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週 說話
要健康就要說話與口說恩言

週一
弗四 25

所以你們既已脫去謊言，各人就要與鄰舍說實
話，因為我們是互相為肢體。

29

敗壞的話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按需要說建造
人的好話，好將恩典供給聽見的人。

神的心願就是要我們說話，最討神喜歡的就是說話。父
母最喜歡聽見孩子說話，孩子一說話，就是說得不好聽，
也好聽。在聚會中也是這樣，前一個禮拜剛得救的，說起
話來真好聽！不好聽也好聽。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試試看，從早到晚，都不說話，你
就是慢性自殺。說話真衛生阿！我講給你聽，我不是醫
生，也不是營養學家，我完全是講人生的經歷，我的健康
百分之六十是為主說話來的。我一不為主說話，覺就睡不
好了，就憋氣了，也就沒有喜樂了。
我們要看見一個原則、原理、定律：你要健康就要說
話。天天說個不休，你就是最健康的人。不過要說主的
話，你說主的話，就有喜樂。人家可能反對你，可是人裡
頭都有良心，公道自在人心。有一個弟兄在電信局裡作
事，他遇見同事就講耶穌，就替神說話。末了別人輕視
他，說他是耶穌。可是等到他們有了難處，有重要的文件
託人代管時，就都來找他。等到他的同事面臨難處，他們
所聽見的福音，就在裡頭起了作用。
所以要知道，我們最衛生的一條路就是為神說話，說話
不僅叫你心裡快樂，對身體也是有益的。因為人身體健康
需要深呼吸，你閉口就是不呼吸，開口不呼吸也呼吸了。

今天早晨第一堂我講了一個多鐘頭，現在我又講了一個鐘
頭；我不深呼吸，也深呼吸了。也許我疲累了，疲累了下
午我就睡一場，晚上喫完飯再來講；講疲累了快快回家再
睡。這樣一定好睡，也一定健康。閉口不言的姊妹，我勸
告你們，這會損害你們的健康。但你不要去閒談、聊天，
而要到處、隨時說主的話。說主的話越說越喜樂，越說越
健康。
我們看見了，神願意萬人完全認識真理，這是神的一個
心願。第二個心願，祂願意我們為祂說話，人人都要說，
你『可以』，也有『能』，有權利，有本能，你不能說沒
本能。神給你造一個聲帶和一個舌頭，還有兩片嘴唇，一
嘴牙齒，這不光是為著你喫東西，也是為著你說話。但是
我們這些人，辜負了神的創造，常常亂說一場，東批評、
西批評，撒謊、造謠，說個不休。
我們的口應當說恩言，像主耶穌一樣。從祂口裡有恩言
出來，以弗所書說，『說善良的話，好給聽見的人恩
典。』（四 29。）恩典要從你們口裡流出來。那就是神的
話。弟兄姊妹，把我們打電話所消耗的時間，用來打一個
電話給我們的熟人，傳傳福音好不好？也要去看看親戚，
對他們說主的話，說真理，說福音。我們不但在聚會中，
連我們在日常生活裡，無論到甚麼地方，我們都要說，無
論在甚麼時候都要說。（人人要說神的話，第一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週 • 週二 向主說話，和主說話與替主說話
民二十 7
~8

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拿著杖， 和你的哥哥亞倫
招聚會眾，在他們眼前吩咐磐石發出水來；這
樣，你就為他們使水從磐石中流出來，給會眾
和他們的牲畜喝。

基督既已被釘十字架，那靈也既已賜下，基督就不需要
再被釘了，就是不需要再次擊打磐石，使活水流出。在神
的經綸裏，基督只該釘死一次。（來七 27，九 26～28
上。）我們要從釘十字架的基督接受活水，只需要『拿著
杖，』並『吩咐磐石。』拿著杖就是在基督的死裏與祂聯
合，並將基督的死應用在我們自己身上和我們的處境中。
吩咐磐石，就是向基督這被擊打的磐石直接說話，求祂基
於那靈已經賜下的這個事實，將生命的靈賜給我們。（參
約四 10。）我們若將基督的死應用在自己身上，並在信心
裏求基督賜給我們那靈，就必得著活的靈，作為生命全備
的供應。（腓一 19。）（新約恢復本，民二十 8 註 1。）
我們若實行就著話禱告，就會對主有非常活的經歷，一
段時間之後，我們會習慣以非常活潑卻又平常的對話方式
向主說話。我們不僅獨自在房間裡時會對主說話，即使在
與別人談話時也會對主說話。我們會一直與主接觸。我們
的禱告會自然且自動，對我們就像呼吸一樣自然。（帖前
五 17。）
我們許多人也許作了許久的基督徒，但仍不習慣接觸
主。我們也許覺得我們要禱告，就必須在隱密的房間裡跪
下禱告。但我們必須實行在任何時候、任何情形下接觸
主。我們或在路上走路、或在工作、或忙於各樣的事時，
都能對主說話。我們若快要發脾氣時，應該告訴主：
『哦，主阿，我快要發脾氣了。』我們若快要批評別人

時，應該說，『主阿，我快要批評了。』我們必須簡單的
接觸主，告訴祂一切事，然後，祂會作我們的調整和改
正。祂會成為抗生素，殺死我們的脾氣和批評裡一切的細
菌。
住在主裡面是什麼意思？住在主裡面就是一直與主接
觸。現在活著的，不是我們，乃是主實際的與我們同活，
並在我們裡面活。如同保羅在加拉太二章二十節所說的，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我
們若接觸主，接受祂作生命的供應，祂會徹底改變我們整
個的生活。例如，假如我們要寫信給人，但在寫信前，我
們接觸主，告訴祂我們要寫這樣一封信。我們這樣作時，
主會在那時刻在我們裡面作一些事，結果我們寫這封信的
方式會徹底改變。寫信的不再是我們，乃是在我們裡面的
主寫這封信。在每一種情形中我們都能這樣接觸主。（為
著基督身體的一經歷神人調和，第七章。）
學習向基督說些話，不要向祂隱瞞什麼。在基督面前要
赤露敞開，將你心中所有的告訴祂，向祂敞開，常常學習
接受祂。這是最好的禱告。（憑生命的路傳揚福音，第五
章。）
我們得救的人有一個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主說話，替主
說話。你說，『替主說話？我先生惹我生氣，孩子也上學
去了，家裡沒有人了，我要對誰說話？』你這樣就錯了，
因為對象多得很，貓、狗是對象，鳥也是對象，花草也是
對象。你第一要對主說，第二要對貓、狗說，對鳥說，對
花草說，『小花小草阿！我真愛你，我會生氣，你不會生
氣；但是，你可要知道，你沒有主的生命，我有主的生
命，阿利路亞！』講給牠聽。我不是講笑話。（人人要說
神的話，第一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週 • 週三

在日常生活中講說福音

可一六 15

祂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
造之物傳揚福音。

提後四 2 上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都要豫備好，

主耶穌差遣祂所有的門徒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之物
傳揚福音，（可十六 15，）又囑咐他們使萬民作主的門
徒，將他們浸入三一神裏。（太二八 19。）一切受造之物
都需要聽見福音。若沒有人作我們傳福音的對象，我們可
以對花草、對動物傳福音。這會增加我們的信心，培養我
們的發表。有些人告訴我，他們和別人說話時不知道要說
些甚麼。我給他們的勸告是對受造之物說話，這包括了一
切的活物。我們若這樣作，就能學會如何講說。福音應當
傳給一切受造之物。我們若是因享受主而癲狂，我們就會
向所看見的每一樣東西傳福音。如果我們不斷的講說福
音，至終就會有果效，並且我們的傳講會滿了能力。我得
救後不久，就到海邊操練向大海講道。我不是在神學院裏
學會如何傳福音，乃是到海邊向大海講說而學會的。（神
命定實行新約經綸的路，第十章。）
我們既是神的眾子，就應當是把基督說出來的人。我們
必須用新的語言，以新的方式對人講說。我們可以說，
『先生，早安。我是神的兒子，我願意對你說到我的神，
就是我的父。約翰一章十二節說，凡接受基督的，神就賜
他們權柄，成為神的兒女。』這是傳福音正確的方式。你
說話的對象可能當時很忙，無法談話，但你可以與他約定
另一個時候。在神兒子名分裡的眾子，都應當講說基督，
而基督乃是為神說話。

在新約裡，神在祂的長子基督裡說話，（羅八 29，）
這指明神長子的眾弟兄，也就是神許多的兒子，也必須是
神的話，為神說話。他們不僅是使徒、申言者、傳福音
者、牧人和教師等等，（弗四 11，）他們更是神的眾子，
就是祂長子的眾肢體。他們遠遠高過舊約的申言者。
今天我們這些新約信徒是神的眾子，也是祂的申言者。
林前十四章一節說，『你們要追求愛，更要切慕屬靈的恩
賜，尤其要切慕申言。』三十一節說，『因為你們都能一
個一個的申言，為要使眾人有學習，使眾人得勉勵。』只
要你是神的兒子，你也就是申言者。你是兒子，就應當說
話；你是申言者，就應當申言。你們都能申言。對我們的
親戚、同事和同學，我們該作申言者。我們應當每天申
言，一直不停的講說基督。我們不該與人談論政局，乃該
對他們講論奧祕的事。當我們對人說話時，也許那人會說
我們精神有問題，但我們可以告訴他：『我精神沒有毛
病；我是神的兒子。』我們必須學習這樣『發瘋』的為主
說話。（約翰福音結晶讀經，第二篇。）
傳福音要學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口要張開，到處傳
講。即使是瞎講也沒有關係，只要是福音，就是瞎講也會
有果效。你若想『以理服人』，好好講，重在口才，講得
好聽，大概一講就死了。中國近五十年來，傳福音最有果
效的，就是宋尚節博士。我曾聽過他傳福音，他傳起福音
又蹦又跳，從上面跳到下面，又從下面找一個人跳到上
面；講起道也是沒次沒序，有時還亂喊、亂罵，甚至甚麼
奇怪的聲音都出來了。雖然如此，他傳福音卻是很有果
效。（速興起傳福音，第一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週 • 週四
弗五 19
西三 16

人人在聚會裏説話

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對說，從心中向主
歌唱、頌詠，
當用各樣的智慧，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
你們裡面，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教導，
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

我們一旦被聚集到祂的名裏，就需要説話。在以弗所
五章十九節和歌羅西三章十六節，詩章、頌辭和靈歌主要
不是為着唱，乃是為着講説。我們除了唱詩章、頌辭、靈
歌外，還需要講説。由於我們的背景，我們没有講説詩歌
的習慣。我們必須學會這習慣，忘記我們的背景、我們已
往所學的和我們現在的環境；我們必須回到聖經中關於如
何聚會的純正話語。新约啓示，我們在聚會中惟一必須作
的事乃是講説。我們必須用主的話、詩章、頌辭和靈歌講
説。我們都必須學習講説。…
我們許多人不預備自己到聚會裏説話。我們只到聚會裏
來坐着聽。我們不習慣『帶我們的口』到聚會來。只是到
聚會裏來聽另一個人説些什麽，是不對的。我們來聚會
時，應當預備好自己説話。今天許多基督徒中間的情形是
這麽軟弱、貧窮、低沉、冷淡、疏遠的原因，完全是由於
缺少説話。我們若願意都學習厭惡這種沉默，為基督説
話，説出基督並講説基督，復興就要馬上來到。
當我到聚會中來盡職，而每個人都沉默時，這個沉默就
幾乎把我『 熄滅 』。每個人都不説話時，我就很難説話。
另一面，若是每個人都説話，我必須搶機會説話時，我就
被挑旺起來。在籃球隊裏你若是惟一打球的人，你就得不
到激勵打球，你也很難打。然而，若是球隊裏每個人都
打，並且配搭在一起，這是一個復興。我的負擔是要把你

們激動起來，厭惡在聚會中的沉默。忘了基督教聚會的路
吧！當你來聚會時，應當預備好説話。
在聚會中你必須説話，但你不該説自己的話。我們都必
須學習説基督，以祂作為我們的話、神的話，並且説祂的
話，就是在聖經中所啓示的話。我們要這様説話，就必須
經歷基督。我們越多經歷祂，就越能講説祂的話。我們不
該只説關於祂的事，我們也必須『説祂 』；我們必須説一
些話就是基督自己。我們必須説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經歷
的基督，然後我們必須説祂的話。歌羅西三章十六節説，
『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地住在你們裏面。』要讓話豐豐富
富地住在我們裏面，我們就需要借着研讀聖經而學習話。
我鼓勵你們衆人都棄絶傳統基督徒聚會的實行，而來到
聚會中學習説話。然而，你要説話，就必須有充分的辭
彙。你能從你對基督的經歷，從聖經，特別從新约，從生
命讀經信息，並從新约聖經恢復本的註解，得着充分的神
聖辭彙。在生命讀經和恢復本的注解裏，有許多高深、深
奥的辭彙，我們應當學習並使用。當形容我們所接受，並
且現今正在享受之奇妙的那靈時，我們用過七個美妙的形
容詞。新约清楚地啓示，這靈乃是包羅萬有、經過過程、
複合、賜生命、内住、七倍加强並終極完成的。我們中間
所有二十五歲以下的人，是處於取得豐富屬靈辭彙的黄金
時期。你的辭彙豐富時，你就容易構組任何句子、段落和
文章。我們必須花時間增加我們屬靈的辭彙。我們許多人
缺少神聖的表達和發表，這是很可惜的。（實行主當前行
動之路，第三章。）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週 • 週五

在聚會中講說詩章、頌辭和靈歌

弗五 19

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對說，從心中向
主歌唱、頌詠，

林前 十四 26

弟兄們，這卻怎麼樣？每逢你們聚在一起的
時候，各人或有詩歌，或有教訓，或有啟
示，或有方言，或有繙出來的話，凡事都當
為建造。

古時聖徒們在聚會中講說詩歌，…我們必須回來實行純正
的話裏所啟示的。以弗所五章十九節說，要彼此對說詩歌。我
們要彼此互相的，我對你說，你也對我說。（長老訓練第八
冊，主當前行動的命脈，第一章。）
在我們的聚會裏，我們必須有詩歌，不僅是為著頌詠，也
是為著講說。我盼望在每個聚會裏，至少四分之一的說話是講
說詩章、頌辭、靈歌。詩歌像奶的精華，乃是寫作的精品。我
們學習如何說話的最好方式，乃是學習如何用詩歌說話。我們
應當學習使用像『榮耀基督，親愛救主』（詩歌三八二首）這
樣的詩歌，那首詩歌會在說話上幫助我們，但我們必須學習說
得活潑、令人非常舒暢、並非常啟發人的靈感。我們不該只讀
詩歌，乃該說得聖徒受激勵，並使每位與會者受感動。我們必
須一再的練習這樣講說詩歌。這樣，我們就會得著裝備而給聚
會很多幫助。我們可以只講說一首詩歌，而有很好的擘餅聚
會。講說了這首詩歌之後，我們可以唱，唱了之後，可以再
說。我們不需要再題別的詩歌。借著唱、講說、再唱、再講說
一首詩歌，基督的豐富就會釋放到聚會中。（為著建造基督的
身體那合乎聖經的聚會與事奉之路，第八章。）
凡我們在聚會中所說的，都必須以基督和召會為中心。…
我們需要以元首基督，並祂的身體召會，作我們說話的中心。
不論我們說什麼話，其中心必須是基督與召會。

在今天的基督徒聚會裡，我們大部分用的是新約聖經，但
保羅寫林前十四章二十六節時，並沒有我們所知道的這本新
約。他們那時所有的，大部分是舊約聖經。在古時第一批使徒
的時代，雖然基督徒沒有新約聖經，他們有許多照著使徒的教
訓所寫成新的詩章、頌詞和靈歌。提前三章十六節可能是引用
自使徒時代非常盛行的一首短歌。當他們聚集一起時，他們大
量的使用這些詩章、頌詞和靈歌。有些教師會說，詩章也指舊
約聖經中的舊詩篇。我並非不同意這說法，但我相信他們所用
的，更多是為著聚會而照著使徒的教訓所寫成的詩章、頌詞和
靈歌。我很感謝主，我們有一本新約聖經和一本詩歌。我們這
本詩歌非常適合於講說。
人數少的時候，可能比較容易練習說詩歌。要遵守美好的
次序，並保持你的靈是活潑、操練、釋放的。我們對於這條新
路，都還很生疏。但我相信，我們若天天練習，必會有所得
著。自然而然我們就受調整。我們會藉著練習而自我調整。
詩歌是特別富於生命的經歷和真理的。詩的語言是非常純
淨的。在我們日常的說話中，我們沒有人能說出詩歌裡那樣純
淨的話；這是因為詩歌是經由多方推敲寫成的。詩歌三百八十
二首有七節，我們若彼此對讀對說，我們就能看見其中的豐
富。我們若說得適當，就能藉著我們的說話講一篇信息。在我
們的說話中，我們應當學習用完整的詞句、語詞或一段話，使
別人能跟得上我們的說話。
我們需要學習用許多方式來說詩歌。有時我們需要重複和
強調。詩歌三百八十二首的副歌有這一句：『奧妙、豐富，享
受不盡！』我們需要強調和重複的來讀這一句。我們都必須學
習撇開我們天然的方法，就是我們天然的讀法和天然的聽法。
我們需要照著聖經，有新的學習。（為著建造基督的身體講說
基督，第一章。）

第四週 • 週六

藉著申言在召會聚會中說話

林前 十四 3 但那申言的， 是對人講說建造、 勉勵和安慰
~4 。那說方言的，是建造自己，但那申言的，
乃是建造召會。
31 因為你們都能一個一個的申言，為要使眾人
有學習，使眾人得勉勵。
藉著享受基督而在生命裏長大，所產生超越的恩賜，乃是
申言。（林前十四 12。）林前十四章強調，因著我們享受基
督而得著發展的最高恩賜，超越一切其他恩賜者，乃是申言。
十四章的申言，意思不是說豫言。這可由第三節所說，『那申
言的，是對人講說建造、勉勵和安慰』得著證明。一位弟兄若
對人講說建造、勉勵和安慰，就證明他的申言不是豫言。申言
在林前十四章是為主說話，說出主來，將主說到人裏面，將主
供應（分賜）到人裏面。（林前十四 3～5。）我們既是正確
而長大的信徒，並且屬靈的恩賜也正在發展，我們就必須每日
都將主說到人裏面。我們若每日都操練此事，當我們來在一起
交通的時候，就必定有可分享的。這就應驗了林前十四章二十
六節–每逢我們聚在一起的時候，各人都有。
按照林前十四章二十六節，我們為著召會聚會所該有的頭
一項，乃是詩歌。新約給我們看見，詩章和頌辭首要是為著
說，不是為著唱。以弗所五章十八至十九節說，我們用詩章、
頌辭、靈歌，彼此對說，就得以在靈裏被充滿。講說編寫過
的、詩體的文辭，比一般的說話更準確、精簡、有能力。這就
是為甚麼我們必須學習如何在聚會中講說詩歌。林前十四章二
十六節也說到或有教訓、啟示、方言、或繙出來的話。這一切
項目都是為著說話。末了二項，方言與繙出來的話，是神奇的
說話。牠們不是藉著學習，乃是藉著聖靈神奇的力量而有的。
詩歌、教訓和啟示都需要學習。

為主說話、說出主來、並將主說到人裏面，乃是為著建造
召會，就是基督的身體。一人講眾人聽可以建造一個會，但絕
不能建造基督身體這個生機體。要建造基督生機的身體，我們
眾人都需要說話。我們若每週來在一起，聽牧師講一篇好的
道，也許可以將我們建造成一個會，有大場面給人觀賞。這種
作法在基督教裏非常盛行。我們來在一起要生機的建造基督的
身體，一人講眾人聽的作法是行不通的。基督的身體要得著建
造，所有的肢體都需要說話。一位聖徒可以說兩分鐘，另一位
五分鐘，再一位三分鐘。
倘若我們有兩百人一同聚會，而只有一個人講話，就不論
講的人有多好、多了不起、多超特，兩年後，許多人都會厭煩
他所講的。甚至講的人自己也會有同樣的感覺。另一面，假使
這兩百人聚在一起九十分鐘，各人都負起責任，有話要為主
說；每一個人若說三分鐘，就有三十人能說話。這將是一個令
人舒暢的聚會。每逢新人說話，他的說話總是特別新鮮而令人
舒暢的。每一個人都會『阿們』他所說的話。我們要建造基督
身體的各部分，就需要都起來為主說話。
我們召會的聚會應該是基督之豐富的筵席。當我們應邀赴
筵的時候，不是只享受一道菜。筵席滿了許多不同種類的食
物。有些中式筵席有二十四道菜。我們的聚會裏若有許多種
『菜餚』，那是何等的美妙！我們沒有一人會對這樣的聚會感
到厭煩。我們的聚會該是滿了享受的筵席。
若是所有的聖徒都在聚會中為主說話，這聚會必定滿了保
養、顧惜、調整和改正。在聚會裏的一位弟兄也許有不太適合
於召會生活的習慣。只有一人講眾人聽，也許永遠不會有一篇
信息摸著這位弟兄的習慣。但聚會中若有二十或三十位聖徒說
話，終究有人會說到摸著這位弟兄習慣的話。因著在聚會裏有
許多人擺出他們的一分，就能摸著許多事。在這樣的聚會裏，
聖徒在不知不覺中就得了改正。不僅如此，聖徒也得了建造、
供應和裝備。這就是為甚麼使徒保羅有負擔強調申言。（建造
召會的超越恩賜，第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