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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2021 年春季长老负责弟兄训练 ⸺⸺『召会生活之恢复极重要的因素』 

第三篇 因素三：召会是在三一神里，众地方召会作 

基督身体的彰显， 以及众圣徒在身体的感觉里实行召会生活  

召会是在经过过程的三一神—父、

子和圣灵—里，这一位成了赐生命

的灵，同着父和子。（林前十五 45 下，

约十四 17，23。） 

   

地方召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在某一

地方的显出。（林前一 2。）基督这

独一的身体，彰显于许多地方召会

里，乃是在神圣的一里，如三一神所

是的，也是在神圣的性质、元素、素

质、彰显、功用和见证上都是一，因

为众召会乃是一个身体。马太十六

章十八节所启示的召会是宇宙召

会，基督独一的身体；十八章十七

节所启示的召会是地方召会，是基

督独一的身体在某一地方的显出。 

基督独一的身体在许多地方显为众

地方召会。 

    

宇宙身体之于众召会就像父亲，众

召会就像父亲的儿女。（罗十二 4 ～ 

5，十六 4。）就宇宙一面说，众地方 

 

 

召会是在三一神里—『在父神和主耶

稣基督里，帖撒罗尼迦人的召会。』帖

前一章一节向我们启示出一个重大的

事实：召会是在独一的神里，这位神

是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召会不仅

属于神并属于基督，也是在神里并在

基督里的。召会是由人所组成，但这些 

人—信徒—乃是在三一神里的。召会

乃是一班由父神而生，有祂生命和性

情，并被带进与基督生机联结的人。召

会要在神里，神必须成为我们的父，我

们也必须与祂有生命的关系。（约壹三 

1 上。） 

   

『父』字指明生命的关系；在父神

里，我们已经重生，如今我们是祂的儿

女，与祂有生命的关系。召会是在父神

里，含示召会是在神的定旨、计画、拣

选和预定里。在主耶稣基督里，就是在

基督一切所是和所作里与祂有生机的

联结。『基督』这名称指明复活一切的

丰富；因此，在基督里就是在复活里。



召会乃是一个身体；就地方一面说，

每一个地方召会都是这宇宙身体在

地方上的显出；因此，地方召会不是

身体，只是身体的一部分，身体的一

个显出。召会地方的立场，基本上就

是基督身体那独一的一，实行于众地

方召会中。这独一的一是召会生活中

基本的元素。 

    

一个地方召会若将一切变成地方

的，只彰显自己的地方，就成了一个

地方的宗派，地方的分裂。基督的身

体所有基本的事—那灵、基督、神、

圣经、使徒的教训、和使徒的交通—

都不是地方的而是宇宙的。在我们的

考量里，基督的身体应当是第一，地

方召会应当是第二。（太十六 18，十

八 17。）地方召会是神达到祂经纶目

标—基督的身体—所采取的手续。 

    

我们需要在身体的感觉里实行召会

生活；我们要有身体的生活，就必须

满有对身体的感觉，以头的感觉为自

己的感觉。我们作肢体的，若在凡事

上都能有头的感觉，又能顾到身体，

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动，就

都能以身体为是。我们该否定自己，

认同身体；我们若这样作，我们所过

的生活就是身体的生活，主也就能得

着祂身体的彰显。我们享受基督，就

使我们对基督的身体有感觉。我们无

论作什么，都与身体有关；所以，每

当我们作什么事，我们必须正确的考 

 

 

 

虑到身体。（林前十二 12 ～ 27。）

我们需要考虑身体对我们所作的会

有怎样的感觉；也要考虑主的恢复

会有如何反应。 

    

我们如何行为举止，乃在于我们看

见身体的程度。如果我们单单在自己

的地方召会里同心合意，而不顾到 

其他的召会，这种同心合意乃是一个

宗派，一个分裂。我们若顾到身体，

关心身体，就不会有难处了。地上所 

有的召会乃是一个身体，在这一个身

体里有神圣生命的循环—基督身体

的交通。（约壹一 3。）交通与一有

关；基督身体里神圣生命的循环，把

身体所有的肢体带进一里。众地方召

会该与全地上所有真正的地方召会

有交通，以保守基督身体宇宙的交

通。虽然召会的行政是地方的，但召

会的交通乃是宇宙的；在许多城市

中有许多召会，但在整个宇宙中只有

一个交通。【摘自：新北市召会周讯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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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彼前 2:1-3 2:4-8 2:9-17 2:18-25 3:1-13 3:14-22 4:1-6 

进 度 

1.  本周“新约恢复本经文及注解”共同读经进度：根据读经进度表 第 34 周。 

2.  本周“新约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约翰壹书生命读经，第 5~6 篇。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初信造就”：第十六篇（请参阅周讯 

    第 7~11 页。） 
 

4. 本周继续追求“召会生活之恢复极重要的因素”，晨兴圣言：第三周。 

 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圣经之旅”第五册：第 13 课， 

 书报追求进度：“转移时代的人”，第二篇。 

请圣徒们积极参加周一晚上各会所的核心事奉交通聚会，一同进入

召会生活的负担。实行神命定之路的召会生活，教导神圣的真理，

照着神牧养，使召会达到繁殖与扩增。 

分会所事奉交通聚会 

1. 马来西亚在职圣徒相调、成全及训练 

 日期： 27-30/08/2021 

 训练平台： ZOOM 

 费用：每人 RM30 

 报名截止： 15/08/2021（主日） 

 备注： 请以区为单位收集名单（中英文姓名，性别，语言，联络号  

    码，电子邮件）和费用。费用可汇款进召会的银行户口，汇  

    款收据注“YWST”并区属（例： H1D1）。请将收集好的名  

    单和汇款收据转发给古晋市召会的 WhatsApp（+6082-482258）。 

月份  承上月结存：  收入：  支出：  结馀：  

七 RM220,813.86 RM41,424.60 RM57,342.55 RM204,895.91 

 

2. 财务报告(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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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户口： GEREJA KRISTIAN TUHAN DI KUCHING 

 银行账号： PUBLIC BANK 3129971112 

   REFERENCE ：特别奉献『SPECIAL OFFERING』或例常奉献 OFFERING』 

   3.  奉献心愿款项总数 RM2,570,719.75，上周收到银行直通 RM52,828.00   

       截至 02/08/2021 累积奉献共收来 RM2,541,918.05，尚缺 RM28,801.70。  

   注：请各区服事财务的圣徒，可将收到的奉献款项于 8 月 10 日(周二) 
         中午时间 12:30PM~1:15PM 之间，交到财务室于服事的弟兄们。 

提前三章十六节。 这是指基督升天

进入荣耀（可十六 19，徒一 9~11，

二 33，腓二 9）。 按着历史事实的

次序，基督的升天是在被传于万邦

之前。 然而，在这里，升天列为基

督是神显现于肉体的最后一项。 这

必是也指召会被接去于荣耀里。 因

此，这含示不仅作头的基督自己是

神显现于肉体，连作身体的召会也

是神显现于肉体。 当召会按着提前

头二章的指导，受到妥善的照料，且

照三章所启示的，将长老的监督和

执事的服事完全建立起来，那时召

会就要显出功用，成为活神的家和

家人，为着神在地上的行动;并成为

支持真理的柱石，和托住真理的根

基，有基督和祂身体的神圣实际，对

世人作见证。 这样，召会就成为基

督是神显现于肉体的延续。 这就是

敬虔的极大奥秘—基督从召会活 

敬虔的极大奥秘—神显于肉身 

 

照上下文看，提前三章十六节的敬

虔，不仅是指虔诚，乃是指神活在召会

中，就是那是生命的神在召会中活了

出来。 这是极大的奥秘，是在基督里

的信徒所公认的（圣经恢复本，提前三

16，注 1）。  

 

据历史所传，这六行诗辞是初期召会

中圣徒所爱咏的一首歌赋。 『祂』是

指基督，是神显现于肉体，作为敬虔的

奥秘。 从 '敬虔的奥秘 '转到 '祂 '，

含示神在肉体的显现，基督，就是敬虔

的奥秘（西一 27，加二 20）。 这敬虔

的奥秘就是正当召会的生活，这样的

生活也就是神显现于肉体（圣经恢复

本，提前三 16，注 3）。  

 

保罗以'被接去于荣耀里'这话总结 

 敬虔的家为着召会生活 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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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引开了。  

 

主的恢复从起头之时，倪柝声弟兄

就指明，召会需要以家为单位建立

起来。 我从他领受了这一点，也把

这个实 行带 到 台湾，并且 加 上

了 ' 排 '。 然而，一九八四年我回到

台湾，这两个实行几乎已经没有了。 

我们受到列国的影响，跟随列国的

风俗（王下十七 33），走了基督教公

会的路，仿效他们实行大聚会，一人

讲众人听的作法，以致产生了『圣品

阶级』和『平信徒』的分别。 我看

见圣徒们无法个个都尽功用，所以

要在这关键时刻，题出具体实行的

作法。 （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六年，

第三册第一篇。 ） 

 

把我们的家庭生活带进召会生活 

 

召会生活是基督徒生活的目的，也

是宇宙中伟大的实际。 因此，我们

应当把家庭生活带进召会生活。 我

们不仅应该帮助家人得救，并且要

将他们带进召会生活;这是一场属

灵争战。 

 

我们需要意识到，在神的眼中，无

何能与召会相比。 因此，若没有召

会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都是虚空。  

出，成为神在肉体的显现！ （圣经恢

复本，提前三 16，注 10） 

 

改制的重点—家 

 

改制里面的重点，就是 ' 家 '。 在新

约中，我们看到许多甜蜜的家，如该撒

的家（腓四 22），哥尼流的家（徒十

22~24），吕底亚的家也就是卖紫色布

疋的妇人（十六 13~15），以及名字不

详的狱卒的家（29~34）。 那里也有司

提反的家（林前一 16）和基利司布的

家（徒十八 8）。 此外，还有接待聚

会的家，例如百基拉和亚居拉的家（罗

十六 3~5，林前十六 19），宁法的家（西

四 15）和腓利门家（门 1~2）。 这些

例子清楚的向我们表明，家是神的救

赎和事奉的单位。  

 

甚至在旧约里，两次大的救恩的豫

表，也都是以家为单位。 第一次是洪

水的豫表，挪亚一家八口进了方舟，借

此从受神审判的世界里得拯救出来

（创七 1，来十一 7，彼后二 5）。 第

二次是逾越节的豫表，以色列人要各

家取羊羔一只宰杀，将血涂在门框和

门楣上，并吃羊羔的肉。 不是一人一

只羊羔，乃是以家为单位（出十二

3~8）。 这些都是圣经的基础真理，但

我们忽略了;我们受基督教影响，被拖 

 

  



诉召会。』第十七节下半节，『若是

不听召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

一样。』因为他那一个难处不肯对

付，所以召会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

一样，与他没有交通。马太福音是一

本关于国度的书，揭示了召会生活

是当今世上神在地上的国度的实

际。如果我们对主真诚的寻求，首先

寻求神的国，我们就必进入召会生

活。除了召会生活之外，我们无法实

际的进入神的国。  

 

此外，召会的聚会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召会生活实际上是在聚会中彰

显的。没有聚会的召会就会变得空

洞，她不能以实际的方式彰显出来。 

召会聚会构成了实际的召会生活。 

因此，我们不应该徒劳的参加召会

聚会。相反的，我们应该与基督同

来，将我们经历的基督献给神，也与

弟兄姊妹一同分享，以此在召会生

活中尽功用。（李常受文集一九八二

年第一册，第七篇） 

惟有进入召会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

才能成为实际。 我们虽然要承担照顾

家人的责任，但我们更要清楚的看见

召会是神心中所宝爱的。 

 

为了在召会生活中满足神的要求，他

们需要看见在神的眼中，真实的召会

生活就是神的国度。罗马书十四章十

七节说到：『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

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因为

这里的背景涉及当代的召会生活，所

以这节经文在事实上有力的证明了正

确的召会生活就是神的国度。 

 

尽管许多基督徒赞赏马太福音六章

三十三节中主指示我们要寻求神的国

和神的义，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在这个

时代神的国就是召会生活。主在马太

福音十六章十八至十九节中所说的话

证实了这一点。他说：『我要把我的召

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们不能胜

过她。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

在这些经文中，国度与召会交换使用，

表明真正的召会就是这个时代的国

度。因此，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七节表明

信徒要服从召会。如果一个弟兄犯罪，

我们首先需要在爱中与他交通（15），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

可定准。』（16）最后才借由召会得权

柄。第十七节，『若是不听他们，就告

6 



 第十六篇 赞美（一） 
造 就 

五五 17，）大卫又作诗说，一天要七

次赞美神。（诗一一九 164。）大卫

被圣灵感动，承认赞美是何等要紧

的事，祷告一天不过三次，可是赞美

却有七次。不只这样，他还派了一些

利未人，在神的约柜前，鼓瑟弹琴，

颂扬、称谢、赞美神。（代上十六 4

～ 6。）所罗门作完了耶和华殿的一

切工，祭司把约柜抬进了至圣所，祭

司出圣所的时候，也有一班歌唱的

利未人，站在坛边，吹号、唱歌，用

各样乐器，一齐发声赞美神。那时，

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神的殿。（代

下五 12 ～ 14。）大卫和所罗门都摸

着了神的心意，把神所悦纳的赞美

献给神。耶和华是用以色列的赞美

为宝座的，我们应当一生赞美耶和

华，我们应当歌颂我们的神。 

 

壹 赞美的祭 

 

赞美，在圣经中是非常注意的，也

是非常多的。尤其在诗篇，更是充满

了许多赞美的话。诗篇乃是旧约中

一卷赞美的书。有许多人的赞美，是

采自诗篇的。 

 

可是要注意，诗篇不但有赞美的 

读经： 

诗篇二十二篇三节：‘但你是圣洁

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一百四十六篇二节：‘我一生要赞美

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

神。’ 

 

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我们应当

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嘴唇的果子。’ 

诗篇一百零六篇四十七节：‘耶和华

我们的神阿，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

招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

美你为夸胜。’ 

 

十二节：‘那时他们才信了祂的话，

歌唱赞美祂。’ 

 

五十篇二十三节：‘凡以感谢献上为

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

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赞美乃是神的儿女最高的工作。或者

说，圣徒属灵生命的最高表示，就是赞

美神。神的宝座是神在宇宙中的最高

点，而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

的。’神的名字，神的自己，乃是因着

赞美而被高举的。 

 

大卫作诗说，一天要三次祷告神，（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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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一个牺牲。换句话说，赞美乃是

从艰苦困难中出来的。希伯来十三

章十五节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

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

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什么叫

作祭？祭就是牺牲，祭就是有死亡、

有损失。献祭的人必须有损失，才能

献祭。一个祭，一个牺牲，要拿来献

上，献上就是一个损失。本来这一只

牛、这一只羊是你的，今天你拿去献

祭，你就牺牲了这一只牛，牺牲了这

一只羊。献祭不是有所得，献祭乃是

有所失。圣徒献上赞美的时候，就是

损失了东西来将一个祭献上给神。

换句话说，神要使你受伤，神要把你

磨碎，神要把你割得深，而你到祂面

前去赞美。这一种自己受伤而使神

得着赞美的行为，就是一个祭。神喜

欢人这样赞美祂。神喜欢用这样的

赞美为祂的宝座。神要怎样得着赞

美呢？神要祂的儿女自己有所损

失，而来赞美祂。不是有所得的时候

才来赞美。有所得的时候的赞美，虽

是赞美，却不是祭。祭的原则乃是根

据于损失，祭的里面不能没有损失

的性质。神要我们虽然受损失，仍然

能赞美，那就是祭了。 

 

我们不只应当在神面前有祷告，也

要在神面前学习作一个赞美的人。 

篇，并且有受苦的篇。神特意给我们看

见，发出赞美的人，神曾带他们经过困

难的境地，叫他们的感觉受了伤。我们

看见许多圣徒，被神带进到阴暗里，被

人弃绝，被人毁谤，被人逼迫─‘波浪

洪涛漫过我身’，（诗四二 7，）而在

这些人身上，神得着了赞美。赞美的话

不都是从顺利的人口中出来的，赞美

更是从受管教、受熬炼的人身上出来

的。在诗篇中，能摸着最受伤的感觉；

也就是在诗篇中，赞美的声音最大，也

是最高。神的子民因着经过许多的艰

苦、许多的难为、许多的毁谤，神就在

那一个时候在他们身上造出赞美来，

叫他们在那种境遇中学习在神面前作

赞美神的人。 

 

所以，不是觉得最喜乐的人才是赞美

声音最高的人；赞美声音最高的，常

是那些有神面前经过困难的人。而就

是这一种的赞美，能够最蒙神的悦纳，

最蒙神的赐福，神不是光要人站在高

山上，面向着迦南，看见应许之地的时

候，才在那里有赞美的声音；神更愿

意人在‘行过死荫的幽谷’（二三 4）

的时候，也能写诗篇，也能有赞美。这

是真实的赞美。 

 

这就给我们看见，赞美在神面前的性

质是如何的。赞美的性质，乃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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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刚出来作基督徒的时候，就得看见

赞美是何等要紧。你总得常常在那里

不断的赞美神。大卫蒙神恩典，一天七

次赞美神。我们如果能够一天过一天

有赞美，这是很好的学习，很好的功

课，很好的属灵操练。你当学习清早起

来的时候赞美神，在遇见事情的时候

赞美神，在聚会的时候赞美神，在独自

一人的时候赞美神。总要一天至少七

次赞美神，不要比大卫赞美得少。你如

果不学习天天赞美神，你就难得有像

希伯来十三章所说的赞美的祭。 

 

当你在主面前学习赞美的时候，有一

天你要看见你赞美不来。也许今天你

能赞美神七次，昨天你能赞美神七次，

前天你能赞美神七次，前一个礼拜你

能赞美神，前一个月你能赞美神，而有

一天你却不能。因为那天是你觉得痛

的一天，那天是你一点光都没有的一

天，那天是你遭遇非常不好的一天，那

天是你受了许多冤枉、许多毁谤的一

天，你觉得替自己流泪都来不及，那里

还能赞美神！到了那一天，因着你的

损伤、你的痛苦、你的艰难，你的赞美

不能出来；你觉得更自然的表示是埋

怨而不是赞美，更自然的表示是在神

面前不平而不是感谢；你不觉得要赞

美，你也没有意思要赞美；你觉得在

那一种遭遇中，在那一种心境里，赞美

乃是完全不相配、不相合的。 

 

就在那里，你必须记得：耶和华的

宝座没有改变，主的名字没有改变，

主的荣耀没有改变；你应当赞美

祂，因为祂是该得着赞美的；你应

当称颂祂，因为祂是该得著称颂

的；你虽然遇见艰难，但祂还是照

旧该得着赞美；你虽然遇见困乏，

但你还是不能不赞美祂；就在那个

时候，你的赞美变成了赞美的祭。你

的赞美，就好像是把你最肥的牛犊

牵出去宰了一样，就好像是把你亲

爱的以撒捆在祭坛上一样。你是流

着泪在那里赞美，这就是赞美的祭。

什么叫作祭？祭是受伤，祭是死亡，

祭是损失，祭是牺牲。你在神面前受

了伤，你在神面前死亡，你在神面前

有损失，有牺牲，就在那里，你看见，

神的宝座安定在天，神的宝座永不

动摇，你就不能不赞美神。这个就是

赞美的祭。神喜欢祂的儿女在各样

事情上，在各种情形中好好的赞美

祂。 

 

贰 赞美与得胜 

 

你看见了赞美是一个祭，还要看见

赞美乃是我们属灵争战得胜的方

法。我们常听见人说，撒但最怕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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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儿女祷告，什么时候神的儿女跪下

来祷告，也就在什么时候撒但逃跑；

所以，撒但常常攻击神的儿女，使他们

不能祷告。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攻击。这

里我们再说一句话：撒但最攻击的，

还不是祷告；撒但最攻击的，乃是赞

美。这不是说，撒但不攻击祷告。基督

徒一祷告，撒但就要来攻击。 

 

所以，和人讲话是很容易的，一祷告

就难；往往撒但给你难处，叫你觉得

祷告没有那样容易，这的确是事实。可

是，撒但不只攻击祷告，撒但更攻击神

儿女们的赞美。如果能把赞美神的话

都堵住，那是撒但最盼望的。祷告，在

许多时候是争战，而赞美乃是得胜。祷

告乃是属灵的争战，赞美乃是属灵的

夸胜。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赞美，也就在

那个时候撒但一定要逃跑。所以赞美

是他最恨的事，若是可能，他要尽他所

有的力量使我们不能赞美。神的儿女

愚昧的时候，就看自己的处境，看自己

的感觉，停止了赞美。神的儿女如果越

认识神，就越要看见，连腓立比的监牢

也是可唱诗的地方。（徒十六 25。）

保罗、西拉在里面赞美神，结果，把监

牢的门都打开了。 

 

在使徒行传里，有两次监牢的门开

了。一次在彼得身上，一次在保罗身

上。彼得的一次，是教会切切为他祷

告，后来天使开了门，把他带出来。

（十二 3 ～ 12。）又一次是保罗和西

拉唱诗赞美神，监门全开，锁链脱

落，禁卒就在那一天信主了，全家都

得救了，都快乐了。（十六 19 ～ 34。）

在那里，有人在监牢里献上赞美的

祭。身上的伤痕还没有好，疼痛还没

有止，并且两脚上了木狗，关在罗马

的内监里，有什么可喜乐的呢？有

什么可歌唱的呢？但是，在那里有

两个人，他们的灵是爬得高的，是超

过一切的；他们看见神是坐在天

上，没有改变。虽然他们会改变；他

们的处境会改变，他们的感觉会改

变，他们的身体正在受苦，但是神仍

然坐在宝座之上，祂仍然是配得着

他们的称颂的神。在那里，我们的弟

兄保罗和西拉就祷告唱诗赞美神。

这一种的赞美是从他们的痛苦和损

失中发出来的，这一种的赞美是祭。

这一种的赞美也就是得胜。 

 

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乃是在那个遭

遇里；当你赞美的时候，你是爬到

那个遭遇的上面去。当我们在那里

祷告、在那里苦求的时候，我们还是

在那一件事情里面，还没有出去。你

在神面前越苦求，就越看见你被那

一件事情捆住了，那一件事情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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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上面。但是，你如果能被神带到越

过了监牢，越过了锁链，越过了身上的

伤痛，越过了那些痛苦和羞辱，你就在

那一个时候发出声音来，歌颂神的名。

保罗和西拉唱诗，是在神面前唱赞美

的话；他们被神带到一个地步，监牢

不成问题，羞辱不成问题，痛苦也不成

问题，他们在神面前就能够赞美。当他

们那样赞美的时候，监门全开，锁链松

落，连禁卒也得救了。 

 

许多时候祷告不成，但赞美成。这是

一个基本的原则。你如果不能祷告，为

什么不赞美呢？主把另外一个东西摆

在我们手里，叫我们能得胜，能夸胜。

什么时候你没有力量祷告，你的灵被

压得太重，觉得完全受伤，喘不过气

来，你就试试赞美祂看。能祷告就祷

告，不能祷告就赞美。我们总是想，担

子重的时候就祷告，担子过去的时候

要赞美；但是，请你记得，也有许多时

候，担子重到没有方法祷告的时候，就

当赞美。不是等到担子没有的时候才

赞美，乃是在担子最重的时候就赞美。

如果你遇见非常的事，难处非常多，也

许你整个人都瘫了，你不知道怎么作

才好，在那样的时候，你要记得一句

话：‘为什么不学习赞美？’这是很

好的机会。就是在那一个时候，你如果

赞美，神的灵就作工，要把你带到一个

起步，所有的门都要打开，锁链都要落

掉。 

 

我们要学习维持这一个高超的灵，超

越过攻击的灵。祷告，不一定都能叫我

们摸着宝座；但是赞美，无论什么时

候，必定能叫我们摸着宝座。祷告不

一定叫我们每一次都得胜；但是赞

美，从起头到末了，没有一次是失败

的。神的儿女应当开口赞美，不只在

没有事情、没有感觉、没有受伤、没

有难处的时候，特别在有难处、有受

伤的时候，更是我们特别要赞美的

时候。在那个时候，你当仰起头来

说，‘主！我赞美你！’你的眼睛可

以流泪，口还是可以赞美；心可以

伤痛，灵还是可以赞美。你的灵可以

爬得像你所赞美的那样高，你可以

像你所赞美的一样往上面去。最愚

昧的人是埋怨的人。他越埋怨，就越

埋在里面；他越不平，就越陷在里

面；他越让那些困难把他压住，他

就越透不过气来。 

 

许多人比较进步一点，他们遇到难

处就祷告。他们是在那里奋斗挣扎，

努力的要从那里面出来。环境要把

他们埋，感觉要把他们埋；他们不

愿意被困埋，他们要藉着祷告出来。

许多时候，祷告了就能出来；但是，

也有许多时候，好像祷告还不能叫

他们出来，等到他们赞美的时候，他

们就出来了。你要献上赞美的祭，把

赞美当作祭献上。你把你自己摆在

得胜的地位上，你就立刻超越过一

切，什么难处也不能埋你。有时候，

好像有一个东西在那里压住你，但

你一赞美，你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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