阿們，而不是句句都說。然而也不要呆板，都不說阿們。說阿們要看點對不對，需要不需

要。 

說到分享，有些人的分享很像彼此勸戒，又像彼此對說，那不算是分享。分享乃是你

把得到的益處擺出來，不是你去勸別人作什麼；是你端出一盤菜請別人喫，不是你叫人去

燒飯。我們每禱讀一段聖經，都應當有所得，得了以後就擺出來給人享受。比方，大家禱

讀了詩篇二十三篇，有一位弟兄站出來說，『從前我沒看見耶和華是我的牧者，今天看見

了。』又有一位弟兄說，『你看這裏寫得多好，喫飽了，喝足了，就甦醒了。』又有一個

說，『甦醒了，就走路了。』這就是分享，叫別人也享受你的心得。……今天主帶領我們

走的路，不是基督教的老路，而完全是在靈裏，在祂的話裏。我們都得學走這條新路。（

李常受文集一九六八年第二冊，禱讀聚會的操練）  



 

 

禱讀神的話 
第四課 

藉著歌唱、頌詠神的話， 
⽽被神的話浸透，好為著基督的身體活基督 

  

   讀經：腓一 19～21 上，二 16，弗五 18～20，西三 16～17，詩一一九 54，林前十四

15，26  

 

壹 活基督的路就是你整天接上話插頭；你如果⼀直這樣接上插頭通電，你就能彀
活基督─腓⼀ 21 上，弗五 19，西三 16～17：  

一 基督徒的生活是活基督的生活，為著構成並建造基督的身體─腓四 1～3，12，16，

西一 24，二 19：  

1 神的願望是要我們活基督，有基督作我們的生活，有基督作召會生活的實際，就

是真實的內容，使每個地方召會都成為金燈臺；身體生活會達到羅馬十二章的

實際，這自然會為著祂的回來豫備新婦。  

2 這是主從起初，甚至從永遠以來所渴望的；這是主恢復的目標。  

二 活基督的路就是將祂的話接受到我們裡面，並且被這話充滿─腓二 16：  

1 我們若運用我們的全人將話接受進來，我們會被活的話充滿、佔有並浸透。  

2 因著話是那靈的具體化，又因著那靈是基督的實際，我們自然就會被基督充滿，

然後我們無論作甚麼或說甚麼，都會在基督的名裡；這就是活基督─林前十五

45 下，約六 63，西三 16～17。  

貳 我們從經歷知道，我們能藉著禱讀接受神的話作食物；但現在我們必須往前看
見，要將神的話接受到我們這⼈裡面，沒有比歌唱神的話更好的路；我們越歌
唱並頌詠神的話，這話就會越深⼊我們這⼈深處，並浸透我們─16 節：  

一 我們可將我們的靈比作需要汽油的汽車，並將話，聖經，比作加油站；在話裡有屬

靈汽油無窮無盡的供應；汲取這『汽油』到我們裡面的路，乃是藉著歌唱並頌詠神

的話─弗五 18～19，西三 16：  

1 歌羅西三章十六節和以弗所五章十八至十九節表明，我們的讀經該成為我們的歌

唱。  

2 我們感謝主恢復禱讀主話；現今我們必須往前到唱讀神的話；我們需要藉著歌唱

，用各樣的智慧，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我們裡面；這是使徒保羅在歌羅

西三章十六節所給的囑咐。  

3 享受讀經 高的路乃是以自然的旋律唱出聖經的話：  

ａ 我們需要運用靈來接受神寫出來的話，好叫這話成為現今對我們所說的話─約
六 63，弗六 17～18。  

ｂ 唱神的話是運用靈絕佳的路；禱告是運用靈，但歌唱更是運用靈絕佳的路─林
前十四 15。  

4 如果我們不知道用甚麼曲調來唱某節經文，我們可以自己譜一個曲調。  

5 不論我們唱得好不好，主都喜歡聽我們歌唱祂的話。  



 

 

6 我們歌唱主的話時，需要運用我們的眼睛來看，我們的心思來領會，我們的情感

來愛主的話，我們的意志來接受主的話，也要運用我們的靈來禱告、歌唱、讚

美、頌詠，為著主的話感謝祂─路二四 45，詩一一九 140，173，弗六 17～ 18

。  

7 我們不但應當在聚會中唱神的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更該如此；我們尤其應當

在家裡唱神的話；你獨自在房間裡或同別人在餐桌旁，要唱神的話。  

8 讓我們建立天天歌唱主話的習慣；然後我們的聚會就不會流於形式；聚會將滿了

我們日常生活的展覽；我們所展覽的，將是我們每天生活的內容；我們尤其要

在聚會中歌唱。  

二 我們需要藉著頌詠進入主的話─弗五 19，西三 16：  

1 頌詠比歌唱更高、更深、且更深奧；頌讚比歌唱更能把你帶進更高的享受裡；歌

唱神的話比讀神的話更好，頌詠神的話又比歌唱神的話更好。  

2 頌詠是歌唱的一種形式，也包含默想：  

ａ 歌唱本身不包含多少默想，但在頌詠中，我們默想神的話；這時候我們會敬

拜主，與祂交通，甚至在主面前與自己交談─詩一 1～3。  

ｂ 我們頌詠神的話時，就思想這話，默想這話，並享受這話，因此給這話更多

的機會浸透我們。  

3 頌詠不需要太多的調子：  

ａ 你可以自己譜調，或是不成調也可以。  

ｂ 接下去，你會發現你是很甜美、很剛強的把神聖的素質接受到你裡面。  

三 在歌羅西三章十六節保羅告訴我們，當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我們裡面；我們

該將保羅所寫的一切話，視為基督的話；事實上我們該將全本新約，視為基督的話

：  

1 有些基督徒把聖經的經文拿來唱；然而，他們多半唱舊約的部分；這是不錯，但

這遠不如唱新約那樣豐富。  

2 我們尤其該唱構成神聖啟示心臟的四卷書─加拉太書、以弗所書、腓立比書、和

歌羅西書，來享受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  

3 我們尤其需要唱那些向我們傳達基督豐富的經文；加拉太書、以弗所書、腓立比

書、和歌羅西書，這四卷書滿了神聖豐富的書。  

4 『我盼望有一天，我們能將全本新約配上音樂，好幫助我們歌唱基督的話。這樣

，新約的每一節都有曲調給我們唱』─腓立比書生命讀經，四三七頁。  

參 倘若我們肯操練把神的話拿來禱、拿來 

唱、拿來頌讚、拿來感謝，我們的召會⽣活就要⼤⼤的拔⾼；我們需要實⾏以上所
陳明的，我們對此都需要有深刻的印象，要運用我們的靈禱告神的話，唱神的
話，感謝神並讚美祂；這樣我們就會享受主、與祂是⼀、並且活祂。 
 

 



職事信息摘錄： 

在話裏享受三一神 

我要強調的是，神為了讓我們瞭解，讓我們摸著神聖性情裏那純淨、堅剛的本質，祂

就把聖經，就是神的話賜給了我們。這話是神聖的，寫法也很特殊，是神呼吸的濃縮。因

此，你不必太操練你的心思、頭腦。我不是說你不需要心思，而是說，你必須認識聖經不

是屬人、屬世的著作；它是神神聖呼出的濃縮。所以，你必須用尋求的態度、用活的路來

愛祂、愛祂的話，而不是在知識裏尋求祂。 

現在，你只要記住三點：首先，神要你接受祂作生命活祂；第二，祂如今是那靈；第

三，祂也是話。當你把這些應用到你的經歷裏，你會發現話和靈是一。在約翰六章六十三

節，主說祂對我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可見靈與話乃是一。這奇妙的神進到你裏面就是靈，

留在外面就是話。事實上，兩者是一。不要認為聖經和靈是兩個東西。這兩個是一。這種

關係就像你的身體和生命；你的身體和生命是一體，你不能把身體和生命分開。否則，你

的身體就只剩一具軀殼。所以，你若把聖經和靈分開，聖經就成了一個空殼子，成了死的

字句。（林後三 6。）字句就是死的文字。所以，我們要把靈和話應用到我們對神的經歷

和享受裏。 

聖經既是一種著作，你就需要好好去讀。從詩篇一百一十九篇，以弗所五、六章，歌

羅西三章中，我有一個深刻的印象，就是『讀』是最基本的步驟。你無論作甚麼事，都不

能把這個初階的步驟廢去。那麼，以下還要有那些步驟呢？還要唱、要禱、要頌讚、並且

要一直感謝。所以，除了讀，還要操練禱、操練唱、操練頌讚、操練感謝。讀只是五步中

的一步。已往我們太偏重讀。其實，讀只是初階，接下去還要禱，還要唱，還要頌讚，最

後就是感謝。這三個步驟聖經中都有，可是，並沒有題到『讀』。然而，照我們的悟性和

嘴唇的功能，沒有別的路，只有讀。在以上所題到的章節中，還用了許多動詞，說出我們

接觸主話的方式。詩篇一百一十九篇中就有許多種動詞。以弗所書和歌羅西書說我們當用

禱告、祈求，把神的話存在心裏，甚至要隨時多方禱告。 

需要操練 

我不希望你們把這些話只當作一篇信息來領受。這不是道理。你們若不操練，你們就

會白費許多時間，也會把這個成全訓練浪費了。你們都要去操練。不要禱告別的，只要禱

告主的話。我盼望我們都能把加拉太書、以弗所書、腓立比書、和歌羅西書都禱過，而且

還要唱過。然後你還要頌讚，這裏不需要太多的調子，你可以自己譜調，或是不成調也可

以。接下去，你會發現你是很甜美、很剛強的把神聖的素質接受到你裏面。最後，還要為

這些話感謝。倘若我們肯操練把這些話拿來禱、拿來唱、拿來頌讚、拿來感謝，我們的教

會生活就要大大的拔高。 

這些都是很實在的話。現在我還要把這些話重複一次，這些話真是值得一說再說的。

首先，我們的神巴望我們活祂。第二，祂是那靈。第三，祂是話。最後，祂盼望我們用禱

、唱、頌讚、感謝，在靈裏領受祂的話，把祂自己接受到我們裏面。我們都能見證說，每

當我們在靈裏禱告時，我們就得著了我們所需要的光、生命、愛、聖潔以及一切神聖的素

質。我們唱的時候，就能彀細細思想主的話，而且，還不光是思考，更是有享受。所以，

最好的路就是唱；再進一步就是頌讚，頌讚能把你帶進更高的享受裏。至於感謝，就是總

結。所以，你必須禱、必須唱、必須頌讚、必須向神發出感謝。 

  



活基督 

我們若整天操練，我們就不必再題醒要活基督，我們自然而然就會活基督。我們若不

操練把主的話拿來禱、唱、頌讚和感謝，而要活基督，這就很難了。我盼望我們都注意這

個要命的點，並且好好去操練。問題還不在於我們知道多少，只要操練，我們就能完全被

三一神所充滿、滲透，並且與主是一靈。你一被祂充滿、滲透，你就自然與祂合而為一，

實際與祂成為一靈。那麼，無論你作甚麼，你都在活基督。不論你作甚麼，你都在祂裏面

作，在祂的名裏作，你活著就不再是自己，而是基督。因為你已經完全被祂充滿，祂成為

你，你成為祂。這就是活基督，也就是新約所說的『在基督裏』、『基督在你裏面』。這

只是一個名詞麼？你有沒有仔細想過？這是甚麼意思？多年來，我一直不曉得怎麼解釋這

兩句話。不過，你一操練，你就能經歷這個事實，知道你在祂裏面，而且祂也在你裏面。

這還不只是個名詞或說法，而是一種經歷。你就能經歷你是在祂裏面，而且祂也在你裏面

。你需要接觸祂、接受祂、被祂充滿滲透、享受祂。這樣，你自然就能把祂活出來。（李

常受文集，一九八〇年第十一冊，成全訓練信息第十七篇） 

如何活基督 

但是近幾個月來，有一個更深的問題困擾著我：怎樣活基督。沒有疑問，當我這樣一

直尋求的時候，主就用祂的應許向我保證：我們尋找就尋見。（太七 7。）最近我曾經告

訴過你們活基督的路，第一就是在作每一件事以前都必須禱告。第二，我還發現你們的禱

告要持續不斷。當你們在作一些事的時候，你們必須不斷的禱告。第三，我們已經看見，

我們必須實行一種呼吸式的禱告。我們的禱告要成為我們的呼吸。這就是說，我們必須不

住的禱告，我們必須繼續不斷的禱告。 

第四，我還和你們交通到我們必須進到主的話裏面，不僅藉著讀經，也要藉著禱告，

還要藉著歌唱、頌讚和感謝進到主的話裏。你必須進到話裏面，因為聖經是神的話、神呼

出的氣息。甚至聖經就是神呼吸的集大成。不要像學者或學生那樣來查考聖經，要深入主

的話中來禱讀、歌唱、頌讚，隨時藉著話感謝神。我信這些都是我們活基督的路。我們在

這些事的經歷上也許有限、膚淺，但我們能彀作見證說，這是活基督的正路。當我們禱讀

、歌唱、頌讚，為著話感謝神的時候，我們裏頭確信，我們與那永活者真是一。那時，我

們就真正把一些新鮮的空氣呼吸到我們裏面的人裏。我每天需要一小時左右的運動、散步

，或作這、作那，否則我就睡不好。但我運動運動，呼吸就加強了，我就得了復甦。同樣

的，當你禱讀主的話、歌唱主的話、頌讚主的話、因著主的話感謝神的時候，你就把新鮮

的空氣吸到你裏面去了。（李常受文集，一九八〇年第十一冊，成全訓練信息第十八篇） 

話與靈 

歌羅西書說，『在每一件事上，無論作甚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在主耶穌的名裏

作，藉著祂感謝父神。』（三 17。）我們怎麼能彀在主的名裏作一切的事？沒有別的路

，只有藉著讚美、感謝和禱告。當我們在主的名裏作一切事的時候，那就是活基督。當你

在祂的名裏作一切事的時候，你就成為祂，祂也實際的成為你。如果你沒有與祂是一，你

怎麼能彀在祂的名裏行事。如果你奉祂的名行事，卻沒有與祂是一，你就是欺騙人。你如

果與我不是一，卻奉我的名行事，你就是欺騙人。但如果你成為我，你無論作甚麼，都是

在我的名裏作。這就是活我。活基督的路就是你整天接上話、禱告、歌唱、讚美、稱頌的



插頭。你如果一直這樣接上插頭通電，你就能彀活基督。你不僅需要整天禱讀主的話，也

需要整天唱讀主的話。只有禱讀還不太彀。你必須唱主的話。 

寫詩篇的目的主要不是為著講說或閱讀的，主要乃是為著頌讚和歌唱的。以詩篇一百

一十九篇為例，如果我們光讀而不唱的話，會把我們殺死，會叫我們厭倦。但如果我們唱

這一篇詩，整天唱它，這樣的唱詩會保守我們接上屬天的插頭而通電。屬天電流自然就會

整天通過你。這樣你就活基督了。電器是活電的。電器無論作甚麼，無論移到那裏去，都

能把電表現出來。這是正路；此外別無他路。你也許會認為我們甚麼也不需要作了，我們

可以留在家裏，跪下來禱告、讚美，其他的事一概不作。我們不能這樣，神不是這樣命定

的。我們有許多職責與責任。然而我們有一個很好的例證：不管我們多忙，我們一直在呼

吸。當你作許許多多事情的時候，你還是在呼吸。我們必須建立起這種呼吸的習慣。我們

都需要有清楚的異象；我們必須定罪我們沒有禱告的生活，我們必須定罪我們沒有讚美的

生活，我們必須定罪我們沒有頌讚的生活。我們必須整天過禱告的生活、讚美的生活和頌

讚的生活。 

我們有那靈如同天線，又有話如同地線一般。天線在我們裏面，在我們靈裏，而地線

在我們手中；我們只需要留在這裏運用這兩條線。這樣，我們就會得著灌輸與傳輸，我們

會被滲透並飽和；這樣，凡我們所作的都是在祂的名裏。這就是活基督。不是一種教訓、

道理，乃是一個帶著一些教導的小小異象。這完全在於我們每天的實行。我們必須實行不

住的禱告、不住的讚美、不住的稱頌、歌唱、感謝，因著我們不斷的把祂吸進來，被祂浸

透，叫我們實際的與祂是一。我們自然就會活基督。這不是道理，不是教訓，而是一種實

行。離了這個，一切都是虛空。 

如果你不這樣實行，生命讀經的信息，甚至讀聖經都會是虛空的。如果聖經還是死的

字句殺死你，聖經就是虛空的。當你呼吸主的話、禱告主的話、讚美主的話、唱讀主的話

、頌讀主話的時候，聖經對你來說纔是活的。聖經的每一行對你都會成為活的神、活的紐

瑪。這樣你就會得著傳輸、灌輸、浸透，祂要成為你的一切，使你與祂是一。凡你所說、

凡你所作的都是基督。這就是活基督。你們必須好好這樣來實行。（李常受文集，一九八

〇年第十一冊，成全訓練信息第十六篇） 

藉著歌唱被話浸透 

我們若真渴望被活的話浸透，使我們活基督，就需要跟隨保羅在歌羅西三章十六節所

提倡的實行。這就是說，我們必須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我們裏面，不是單單憑著來

自心思的知識，乃是憑著來自我們靈的各樣智慧，包括歌唱和頌詠。哦，我們需要歌唱並

頌詠神的話！歌唱神的話比讀神的話更好，頌詠神的話又比歌唱神的話更好。頌詠神的話

包括默想這話，並享受這話。我們頌詠神的話時，就思想這話，默想這話，並享受這話，

因此給這話更多的機會浸透我們。 

我們若只讀神的話，我們所讀的那段話就不太有機會深入我們裏面，並浸透我們這人

。但我們若歌唱神的話，特別是頌詠這話，就將我們全人更完全的向話敞開，並給這話機

會深入我們，並浸透我們。例如，我們若唱詩篇第一篇，就會享受這篇短詩裏的豐富。讓

我們不單在聚會中歌唱並頌詠神的話。讓我們天天來到話跟前，用我們全人歌唱並頌詠這

話。在歌唱並頌詠神的話時，讓我們運用我們的聲音、我們的心思、我們的心、和我們的

靈。 



不但如此，我盼望從現在起，在召會的聚會中，會將更多的地位給自然的歌唱神的話

一事。可能在某個聚會中，我們會歌唱或頌詠以弗所書。毫無疑問，我們若花整個聚會這

樣作，就會摸著這封書信裏的豐富。 

在歌羅西三章十六節保羅沒有題到讀，反而強調唱，這是令人驚訝的。我們可能讀神

的話，而沒有運用我們的靈，沒有接觸神。但藉著禱告、歌唱和頌詠，我們就被帶進那靈

裏。要接受生命的話，並且被基督的元素所浸透，上好的路就是唱神的話。（腓立比書生

命讀經，第四十篇） 

藉著禱告、歌唱和感謝，我們就被基督注入，被祂飽和，並與祂調和。我們許多人能

見證，我們享受某段主的話時，自然而然就有旋律從裏面湧出。然後我們開始用這旋律向

主唱這段話。藉著歌唱，我們就被話浸透，並得著話豐富的滋養。這使我們向神感謝。那

時我們真與基督是一。凡我們所作的，無論是什麼，或說話，或行事，就都在主耶穌的名

裏。我再說，這就是活基督。…… 

我要再次勸你們將豐富的話、全備供應的靈、以及不住的禱告結合起來。不但要藉著

讀，也要藉著禱讀和唱讀來接受神的話。還要讚美主，並感謝祂。要將豐富的話和那靈全

備的供應，與不住的禱告結合起來。然後你就會享受主、有分於祂、與祂是一、活祂、在

祂裏面長大、並顯大祂。這是神今天所渴望的。 

我們需要實行本篇信息中所陳明的，盼望我們對此都有深刻的印象。不要照著人天然

的觀念禱告；反而要運用你的靈禱告主的話，唱主的話，感謝神並讚美祂。這樣你就會讓

主的話進入你裏面，使你得著主話一切豐富的滋養。然後，藉著你不住的禱告，這些豐富

就會成為那靈全備的供應。你就會享受主、與祂是一、並且活祂。（腓立比書生命讀經，

第三十七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