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灣區在職聖徒交通的話 
主後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日 

 
靈裏⽕熱服事主 

 

讀經：約四 24，三 6，羅七 6，十二 1～2，11，提後一 6～7，林前十四 32，林後四 13 

 

壹 『神是靈；敬拜祂的，必須在靈和真實裏敬拜』—約四 24，參羅⼀ 9，七 6：  
一 凡是要事奉神的人，都必須以與神的靈相同的靈質來事奉祂—24 節，羅一 9， 七 6

， 詩歌三〇二首。 

二 約翰四章說神乃是靈，約翰三章說基督徒由聖靈重生的也是靈；惟有由聖靈所重生的

靈，纔能事奉神，纔能事奉屬靈之神—約四 24，三 6。 

三 你我若是肯操練靈，用靈敬拜，用靈事奉，我們裏面就必滿了靈；等我們來到聚會中

，一開口，就是靈，話一出來就滔滔不絕，像活水的江河一樣—羅一 9，約四 24，七

37～39，六 63。 

四 我們要操練靈到一個地步，能隨處禱告，也能隨時禱告；這樣，我們的靈就必豐富剛

強，我們的事奉就必改樣，召會纔能得到真實的建造—弗六 18。 

貳 『殷勤不可懶惰，要靈裏⽕熱，常常服事主』—羅⼗⼆ 11： 
一 獻上的身體、變化的魂和火熱的靈，三者都是過正常的召會生活所不可或缺的—1～2

，11 節： 

1 我們為著召會生活將身體獻上之後，最容易落於魂裏心思的意見，使我們在召會生

活中受到破壞。 

2 所以我們的魂在其心思中特別需要變化—2 節。 

3 心思受到變化，又最容易落入消極靜止中；所以在此時，我們需要靈裏火熱，挑動

並鼓勵我們在召會生活中積極向前—11 節。 

二 我們不該在運用靈的事上被動、懶惰；我們該殷勤、主動，起來操練我們的靈。 

三 我們要靈裏發燒，就得喊『哦主』；我們只要喊十分鐘，裏頭定規發燒。 

四 主是又真又活的靈，我們一喊，祂真是烈火，就把我們燒起來了。  

參 『為這緣故，我題醒你，將那藉我按⼿，在你裏面神的恩賜，再如⽕挑旺起來。
因為神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靈，乃是能⼒、愛、並清明自守的靈』— 提後⼀
6～7：   
一 神賜給了我們兩樣寶貴的東西—祂神聖的生命和祂神聖的靈，這二者都是神自己—约

三 15～16，加三 14，羅八 16。 

二 我們可以說，我們必須如火挑旺起來的神的恩賜，乃是屬靈的恩賜。但若沒有我們的

靈，我們怎能有恩賜？ 

三 屬靈的恩賜是在我們的靈裏；在我們那有聖靈內住的重生的靈裏有火；事實上，我們

可以說，我們的靈就是火。 

四 我們若進入提摩太後書一章六至七節就會看見，將我們的恩賜如火挑旺起來，就是將

我們的靈如火挑旺起來。 

五 要將你的靈挑旺起來，最容易的路就是開口： 



1 我們若要將我們的靈挑旺起來，就必須敞開口，敞開心，敞開靈；我們必須敞開我

們全人的這三層。  

2 我們必須用口說，『哦，主耶穌。』但我們還必須加深的用口、用心來說，『哦，

主耶穌。』然後我們還必須更深的用口、用心、用靈來說，『哦，主耶穌。』  

3 這是從深處敞開我們的靈；火就會燒起來。 

六 要有火焰，我們需要藉著向主敞開，讓氣流進來；每天早晨我們需要藉著將神的恩賜

如火挑旺起來，而帶進氣流。 

七 所有在主恢復裏的聖徒，都需要將那在他們裏面神的恩賜，如火挑旺起來；然而，在

聚會中許多聖徒似乎把挑旺火的扇子扔了；尤其在召會的聚會中，我們需要將那在我

們裏面的恩賜，如火挑旺起來。 

肆 『並且申⾔者的靈，是服從申⾔者的』—林前⼗四 32，林後四 13： 
一 基督徒聚會的方式不是要有形式、規條、節目等等，乃是要單單操練靈。 

二 我們一同聚會的關鍵、秘訣，乃是操練我們人重生的靈。  

三 林前十四章三十二節是最有力的證明；三十一節告訴我們，我們『都能一個一個的申

言』；三十二節接著告訴我們，申言就是操練我們的靈；不是等到那靈來推動我們，

因為申言者的靈是服從申言者的。 

四 作為申言者，如果我們不採取主動，如果我們的靈不動，那麼聖靈就沒有出路；我們

必須採取主動，並且操練我們的靈。  

五 如果我們主動的用我們的靈申言，那麼與我們的靈是一的聖靈，就會與我們配合；我

們能命令我們的靈申言，我們的靈是服從我們的。 

六 我們需要學習說話的秘訣，好能在靈裏；基督徒是一群說話的人；每一個基督徒都必

須成為說話的人；這意思乃是我們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說話；日復一日，我們都需要說

話—林後四 13。 
七 這樣的說話點活人，這樣的說話使人舒暢，這樣的說話使人剛強喜樂，這樣的說話把

生命傳輸給人，並且把三一神分賜到聽的人裏面；這樣的說話是主的恢復剛強的見證。

。 

伍 『我們在靈的新樣裏服事，不在字句的舊樣裏』—羅七 6 下： 
一 我們必須學習不僅在靈裏生活行動，更要學習在靈裏事奉，並在靈的新樣裏事奉—6

節。 

二 我們需要學習在靈裏點詩歌；我們為聚會選詩歌，不該照著我們的心思，乃該照著我

們的靈內裏的感覺。 

三 我們需要學習在靈裏供應話語；我們必須學功課，不要只照著我們的知識說話，乃要

照著最深處的感覺行動和服事，在靈裏並照著靈盡職。 

四 我們需要學習在靈裏禱告；我們不該照著知識或例行公事來禱告；我們來在一起禱告

時，需要運用我們的靈，感覺內裏的膏油塗抹；我們應該照著膏油塗抹最深處的感覺

來禱告。 

五 我們需要學習在靈裏看望聖徒；我們需要操練我們的靈，仰望主；我們在聽的時候，

必須與主交通，不但要感覺人的靈裏有甚麼，也要感覺我們裏面的膏油塗抹是什麼。 

六 我們需要學習在靈裏傳福音；我們不該僅僅照著福音的知識傳福音；當我們說話時，

必須忘掉我們的知識，回到我們的靈裏，好在靈裏盡職。 

七 只有用靈，纔能在靈的新樣裏事奉神，纔能討神喜悅。  
 

  



職事信息摘錄: 

神人之間一切故事都在靈裏 

神和人之間的來往，完全是一個靈的故事。神是靈，而我們裏面有靈，所以我們和神之間的

往來，無論是禱告、交通或事奉，都是靈裏的故事。這是我們第一要認識的。 

不要懶於用靈 

我們必須承認，在運用靈的事上，我們實在是懶惰、鬆懈的。神的兒女普徧懶於用靈的光景，

正像有的孩子懶於用頭腦讀書一樣。孩子們整天在外面跑跑跳跳，打球玩耍，都不覺得累。

但你一要他們安靜下來讀點書，他們就不願意了。爲甚麼呢？因爲他們懶於用頭腦。他們習

慣用身體跑、跳，卻懶於用頭腦。我們這些神的兒女，在運用靈的事上，也是這樣。我們肯

花許多時間看報、聊天，作許多別的事，就是不肯禱告。爲甚麼呢？因爲禱告需要用靈，而

我們的靈卻常是懶惰、不肯動的。 

使徒保羅在羅馬十二章十一節說，『殷勤不可懶惰，要靈裏火熱，常常服事主。 』他所說

的懶惰，並不是指一般的懶惰，乃是特別說到靈裏的懶惰。所以，他纔接著說，要靈裏火熱，

常常服事主。有的弟兄姊妹外面非常殷勤，但他們的靈卻非常懶惰。他們作起事，實在是殷

勤有勁；但是一禱告，就非常懶惰，極少有靈的感動。這就是因爲他們一向懶於用靈，不肯

多用靈禱告。 

不用靈就是虧欠主 

我們要看見，如果我們靈裏懶惰，少用靈，甚至不用靈，乃是極其虧欠主的一件事。主在約

翰四章二十四節說，『神是靈；敬拜祂的，必須在靈…裏敬拜。 』二十三節告訴我們，神

尋找這樣敬拜祂的人。這給我們看見，神是多渴慕人在靈裏與祂相交。所以，我們今天若少

用靈，甚至不用靈拜祂，這對祂是何等的虧欠。 

神在祂兒子裏化身成爲聖靈，目的就是要我們得著祂，享受祂。在人被創造的時候，神爲我

們造了靈；在人蒙救贖的時候，聖靈點活了我們的靈，並且如今聖靈住在我們靈裏，用意都

是要我們用靈吸取神、享受神。但我們竟然將祂擺在一邊，不理祂，不肯回到靈裏面，用靈

接觸祂。因此，我們許多人都沒有多少享受祂，甚至有的人從來沒有享受過祂。常有弟兄姊

妹在召會中服事很熱切，探望弟兄姊妹很熱切，在許多事上都很熱切，惟獨靈不熱切，對主

缺少吸取和享受，以致主拯救我們的目的無法達到。 

從另一面說，正因爲我們少用靈，所以把主供應出去的也少，人自然不容易從我們身上得著

主。我們雖然常去探望，但因著沒有用靈和人禱告，所以並不能使人的靈被點活，叫人的靈

得供應，而給人真實屬靈的幫助。 

我們不僅在探望的事上如此，甚至在召會的聚會中，也是這樣。在聚會中，我們往往彼此都

不用靈，許多的活動都沒有多少靈的味道，沒有多少靈的運行，人碰到的不過是儀文和形式。

試想這樣的聚會，怎能敬拜、得著那位是靈的神呢？當然，更談不上用靈將人的靈開啓，用

靈把人的靈帶到主裏面。這些虧欠，都是由於我們不用靈，少禱告，也不肯敞開和人一同禱

告的緣故。 （“靈的操練與神的建造”第八篇） 



召會真實的供應乃是在於靈 

很希奇，約翰福音裏說到這些靈的故事，秩序是那樣的好。譬如三章，說靈來重生我們的靈，

這是靈生靈。 (6。)到四章，就說神是靈，我們要用靈拜祂，這是靈拜靈。 (24。)到了六章

又說’賜人生命的乃是靈，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 (63。)你看這裏的秩序，乃是先說

靈來重生，而後再說用靈敬拜；結果，這樣一個被靈重生用靈敬拜的人，就能像主一樣，話

一出來就是靈。爲甚麼？因爲他裏面所充滿的就是靈，所以發表出來的也是靈。正如主的話

說，人心裏所充滿的，口裏就說出來。 (太十二 34。)到了約翰七章，更進一步，這靈出來的

時候，就成了活水的江河，滔滔不絕，湧流不已。 (38。) 

所以，你我若是肯操練靈，用靈敬拜，用靈事奉，我們裏面就必滿了靈。等我們來到聚會中，

一開口，就是靈，話一出來就滔滔不絕，像活水的江河一樣。我們若不這樣操練靈，而僅僅

去讀經、講經、聽道、看屬靈書報，一直用頭腦，結果話越過越多，知識越過越多，靈卻越

過越少，使召會所得到的，不過是死的字句，而不是真實屬靈的供應。 

盼望眾弟兄姊妹在這裏能有一個轉，清楚看見，召會真實的供應乃是在於靈，而不僅僅在於

話。雖然在恢復的時候，主是先用話開頭，但在最後，必須用靈跟上去，不然話就是話，沒

有靈，也不是靈，整個召會就要發死，下沉。如果我們的靈都能跟上，大家都在靈裏事奉，

等到我們有話的時候，作話語執事的，話一出來就滿了靈，剛強，明亮，高昂，釋放；同時，

聽的人靈也都是活的，屬靈的吸收力也強，屬靈的容量也大，話出來的就更多。這樣，召會

纔能得到新鮮活潑的供應，眾弟兄姊妹纔能真實在靈的經歷裏，認識基督，經歷基督，摸著

基督那一切的豐富。爲這緣故，你我必須平日平時多多的操練靈，運用靈禱告。要操練到一

個地步，能隨處禱告，也能隨時禱告。這樣，我們的靈就必豐富剛強，我們的事奉就必改樣，

召會纔能得到真實的建造。 （“靈的操練與神的建造”第十一篇） 

所有在主恢復裏的聖徒，都需要將那在他們裏面神的恩賜，如火挑旺起來。然而，在聚會中

許多聖徒似乎把挑旺火的扇子扔了。尤其在召會的聚會中，我們需要將那在我們裏面的恩賜，

如火挑旺起來。然後火焰會漸漸更高、更亮，基督的豐富就會顯明。所有的聖徒都需要因著

他們有永遠的生命、清潔的良心、和無偽的信心這事實得鼓勵。為這緣故，他們該將神的恩

賜，如火挑旺起來。 

剛強的靈 

在七節保羅繼續說，『因為神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靈，乃是能力、愛、並清明自守的

靈。 』這裏的靈，指我們由聖靈重生並內住之人的靈。 （約三 6，羅八 16。）將神的恩賜

如火挑旺起來，與我們這重生的靈有關。 

保羅說，我們有能力、愛、並清明自守的靈。能力，說到我們的意志；愛，說到我們的情感；

清明自守，說到我們的心思。這指明在運用我們裏面神的恩賜上，剛強的意志、愛的情感並

清明自守的心思，與剛強的靈極其有關。 

我們需要信神已賜給我們這樣的靈，我們該為此讚美祂。我們不該說，我們不覺得自己有愛、

能力、和清明自守的靈。在我們物質的身體裏，我們通常對內部器官沒有任何感覺，除非牠

們出了毛病。在正常的情況之下，你感覺得到你有肝臟這個事實麼？我也許感覺不到我的肝

臟，但我知道我有這器官，並且牠正在盡功用。同樣，我們也許不覺得我們有提後一章七節



所描述那樣的靈；然而，我們需要信保羅的話，並運用我們的靈。 （提摩太后書生命讀經

第一篇） 

操練我們的靈 

…我們已經看見我們靈的重要性，現在我們要來看我們靈的操練。我們必須建立操練靈的習

慣。我早上起來的時候，自然而然會說的第一句話是：‘哦，主。 ’藉著說‘哦，主’而

呼求主，乃是操練靈的習慣。你早上起來若立即說，‘哦，主，’這會有很大的不同。你早

上起來如果什麼也不說，你可能有例行公事的禱告，卻沒有真正的摸著主；這是因為你沒有

操練靈。我們必須建立說‘哦，主’的習慣。當我們說‘哦，主’的時候，我們就摸著主。

這是操練靈的習慣。 

有時候我們可能在艱難的光景中。我們可能病了，或者失業了。那時，我們應當操練我們的

靈。我們應當勉強自己說，‘哦，主耶穌！ ’‘操練’這個辭含示勉強。操練總是一件勉

強的事。當奧林匹克運動員為著練習或競賽操練自己時，他們必須有剛強的意志。他們勉強

自己操練。我們基督徒若要剛強並要在主里長大，就必須勉強自己用我們的靈。 

假定我們的家庭生活遇到了難處；可能是在你和配偶之間、你和兒女之間、或你和父母之間

的難處。那時你如果不操練你的靈，你整個魂，包括你的心思、意志、情感，就會得勝。你

的魂就會勝過你，制伏你，征服你的靈。這甚至會使你很厲害的發脾氣。因此，每當你在艱

難的光景中，你必須勉強自己操練你的靈。勉強你自己操練、使用你的靈，會使你成為不一

樣的人。 

保羅在提前四章七節說，‘要操練自己以至於敬虔。 ’然後他在八節說到身體的操練。在

這兩節裏，保羅說到兩種操練。在操練身體之外的那種操練，也就是操練以至於敬虔的操練，

必定是靈的操練。操練我們自己以至於敬虔，乃是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操練我們的靈活基督。 

將我們的靈挑旺起來 

提後一章六至七節指明，我們必須將我們的靈，如火挑旺起來。在這兩節裏保羅說，‘為這

緣故，我提醒你，將那借我按手，在你裏面神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因為神賜給我們的，

不是膽怯的靈，乃是能力、愛、並清明自守的靈。 ’有些人可能以為，這兩節不是說我們

應當將我們的靈挑旺起來，而是說將我們的恩賜挑旺起來。但你若深入這節經文，你就會看

見，將我們的恩賜挑旺起來，就是將我們的靈挑旺起來。保羅在第六節告訴我們：‘將…神

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到了第七節他說，‘因為神賜給我們的…靈。 ’神所給我們

的靈，是我們必須挑旺起來的。我們必須挑旺我們的靈。 

我們必須知道提摩太后書的背景，纔會珍賞保羅在這裏的話。保羅是在他屬靈兒子提摩太遇

到艱難的時候寫該書的。保羅那時在羅馬坐監。不僅如此，所有在亞西亞的人都離棄了保羅。 
（一 15。）在亞西亞的眾召會，是藉著保羅職事興起的主要的召會，但他們離棄了保羅。

提摩太也在那裏，在他們中間。如果你是提摩太，你要怎樣面對那個局面？人可能會對提摩

太說，‘為什麼你還跟隨保羅？所有在亞西亞的聖徒都離棄了他。並且如果神真的與他同在，

神會救他脫離羅馬的監獄。 ’毫無疑問的，提摩太很沮喪。否則保羅不會說，‘為這緣故，

我提醒你…。 ’提摩太是沮喪的，他需要受提醒。保羅知道提摩太很下沉，保羅同情他。

保羅提醒他，在他裏面仍然有小小的火，他需要將這火挑旺起來。 



有時候你受苦到一個地步，你可能懷疑神，懷疑你的得救。但不論你多麼的懷疑，在你裏面

有一個東西是你不能否認的，就是你的靈。你不是像野獸一樣，你有靈。這靈對撒但是個麻

煩。無論撒但作了多少工，又正在作多少工，在我們裏面有一樣東西是他摸不到的，那就是

我們的靈。我們必須將我們的靈如火挑旺起來。 

我們可以說，我們必須如火挑旺起來的神的恩賜，乃是屬靈的恩賜。但若沒有我們的靈，我

們怎能有恩賜？屬靈的恩賜是在我們的靈裏。在我們那有聖靈內住的重生的靈裏有火。事實

上，我們可以說，我們的靈就是火。 

小火挑旺起來，能成為大火。森林大火是個例子。風把小火煽成大火。如果房子裏有東西燒

起來，而你想要挑旺那火，你只要把門窗打開，風就會使火燃起。要將你的靈挑旺起來，最

容易的路就是開口。 

你若要將你的靈挑旺起來，就必須敞開口，敞開心，敞開靈。你必須敞開你全人的這三層。

你必須用口說，‘哦，主耶穌。 ’但你還必須加深的用口、用心來說，‘哦，主耶穌。 ’
然後你還必須更深的用口、用心、用靈來說，‘哦，主耶穌。 ’這是從深處敞開你的靈。

火就會燒起來。你如果下沉，就應當從你的深處操練你的靈，一再的呼求：‘哦，主耶

穌。 ’這樣，你就會高昂起來。 （“那靈同我們的靈”第八篇） 

主動申言 

每一個在基督裏的信徒都有申言的能力。我們也許說我們不能，但主說我們能。我們雖然知

道主是對的，但有些人可能說，只有當那靈感動我們時，我們纔能申言。三十二節接著說，

“申言者的靈，是服從申言者的。”這意思是我們的靈服從我們，不是我們服從我們的靈。

申言者不在他們靈的控制之下，反之，他們的靈受他們的指引。這指明在申言的事上，我們

該主動，不該等待。我們需要主動而不被動。基督徒的聚會裏，被動的情形太厲害了。許多

人被動的等候靈感。我們若問一位弟兄：“你為何不開口說話呢？”他可能回答：“我沒有

靈感，沒有引導。主沒有帶領我。”這是可憐的。我們不該如此被動；我們需要主動。我們

有權利和立場採取主動。 

當我們主動申言時，那靈會隨著我們。我們把窗戶打開，空氣就進來。風總是在窗戶之外，

等著我們將窗戶打開。我們若打開窗戶，風就吹進來。不是我們在等候那靈，乃是那靈在等

候我們。祂在我們的靈裏等著我們採取行動。我們需要說，“哦，主，”讓空氣進來。 
（“李常受文集—1968 年第二冊”） 

我們需要學習說話的秘訣，好能在靈裏。基督徒是一群說話的人。 （林後四 2。）每一個基

督徒都必須成為說話的人……日復一日，我們都需要說話。 

無論誰，若是憑著信心的靈在聖靈裏說明白的話，就能建造教會。因此，我們都必須在各處

操練說話。我們在街上說話，在教室說話，在辦公室說話，在家裏說話，向每一個人說話。

向各類的人說話，尤其要在聚會中說話，更要在家庭聚會中說話。要學習這樣說話。這樣的

說話點活人，這樣的說話使人舒暢，這樣的說話使人剛強喜樂，這樣的說話把生命傳輸給人，

並且把三一神分賜到聽的人裏面。這樣的說話會勝過任何一種反對的環境。我們必須說話，

在聖靈裏說話，憑著信心的靈說話。如果人人都成為說話的人，成為說話的見證人，局面就

會改觀。這樣的說話是主的恢復剛強的見證。 （“李常受文集”—1985 年第三冊“神聖的

說話”第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