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为今日主恢复的门

第二周 • 周一

启二一 12 (新耶路撒冷)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

～13 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

有三门。

太二八 1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将他们浸

入父、子、圣灵的名里，

（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二、十三和二十一节说到新耶

路撒冷的门。我们感谢主，在圣城里不仅有墙，也有十二

个门。墙是为着分别和保护，门是为着交通和入口。如果

没有门，人如何进入？我们需要墙和门。门是墙的缺口、

开口。一面我们需要建造墙，另一面我们需要开口，好产

生进入城的入口。有时我们觉得一位亲爱的弟兄有坚强的

墙，但没有门。没有人能通过他进入。我见过这种属灵的

人。他们越属灵，就越不能带人归向主。他们不能生属灵

的儿女，因为他们有墙，却没有门。我们需要有开口，好

接触别人，使他们能够借着我们进入。

许多亲爱的基督徒连墙都没有，他们太敞开了。但其

他的属灵人有墙，却没有开口。这是问题。我们需要墙，

并且我们需要十二个门——四个方向各有三个门。我们有

几个门？人能够借着我们得救并进入召会么？有些地方

召会有墙，却没有门，所以人无法进入。如果任何人要得

救并进入召会，他们好像要爬过属灵人；他们必须圣别并

属灵才能进入。我们要这样的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么？

我们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的墙，必须在四个方向有合式

的入口。这样，人无论从那个方向来，都有入口给他们进

入。我们说我们没有宗派色彩或排外，但我们的入口在哪

里？我们有没有十二个门向着四方的受造之物？

在每一个方向，不管人从那里来，他们都有入口。这

些门，东边朝着远东，南边朝着非洲和南美，西边朝着欧

洲。甚至北边有入口为着俄国人。入口乃是朝向每一个方

向。入口也朝向每一阶层的人，不管他们是医生或是赌徒。

四个方向有十二个门给人进入。…

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中，必须有神在祂荣

耀中之圣别并显出的分别墙，但我们的分别必须有合式的

入口，让人接触我们并进入。我们需要破碎，好在墙上产

生开口，就是三一神作为四个方向的三个门。在有些地方

圣徒们问我如何将人带进召会。路就是借着三一神（不是

借着人的手）而有更多的破碎，好产生开口。这破碎是由

父、子、灵完成的。想想路加十五章，子如何来牺牲祂的

生命，将我们带回归神，灵如何殷勤光照黑暗蒙蔽的心，

以及父如何爱堕落的罪人，等候他们归回。如果我们愿意

让三一神破碎我们，以产生开口，许多人就要借着我们被

带进召会生活，因为入口，就是门，现在敞开了。（由基

督与召会的观点看新约概要，卷四，启示录，第四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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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 周二

何七 8 以法莲与列邦人搀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

饼。

启二一 13 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

边有三门。

我们不该太属灵又大胆的说，我们是分别的、圣别的、

不属世的。如果我们是这样，我们即使想要看见人得救，

但他们却不来；我们也许分发单张，却没有回应。这指明

我们仍然太完整。我们应当倒下来，俯伏下来，向主哭喊

说，“我不在意我的属灵，我宁愿看见人得救，并受到召

会的帮助。”如果我们这样作，门就会敞开。当我们的属

灵被破碎了，就有门，就是开口和入口，让软弱的和有罪

的人能进来。这样他们就不需要自己努力爬过高墙。我们

需要建造墙，但我们不要建造完整、没有入口的墙。

我们很容易走极端。一面我们也许一点都没有墙，另

一面我们也许建造没有入口的墙。我们也许没有为主接触

人的渴望。我们也许喜欢留在墙内，把人隔绝在外。因此

我们需要平衡。何西阿七章八节说到“没有翻过的饼”，

就是一面烧焦，一面未熟的饼。我们需要一再的翻转。我

们必须建造墙，但必须有破口和切口，好在每一个方向产

生门。有些基督徒需要建高一点的墙，但那些已经建了墙

的需要破碎，好产生入口，让人进来。

在四边的每一边建三个门，会使我们和召会得着平

衡。一栋建筑要在四边建三个门，就必须立在一块地的中

心；如果建在一块地的角落，就不能在四边有门。一栋建

筑要在四边建三个门，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摆在一块地的

中心，并在每一方面保持平衡。我们也许是非常好的召会，

但我们也许是“在角落”的召会；我们没有在每一边有门。

这意思是说，我们没有平衡，我们滑到一角去，走到一个

极端了。一栋建筑要在四边各有三个门，让人很容易进入，

就必须合式的平衡并正确的在中心上。

新耶路撒冷作为神的建筑，乃是在全宇宙的中心。在

每一面，从每一边看，她都是百分之百平衡的。她不偏于

一边，也不偏于另一边。召会在我们所住城巿地方上的彰

显，也必须是在中心——不是地理上，乃是属灵上。她不

该在任何一个方向走得太远，或是只在一边或二边有入

口。召会必须在每一面都非常的平衡，并且从每一边看起

来都一样。召会不该在任何一个极端，乃要在神见证的正

中心，有四边满了门，让人得以进入。

本书的信息不仅仅是启示录预言的研究。反之，我有

很强的负担告诉你们，有十二个门会使我们保持平衡，并

使我们在神宇宙的正中心。愿主怜悯我们，使我们从任何

不平衡的地位蒙拯救，并持守在正中心，在每一面都保持

平衡。愿我们学习这些功课，并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以及我们的召会生活中。（由基督与

召会的观点看新约概要，卷四，启示录，第四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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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 周三

创十七 5 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

～6 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

多；我必使多国从你而立，多王从你而出。

亚伯兰，意，得高举的父。（创十七 5，注 1。）

亚伯拉罕，意，多人的父。神要完成祂永远的定旨，

所需要的不是一个得高举的人，乃是一位多人的父。（参

一 28，九 1。）所以，亚伯拉罕改名，表征他的人位更换，

乃是为着完成神的定旨。在属灵的经历里，真正的改名是

从‘我’改成基督，（加二 20，）并从‘我’改成神的

恩典。（林前十五 10。）惟有作神恩典的基督，不是‘我，’

才能产生完成神定旨所需众多的人。…（创十七 5，注 2。）

现在我们来看改名的事。在创世记十七章五节神对

亚伯拉罕说，“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

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亚伯兰的意思是崇

高的父，亚伯拉罕的意思是众民的父。虽然亚伯拉罕是崇

高的父，但他不是众民的父，多国的父。然而在十七章五

节，他的名字从崇高的父改为众民的父。在希伯来文里，

亚伯兰这名只由四个字母组成，由英文字母 A－b－r－m

代表。亚伯拉罕这名多加了一个字母 h。这指明四加一。

四是受造之物的数字，一是造物者的数字。因此，正如四

根指头加上一根拇指，成了一只完整的手；照样，人加上

神就等于完全。四加一等于五，五是负责的数字。我们是

四，无论多好，仍然缺少一。要成为五，负责达成神永远

的目的，我们必须加上一，就是神。亚伯兰改名有什么意

义？其意义就是神加到他里面。在十七章以前，亚伯拉罕

只是亚伯兰，他是没有加上神的人。但在创世记十七章，

因着神加到他里面，不但他的名字改了，他这人也改变了。

一个独一的字母加到四个字母里，神加到人里。神是完全

的因素；没有祂，我们就不完全。我们都需要神加到我们

里面，这才是完全。

人的名字是他的实际。亚伯拉罕的名字改了，表征

他这人改变了。他原来的名字指明他是崇高的父，现在神

把他的名字改了，指明他要作众民的父。达成神永远目的

所需要的，不是崇高的父，乃是众民的父；不是崇高的个

人，乃是繁增的人，就是有一大群人作他繁增的人。神需

要众多的人来达成祂的目的，为此祂需要一位生产的父。

大多基督徒渴望成为崇高属灵的人。他们越寻求这样的属

灵，越不结果子，越单独，不能产生后裔。但神需要我们

在生产后裔上繁增，而不需要我们在寻求属灵上崇高。为

此，我们需要改名，就是改变我们这个人。崇高的父必须

改变为众民的父。寻求崇高属灵的人，必须改变为生养众

多的人。这需要那寻求属灵的己被了结。甚至这样的己也

必须被了结，使我们成为繁增的人（不是崇高的人），好

达成神的目的。（创世记生命读经，第四十七篇。）



第二周 • 周四

林后十二 15 上 我极其喜欢为你们花费，并完全花上自

己。

林前九 22 向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为要得软

弱的人。向众人，我成了众人所是的；无

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使徒保罗说，“我极其喜欢为你们花费，并完全花上

自己。”（林后十二 15 上）。这节含有奉献牺牲一个人

的财物和生命之意。“花费”是花费保罗所有的，指他的

财物；“完全花上自己”是花费他所是的，指他这个人。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灵，愿意花费我们所有的，并花上我们

自己，奉献牺牲一切所是，我们每一年都会有显著的扩增。

目前我们的扩增率非常低，这是因为我们不够花上我们的

所有和所是。我们保留我们的花费，也保守我们的己。在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有更高的扩增率。我们在前一

章曾指出，中国的拳匪有一句口号：“杀尽洋鬼子，不杀

郭教士。”这是因着那位传教士为中国人花费他所有的，

甚至花上他这个人。每当有任何穷人到他这里来，他总会

给他们一些东西，就如一顿晚餐或一个栖身之处。他毫无

保留。至终，当他自己有所缺乏，人们都知道，那是因着

他将一切都花在他们身上了。

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他总是为人花费，并花上自己。

他对主是认真的。他在地上不为别的，只为了得人。因此，

他也说，“向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为要得软弱的

人。向众人，我成了众人所是的；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林前九 22）。在召会生活中，有些人的个性太强了，

他们无法这样被摸着；似乎没有人能使他们被塑造。然而，

保罗似乎没有自己的个性，他就像一块木头，可以被切割

成任何形状。他的个性全然被主对付过，因此是柔软的、

能屈能伸、有弹性、能适应各种环境。一九五四年，我在

台湾的训练中告诉服事的人，他们的性格和个性应当像浆

糊一样，适用于任何表面。然而，有些弟兄姊妹就像坚硬

的石头，无法适应任何环境。这种“石头”只适合砸伤别

人。有的人甚至沾沾自喜，还说一块硬石头对主而言非常

有用，可以击杀非利士巨人（撒上十七 49）；但这样想

是很可悲的。一面，我们需要刚强；另一面，我们不该刚

硬。我们需要柔软、有弹性、能适应、随遇而安，适于每

一处弯角和角落。

我们的个性，乃是我们不结果子、不运用我们的一他

连得去照顾人的原因。我们依旧太天然了。有些人无论是

在什么情形下，或与什么人同在，总是慢的。就连他们要

浇水在失火的房子上以前，还要先检查用来灭火的水是什

么水。这种人想用圣经的话称义自己，就宣称神总是很有

耐心的，祂绝不匆促行事。但倪柝声弟兄向我们指出，主

有一次曾如何“跑”去作某件事。当浪子回家时，父亲跑

着去迎接他（路十五 20）。主或许在其他事上都很有耐

心，但祂在接纳罪人的事上却非常迅速。然而，有些人又

太快了。他们很快的结果子，但因着他们的快，冒犯了他

们所结的果子，最后他们没有常存的果子。我不愿责备或

暴露任何人，我们必须单单到主面前，让祂光照我们；如

此我们就会看见自己有多天然。靠着祂的怜悯，我们必须

有所改变。（为着召会的建造正常结果子和牧养的路，第

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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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 周五

约十五 1～2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在我里

面不结果子的枝子，祂就剪去；凡结果子的，

祂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把传福音弄成一项工作是很糟糕的。我们传福音时不

是在作一项工作；乃是在过一种生活。因此，若有任何事

拦阻我们与主的交通，我们应当说，‘主，修理干净这事。

我让你自由修剪。’主说，‘凡结果子的，祂就修理干净，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因此，我们不希望鼓动、命令或

激起人仅仅去作传福音的工作；相反的，在主的恢复里，

我们所需要的，乃是许多亲爱的圣徒，就是爱主并向主认

真的人，能一直与主是一。我们应当祷告：‘主，我在购

物的事上与你是一。你不想买的东西，我也不想买。你若

想买什么，我要因着你想买的缘故而买。’我们也可以说，

‘主，我不在乎短头发或长头发，留胡子或不留胡子。我

只在意你和你所想要的。我的一生，作为一个被你拯救并

被你变化的人，我对任何事都没有好恶。我不爱任何其他

的事，我只爱你而已。我要你修理干净一切不是你自己的

事物。’我们若留在这样的光景里，就会是被修理干净的

枝子。

被修理干净的枝子总有新鲜的嫩芽，可以结出果子。

照料葡萄园的人都知道，葡萄树的枝子只有在嫩芽处会结

果子。我们都需要有‘嫩芽’。若是喜爱拥有许多双鞋子

的姊妹愿意向主说，‘主，在这事上将我修理干净，’并

让主来作，她们就会有新‘芽’，新鲜、崭新、柔嫩，并

会结出累累下垂的果子。我们必须对付罪恶的事物，这不

需要人来告诉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都痛恨罪恶的事；

然而，我们仍在持守许多与罪恶无关的其他事物。即使我

们努力传福音带人归主，这些事物仍会叫我们发死。主不

太称许这样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需要到主面前，

不是定意或立志，而是与主彻底办交涉。我们必须将自己

摆在祭坛上，说，‘主，除去我的遮蔽，修剪我，光照我。

暴露我，使我看见自己好恶的真实光景。’我们若随从主

的暴露和光照，受主彻底的对付，我们就能结果子。

我们都必须接受召会生活、结果子、喂养小羊的试验，

因为这三件事治死我们天然的个性。召会生活是一种治

死，主要并不是治死积极的事，而是治死我们的个性。同

样的，结果子和喂养小羊也是一种治死。这三件事都是治

死我们个性的‘利刃’。通过这三重试验，使我们成为正

确的；因为通过试验之后，我们就在天然的个性上受了对

付。然后我们就会有弹性。要照顾小孩子，必须非常有弹

性。没有弹性的母亲不该期望会有很好的孩子；她所有的

孩子都会因她没有弹性而受伤。我们若盼望在我们的姻

亲、表兄弟和同学中间结果子，就必须有弹性。我们不应

当说我们不方便或没有时间。有没有时间在于我们有没有

意愿。…

我们若没有弹性，就无法结果子。为要结果子，我们

必须有弹性，随时预备好，绝不说自己太忙而没有时间。

我们总当有时间和人谈话。…忙碌或有空是在于我们的个

性。因此，我们首先需要与主彻底办交涉；我们需要变得

有空，有弹性，并在我们的个性上完全被对付。（为着召

会的建造正常结果子和牧养的路，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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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 周六

约四 32 祂对他们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

34 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实行差我来者的旨意，

作成祂的工。

我们将自己再次奉献，并与主彻底办过交涉之后，就

能在祂面前拿起负担。我们不需要特别为一个负担祷告；

我们所拿起的负担就会是主的负担。…为着这个目的，主

甚至需要少年人。我盼望年纪较大的青少年能拿起负担，

照顾那些还在初中的青少年。照着我的观察，我们有许多

十岁、十一岁、十二岁的姊妹们，但我们没有照顾她们的

青少年姊妹。因此，我们需要一些年轻的姊妹为着这事摆

上自己。在她们重新奉献自己，并与主办过交涉之后，她

们应当说，‘主，我拿起这个负担。我将自己摆上，为着

照顾初中的女孩。这是我的事奉。我要担起她们，一路背

负她们直到新耶路撒冷。’如果有些青少年这么作，她们

会有主的同在，并且会看到祝福。…

所有的弟兄姊妹都需要拿起这样的负担。举例来说，

年长的姊妹们可以拿起负担去照顾年长的圣徒。没有人能

指派我们这样来服事。我们都必须到主面前，就是到身体

的头面前，彻底的与祂办交涉，并拿起负担。…

在我们彻底与主办交涉，并拿起负担之后，我们必须

学习对人有兴趣。因着堕落，我们许多人对人没有兴趣。

我们以为别人上天堂或下地狱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不在

意别人是否在生命上长大，我们觉得关心自己的属灵幸福

就够了。然而，召会事奉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与别人有接触。

我们需要对主的子民有兴趣。我们可以用对于某些食物的

爱好来说明这种兴趣。许多华人对中国菜有兴趣，他们因

这爱好而到中国城去。然而，我们需要对主的子民有兴趣。

主的子民必须天天作我们的‘食物’（约四 31～34）。

有些年纪较大的青少年姊妹应当说，‘在召会中，所有十

至十五岁的年轻女孩子都是我的食物。我对年轻人有兴趣

到这个程度。’

然而，我们却不可在天然里对人有兴趣。…我们都应

当祷告：‘主，加给我负担。我要对你所有亲爱的圣徒满

了兴趣，并与他们有接触；不是以天然或社交的方式，而

是以生命的方式。主，我愿意付任何代价，甚至付生命的

代价。我爱这些人，我愿意为他们死。我渴望看见他们得

救，生命长大，并变得成熟。’

这样，我们就能对某些特定的人有负担。我们应当列

一张名单，时常摆在我们眼前，并逐一为他们祷告。一位

青少年姊妹可以祷告：‘主，这一个人还没有得救。主，

在我看到她得救之前，我绝不会有平安。主，即使是为着

我的缘故，你也必须拯救她。’我们可能会太属灵而说，

‘主，这不是为着我的缘故。’然而，主可能说，‘因为

你对这人有真实的负担，所以我要为你的缘故拯救她。’

至终，这位姊妹会看见这个年幼的人得救。之后她或许说，

‘主，这个年幼的人现在得救了，但她并不爱你。我无法

满意于此。主，求你在她里面作工，使她爱你，正如我爱

你一样。’这位姊妹会再次看见主答应她的祷告。同样的，

较年长的圣徒也应当以这样的方式得着负担并祷告。我们

需要对人有兴趣，并与他们接触，然后我们就会有负担。

在召会中，有许多人需要我们将他们担在肩上，怀抱在胸

间（出二八 9～12，15～21，29）。我们必须爱他们。他

们失败，我们应当哭泣；他们兴起，我们应当喜乐。我们

必须将他们当作担子来背负。…我们都必须到主面前，祷

告并拿起负担。（为着召会的建造正常结果子和牧养的路，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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