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周  说话 

周一                  要健康就要说话与口說恩言 

弗四 25 所以你们既已脱去谎言，各人就要与邻舍说实

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29 败坏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按需要说建造

人的好话，好将恩典供给听见的人。 

神的心愿就是要我们说话，最讨神喜欢的就是说话。父

母最喜欢听见孩子说话，孩子一说话，就是说得不好听，

也好听。在聚会中也是这样，前一个礼拜刚得救的，说起

话来真好听！不好听也好听。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试试看，从早到晚，都不说话，你

就是慢性自杀。说话真卫生啊！我讲给你听，我不是医

生，也不是营养学家，我完全是讲人生的经历，我的健康

百分之六十是为主说话来的。我一不为主说话，觉就睡不

好了，就憋气了，也就没有喜乐了。 

我们要看见一个原则、原理、定律：你要健康就要说

话。天天说个不休，你就是最健康的人。不过要说主的

话，你说主的话，就有喜乐。人家可能反对你，可是人里

头都有良心，公道自在人心。有一个弟兄在电信局里作

事，他遇见同事就讲耶稣，就替神说话。末了别人轻视

他，说他是耶稣。可是等到他们有了难处，有重要的文件

托人代管时，就都来找他。等到他的同事面临难处，他们

所听见的福音，就在里头起了作用。 

所以要知道，我们最卫生的一条路就是为神说话，说话

不仅叫你心里快乐，对身体也是有益的。因为人身体健康

需要深呼吸，你闭口就是不呼吸，开口不呼吸也呼吸了。

今天早晨第一堂我讲了一个多钟头，现在我又讲了一个钟

头；我不深呼吸，也深呼吸了。也许我疲累了，疲累了下

午我就睡一场，晚上吃完饭再来讲；讲疲累了快快回家再

睡。这样一定好睡，也一定健康。闭口不言的姊妹，我劝

告你们，这会损害你们的健康。但你不要去闲谈、聊天，

而要到处、随时说主的话。说主的话越说越喜乐，越说越

健康。 

我们看见了，神愿意万人完全认识真理，这是神的一个

心愿。第二个心愿，祂愿意我们为祂说话，人人都要说，

你“可以”，也有“能”，有权利，有本能，你不能说没

本能。神给你造一个声带和一个舌头，还有两片嘴唇，一

嘴牙齿，这不光是为着你吃东西，也是为着你说话。但是

我们这些人，辜负了神的创造，常常乱说一场，东批评、

西批评，撒谎、造谣，说个不休。 

我们的口应当说恩言，象主耶稣一样。从祂口里有恩言

出来，以弗所书说，“说善良的话，好给听见的人恩

典。”（四 29。）恩典要从你们口里流出来。那就是神的

话。弟兄姊妹，把我们打电话所消耗的时间，用来打一个

电话给我们的熟人，传传福音好不好？也要去看看亲戚，

对他们说主的话，说真理，说福音。我们不但在聚会中，

连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都要说，无

论在什么时候都要说。（人人要说神的话，第一篇。）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周 • 周二   向主说话，和主说话与替主说话 

民二十 7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拿着杖， 和你的哥哥亚伦 

~8 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这

样，你就为他们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给会众

和他们的牲畜喝。 

基督既已被钉十字架，那灵也既已赐下，基督就不需要

再被钉了，就是不需要再次击打磐石，使活水流出。在神

的经纶里，基督只该钉死一次。（来七 27，九 26～28

上。）我们要从钉十字架的基督接受活水，只需要‘拿着

杖，’并‘吩咐磐石。’拿着杖就是在基督的死里与祂联

合，并将基督的死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和我们的处境中。

吩咐磐石，就是向基督这被击打的磐石直接说话，求祂基

于那灵已经赐下的这个事实，将生命的灵赐给我们。（参

约四 10。）我们若将基督的死应用在自己身上，并在信心

里求基督赐给我们那灵，就必得着活的灵，作为生命全备

的供应。（腓一 19。）（新約恢复本，民二十 8 注 1。） 

我们若实行就着话祷告，就会对主有非常活的经历，一

段时间之后，我们会习惯以非常活泼却又平常的对话方式

向主说话。我们不仅独自在房间里时会对主说话，即使在

与别人谈话时也会对主说话。我们会一直与主接触。我们

的祷告会自然且自动，对我们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帖前

五 17。） 

我们许多人也许作了许久的基督徒，但仍不习惯接触

主。我们也许觉得我们要祷告，就必须在隐密的房间里跪

下祷告。但我们必须实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形下接触

主。我们或在路上走路、或在工作、或忙于各样的事时，

都能对主说话。我们若快要发脾气时，应该告诉主：

‘哦，主阿，我快要发脾气了。’我们若快要批评别人

时，应该说，‘主阿，我快要批评了。’我们必须简单的

接触主，告诉祂一切事，然后，祂会作我们的调整和改

正。祂会成为抗生素，杀死我们的脾气和批评里一切的细

菌。 

住在主里面是什么意思？住在主里面就是一直与主接

触。现在活着的，不是我们，乃是主实际的与我们同活，

并在我们里面活。如同保罗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所说的，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

们若接触主，接受祂作生命的供应，祂会彻底改变我们整

个的生活。例如，假如我们要写信给人，但在写信前，我

们接触主，告诉祂我们要写这样一封信。我们这样作时，

主会在那时刻在我们里面作一些事，结果我们写这封信的

方式会彻底改变。写信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在我们里面的

主写这封信。在每一种情形中我们都能这样接触主。（为

著基督身体的一经历神人调和，第七章。） 

学习向基督说些话，不要向祂隐瞒什么。在基督面前要

赤露敞开，将你心中所有的告诉祂，向祂敞开，常常学习

接受祂。这是最好的祷告。（凭生命的路传扬福音，第五

章。） 

我们得救的人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主说话，替主

说话。你说，“替主说话？我先生惹我生气，孩子也上学

去了，家里没有人了，我要对谁说话？”你这样就错了，

因为对象多得很，猫、狗是对象，鸟也是对象，花草也是

对象。你第一要对主说，第二要对猫、狗说，对鸟说，对

花草说，“小花小草啊！我真爱你，我会生气，你不会生

气；但是，你可要知道，你没有主的生命，我有主的生

命，阿利路亚！”讲给它听。我不是讲笑话。（人人要说

神的话，第一篇。）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周 • 周三        在日常生活中讲说福音 

可一六 15 祂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

造之物传扬福音。 

提后四 2 上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预备好， 

主耶稣差遣祂所有的门徒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之物

传扬福音，（可十六 15，）又嘱咐他们使万民作主的门

徒，将他们浸入三一神里。（太二八 19。）一切受造之物

都需要听见福音。若没有人作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可

以对花草、对动物传福音。这会增加我们的信心，培养我

们的发表。有些人告诉我，他们和别人说话时不知道要说

些什么。我给他们的劝告是对受造之物说话，这包括了一

切的活物。我们若这样作，就能学会如何讲说。福音应当

传给一切受造之物。我们若是因享受主而癫狂，我们就会

向所看见的每一样东西传福音。如果我们不断的讲说福

音，至终就会有果效，并且我们的传讲会满了能力。我得

救后不久，就到海边操练向大海讲道。我不是在神学院里

学会如何传福音，乃是到海边向大海讲说而学会的。（神

命定实行新约经纶的路，第十章。） 

我们既是神的众子，就应当是把基督说出来的人。我们

必须用新的语言，以新的方式对人讲说。我们可以说，

“先生，早安。我是神的儿子，我愿意对你说到我的神，

就是我的父。约翰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受基督的，神就赐

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传福音正确的方式。你

说话的对象可能当时很忙，无法谈话，但你可以与他约定

另一个时候。在神儿子名分里的众子，都应当讲说基督，

而基督乃是为神说话。 

在新约里，神在祂的长子基督里说话，（罗八 29，）

这指明神长子的众弟兄，也就是神许多的儿子，也必须是

神的话，为神说话。他们不仅是使徒、申言者、传福音

者、牧人和教师等等，（弗四 11，）他们更是神的众子，

就是祂长子的众肢体。他们远远高过旧约的申言者。 

今天我们这些新约信徒是神的众子，也是祂的申言者。

林前十四章一节说，“你们要追求爱，更要切慕属灵的恩

赐，尤其要切慕申言。”三十一节说，“因为你们都能一

个一个的申言，为要使众人有学习，使众人得勉励。”只

要你是神的儿子，你也就是申言者。你是儿子，就应当说

话；你是申言者，就应当申言。你们都能申言。对我们的

亲戚、同事和同学，我们该作申言者。我们应当每天申

言，一直不停的讲说基督。我们不该与人谈论政局，乃该

对他们讲论奥秘的事。当我们对人说话时，也许那人会说

我们精神有问题，但我们可以告诉他：“我精神没有毛

病；我是神的儿子。”我们必须学习这样“发疯”的为主

说话。（约翰福音结晶读经，第二篇。） 

传福音要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口要张开，到处传

讲。即使是瞎讲也没有关系，只要是福音，就是瞎讲也会

有果效。你若想‘以理服人’，好好讲，重在口才，讲得

好听，大概一讲就死了。中国近五十年来，传福音最有果

效的，就是宋尚节博士。我曾听过他传福音，他传起福音

又蹦又跳，从上面跳到下面，又从下面找一个人跳到上

面；讲起道也是没次没序，有时还乱喊、乱骂，甚至什么

奇怪的声音都出来了。虽然如此，他传福音却是很有果

效。（速兴起传福音，第一篇。）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周 • 周四              人人在聚会里说话 

弗五 19 用诗章、颂辞、灵歌，彼此对说，从心中向主

歌唱、颂咏， 

西三 16 当用各样的智慧，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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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旦被聚集到祂的名里，就需要说话。在以弗所

五章十九节和歌罗西三章十六节，诗章、颂辞和灵歌主要

不是为着唱，乃是为着讲说。我们除了唱诗章、颂辞、灵

歌外，还需要讲说。由于我们的背景，我们没有讲说诗歌

的习惯。我们必须学会这习惯，忘记我们的背景、我们已

往所学的和我们现在的环境；我们必须回到圣经中关于如

何聚会的纯正话语。新约启示，我们在聚会中惟一必须作

的事乃是讲说。我们必须用主的话、诗章、颂辞和灵歌讲

说。我们都必须学习讲说。… 

我们许多人不预备自己到聚会里说话。我们只到聚会里

来坐着听。我们不习惯“带我们的口”到聚会来。只是到

聚会里来听另一个人说些什么，是不对的。我们来聚会

时，应当预备好自己说话。今天许多基督徒中间的情形是

这么软弱、贫穷、低沉、冷淡、疏远的原因，完全是由于

缺少说话。我们若愿意都学习厌恶这种沉默，为基督说

话，说出基督并讲说基督，复兴就要马上来到。 

当我到聚会中来尽职，而每个人都沉默时，这个沉默就

几乎把我“熄灭”。每个人都不说话时，我就很难说话。

另一面，若是每个人都说话，我必须抢机会说话时，我就

被挑旺起来。在篮球队里你若是惟一打球的人，你就得不

到激励打球，你也很难打。然而，若是球队里每个人都

打，并且配搭在一起，这是一个复兴。我的负担是要把你

们激动起来，厌恶在聚会中的沉默。忘了基督教聚会的路

吧！当你来聚会时，应当预备好说话。 

在聚会中你必须说话，但你不该说自己的话。我们都必

须学习说基督，以祂作为我们的话、神的话，并且说祂的

话，就是在圣经中所启示的话。我们要这样说话，就必须

经历基督。我们越多经历祂，就越能讲说祂的话。我们不

该只说关于祂的事，我们也必须“说祂”；我们必须说一

些话就是基督自己。我们必须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

的基督，然后我们必须说祂的话。歌罗西三章十六节说，

“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住在你们里面。”要让话丰丰富

富地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需要借着研读圣经而学习话。 

我鼓励你们众人都弃绝传统基督徒聚会的实行，而来到

聚会中学习说话。然而，你要说话，就必须有充分的辞

汇。你能从你对基督的经历，从圣经，特别从新约，从生

命读经信息，并从新约圣经恢复本的注解，得着充分的神

圣辞汇。在生命读经和恢复本的注解里，有许多高深、深

奥的辞汇，我们应当学习并使用。当形容我们所接受，并

且现今正在享受之奇妙的那灵时，我们用过七个美妙的形

容词。新约清楚地启示，这灵乃是包罗万有、经过过程、

复合、赐生命、内住、七倍加强并终极完成的。我们中间

所有二十五岁以下的人，是处于取得丰富属灵辞汇的黄金

时期。你的辞汇丰富时，你就容易构组任何句子、段落和

文章。我们必须花时间增加我们属灵的辞汇。我们许多人

缺少神圣的表达和发表，这是很可惜的。（实行主当前行

动之路，第三章。）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周 • 周五    在聚会中讲说诗章、颂辞和灵歌 

弗五 19 用诗章、颂辞、灵歌，彼此对说，从心中向

主歌唱、颂咏， 

林前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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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时圣徒们在聚会中讲说诗歌，…我们必须回来实行纯正

的话里所启示的。以弗所五章十九节说，要彼此对说诗歌。我

们要彼此互相的，我对你说，你也对我说，（长老训练第八

冊，主当前行动的命脉，第一章。） 

在我们的聚会里，我们必须有诗歌，不仅是为着颂咏，也

是为着讲说。我盼望在每个聚会里，至少四分之一的说话是讲

说诗章、颂辞、灵歌。诗歌象奶的精华，乃是写作的精品。我

们学习如何说话的最好方式，乃是学习如何用诗歌说话。我们

应当学习使用象“荣耀基督，亲爱救主”（诗歌三八二首）这

样的诗歌，那首诗歌会在说话上帮助我们，但我们必须学习说

得活泼、令人非常舒畅并非常启发人的灵感。我们不该只读诗

歌，乃该说得圣徒受激励，并使每位与会者受感动。我们必须

一再地练习这样讲说诗歌。这样，我们就会得着装备而给聚会

很多帮助。我们可以只讲说一首诗歌，而有很好的擘饼聚会。

讲说了这首诗歌之后，我们可以唱，唱了之后，可以再说。我

们不需要再提别的诗歌。借着唱、讲说、再唱、再讲说一首诗

歌，基督的丰富就会释放到聚会中。（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那

合乎圣经的聚会与事奉之路，第八章。）  

凡我们在聚会中所说的，都必须以基督和召会为中心。…

我们需要以元首基督，并祂的身体召会，作我们说话的中心。

不论我们说什么话，其中心必须是基督与召会。 

在今天的基督徒聚会里，我们大部分用的是新约圣经，但

保罗写林前十四章二十六节时，并没有我们所知道的这本新

约。他们那时所有的，大部分是旧约圣经。在古时第一批使徒

的时代，虽然基督徒没有新约圣经，他们有许多照着使徒的教

训所写成新的诗章、颂词和灵歌。提前三章十六节可能是引用

自使徒时代非常盛行的一首短歌。当他们聚集一起时，他们大

量的使用这些诗章、颂词和灵歌。有些教师会说，诗章也指旧

约圣经中的旧诗篇。我并非不同意这说法，但我相信他们所用

的，更多是为着聚会而照着使徒的教训所写成的诗章、颂词和

灵歌。我很感谢主，我们有一本新约圣经和一本诗歌。我们这

本诗歌非常适合于讲说。 

人数少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练习说诗歌。要遵守美好的

次序，并保持你的灵是活泼、操练、释放的。我们对于这条新

路，都还很生疏。但我相信，我们若天天练习，必会有所得

着。自然而然我们就受调整。我们会借着练习而自我调整。 

诗歌是特别富于生命的经历和真理的。诗的语言是非常纯

净的。在我们日常的说话中，我们没有人能说出诗歌里那样纯

净的话；这是因为诗歌是经由多方推敲写成的。诗歌三百八十

二首有七节，我们若彼此对读对说，我们就能看见其中的丰

富。我们若说得适当，就能借着我们的说话讲一篇信息。在我

们的说话中，我们应当学习用完整的词句、语词或一段话，使

别人能跟得上我们的说话。 

我们需要学习用许多方式来说诗歌。有时我们需要重复和

强调。诗歌三百八十二首的副歌有这一句：『奥妙、丰富，享

受不尽！』我们需要强调和重复的来读这一句。我们都必须学

习撇开我们天然的方法，就是我们天然的读法和天然的听法。

我们需要照着圣经，有新的学习。（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讲说

基督，第一章。） 



第四周 • 周六        借着申言在召会聚会中说话 

林前 十四 3 但那申言的， 是对人讲说建造、 勉励和安慰 

~4 。那说方言的，是建造自己，但那申言的，

乃是建造召会。 

31 因为你们都能一个一个的申言，为要使众人

有学习，使众人得勉励。  

借着享受基督而在生命里长大，所产生超越的恩赐，乃是

申言。（林前十四 12。）林前十四章强调，因着我们享受基

督而得着发展的最高恩赐，超越一切其他恩赐者，乃是申言。

十四章的申言，意思不是说预言。这可由第三节所说，‘那申

言的，是对人讲说建造、勉励和安慰’得着证明。一位弟兄若

对人讲说建造、勉励和安慰，就证明他的申言不是预言。申言

在林前十四章是为主说话，说出主来，将主说到人里面，将主

供应（分赐）到人里面。（林前十四 3～5。）我们既是正确

而长大的信徒，并且属灵的恩赐也正在发展，我们就必须每日

都将主说到人里面。我们若每日都操练此事，当我们来在一起

交通的时候，就必定有可分享的。这就应验了林前十四章二十

六节—每逢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各人都有。 

按照林前十四章二十六节，我们为着召会聚会所该有的头

一项，乃是诗歌。新约给我们看见，诗章和颂辞首要是为着

说，不是为着唱。以弗所五章十八至十九节说，我们用诗章、

颂辞、灵歌，彼此对说，就得以在灵里被充满。讲说编写过

的、诗体的文辞，比一般的说话更准确、精简、有能力。这就

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在聚会中讲说诗歌。林前十四章二

十六节也说到或有教训、启示、方言、或翻出来的话。这一切

项目都是为着说话。末了二项，方言与翻出来的话，是神奇的

说话。它们不是借着学习，乃是借着圣灵神奇的力量而有的。

诗歌、教训和启示都需要学习。 

为主说话、说出主来、并将主说到人里面，乃是为着建造

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一人讲众人听可以建造一个会，但绝

不能建造基督身体这个生机体。要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我们

众人都需要说话。我们若每周来在一起，听牧师讲一篇好的

道，也许可以将我们建造成一个会，有大场面给人观赏。这种

作法在基督教里非常盛行。我们来在一起要生机的建造基督的

身体，一人讲众人听的作法是行不通的。基督的身体要得着建

造，所有的肢体都需要说话。一位圣徒可以说两分钟，另一位

五分钟，再一位三分钟。 

倘若我们有两百人一同聚会，而只有一个人讲话，就不论

讲的人有多好、多了不起、多超特，两年后，许多人都会厌烦

他所讲的。甚至讲的人自己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另一面，假使

这两百人聚在一起九十分钟，各人都负起责任，有话要为主

说；每一个人若说三分钟，就有三十人能说话。这将是一个令

人舒畅的聚会。每逢新人说话，他的说话总是特别新鲜而令人

舒畅的。每一个人都会‘阿们’他所说的话。我们要建造基督

身体的各部分，就需要都起来为主说话。 

我们召会的聚会应该是基督之丰富的筵席。当我们应邀赴

筵的时候，不是只享受一道菜。筵席满了许多不同种类的食

物。有些中式筵席有二十四道菜。我们的聚会里若有许多种

‘菜肴’，那是何等的美妙！我们没有一人会对这样的聚会感

到厌烦。我们的聚会该是满了享受的筵席。 

若是所有的圣徒都在聚会中为主说话，这聚会必定满了保

养、顾惜、调整和改正。在聚会里的一位弟兄也许有不太适合

于召会生活的习惯。只有一人讲众人听，也许永远不会有一篇

信息摸着这位弟兄的习惯。但聚会中若有二十或三十位圣徒说

话，终究有人会说到摸着这位弟兄习惯的话。因着在聚会里有

许多人摆出他们的一分，就能摸着许多事。在这样的聚会里，

圣徒在不知不觉中就得了改正。不仅如此，圣徒也得了建造、

供应和装备。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有负担强调申言（建造召

会的超越恩赐，第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