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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作者希望表达他们在准备这些材料时，对倪柝声和李常受职事的谢意。他们打开了神的话，

我们也进入了。此外，作者希望对水流职事站表示感谢，它慷慨地允许各种引文的使用来为

着主恢复中的父母，青年人以及儿童准备这些纲要。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所有读经经文均引自《圣经恢复本》。圣经恢复本是由加利福尼亚州安

那翰的水流职事站所出版。  

 

所有的职事信息摘录都摘自倪柝声或李常受的职事，由加利福尼亚州安那翰的水流职事站出

版。经许可使用，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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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召会生活培育下一代 

第一篇 

为了得着我们的下一代，“一个整体”之工作的异像 

讀經：提後三 15，一 5，太十三 3，37～38，約十二 24，徒一 8，林前三 8，十五 58，羅一 16 

壹 我们需要有神新约经纶的异象—神的心愿是要将祂自己在祂的三一里，分赐到
祂所拣选的人里面，为着产生召会，3 就是神的国，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作
三一神永远的彰显—路十 42，约三 5～6，14～16，弗二 1～10，三 8～11。 

贰 儿童工作是召会的一项基本工作，因为我们有很多家庭有孩子；合式地养育我
们的孩子，并把他们带到主面前，是召会得着增长最容易的方法；而且，这个
增加比我们带进来的外人更可靠—提後三 15，一 5： 

一 好的儿童工作也有助于青少年工作；国中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儿童的工
作。 

二 同样的，国中工作影响高中工作，高中工作影响大学工作。 

三  每个地方召会都要对儿童聚会给予足够的关心，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充分的顾
到它。 

四  儿童聚会、青少年工作，及大学校园的福音工作，都是一個工作（一個整
体）；作儿童的弟兄们也应该做一些与青少年工作有关的事： 

1. 儿童得救了，就成为我们的青少年弟兄姊妹；他们小学毕业，进入国中，就
成了国中的福音种子—太十三 3，37～38，彼前一 1（註 4），約十二 24： 

a. 我们去作校园工作时，他们就能作内应，把班上的同学带来；这样，国
中福音就容易作了。 

b. 一个国中只要有几位青少年弟兄姊妹，就好像有几个“小炸弹”，随时可
以和我们里应外和，带一些同学得救。 

2. 等到他们毕业进入高中，就成了高中的福音种子；高中三年，可能又带三倍
的人得救。 

3. 这些弟兄姊妹毕业了，进入大专，成为大专的福音种子；这样，得救的人数
就能不断的翻倍。 

4. 假使这些儿童从六岁开始，就在儿童聚会中受培植并且得救；国中三年，高
中三年，大专四年，继续受培植；如此他们总共就接受了十六年的属灵教育
与培植。 

叁 我们要作儿童梦、国中梦、高中梦、大学梦，让整个召会的每个聖徒，都动起
来，将功用发挥到最高: 

一 必须有長老接受负担投身其中，并且用心经营。若是主使我（李弟兄）回到二
十年前，我一定要在台北召会这样实行。 

二 我们必须背负这个责任，到各国中、高中、专科、大学、研究所去，尽我们所
能的，使这些青年学子，能在他们受教育时，也得知主的真理，而接受主的福
音。我们实在应当把整个召会献给主，来为着校园的工作。 

三  召会生活中所有青年人都是有用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和我们的中学生一
同作工。他们高中毕业后，都要在校园里，有功效的接触大一新生。 

四  召会中的青年人能邀请人到中年人和年轻夫妇的家中。这些家庭都需要打开，
准备接待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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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们要在小学生、国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中做一个工作，这四个层次必须建
立起来。真理、生命、传福音、儿童工作、学生工作、社会各阶层福音六大
类，应该是我们在召会生活中的目标。 

六 再者，我們可以成全国中以上、大学以下的青年弟兄姊妹，试着配搭作儿童教
师。 

肆 我们今天作主的工，眼光一定要放远，要放长；六年一转眼就过去，今年小学
一年级的，都变成少年弟兄姊妹了；他们进入国中，作了中学生，中学福音就
推动了—徒一 8，林前三 8，十五 58： 

一 他们念国中时，可以带一些同学得救—路一 77，太十三 3。 

二  等到他们毕业进入高中，就成了高中的福音种子；这些弟兄姊妹毕业了，进入
大专，成为大专的福音种子；这样的翻倍实在是不得了的事—参约十二 24。 

三  当他们小学毕业进入国中，就会成为福音的种子；国中毕业进到高中，高中毕
业进到大学，都会是校园里的种子—罗一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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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召会生活培育下一代 

第二篇 

儿童工作就是预备的工作 

读经:提后一 5，二 2、21，三 15、17，罗九 21、23，诗篇一二七 3，弗六 4，太十九

13～14，徒二 38～39，太二八 19～20，箴二二 6 

壹 神整个的经纶，特别是新约时代的经纶，乃是一件分赐的事；神创造人，是以
祂照着神圣经纶而有的神圣分赐为观点—创一 26～27，二 7，弗一 9～10，三
8～11： 

一 神新约的经纶乃是神照着祂的喜悦所定的计划；神的喜悦，神的切望，神的渴
望，就是将自己分赐到祂所拣选的人里面—一 9～10。 

二 罗马九章二十一节揭示神创造人的目的；我们需要对这事实有深刻的印象：我
们是神的容器，神是我们的内容—创二 7，徒九 15。 

贰 “所以人若洁净自己，脱离这些卑贱的，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分别为圣，合乎
主人使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二 21。 

叁 神要赐恩给召会的时候，需要有器皿兴起来，需要有更多的提摩太兴起来 —提
后二 2，三 17,参王下四 1～6： 

一 窑匠转轮作器皿时，有的在没有经过火的时候就坏掉了，在作坯的时候就坏掉
了；那是一个损失—耶十八 3～6。 

二 不是不要从世界里带人起来，但是，更需要有一班的人是从基督徒的家庭里出
来—提后三 15 上。 

三 我们要盼望到第二代，人要像提摩太一样，从家庭里出来—一 5。 

肆 各地的儿童工作，今后一旦起来，就会像浪潮一样，一波接着一波，你我不可
没有一点认识和准备—创一 28，诗一二七 3： 

一 我们所谓的儿童，是指小学毕业以下，五岁以上的孩子们，这是我们儿童工作
的对象。 

二 没有一个家庭不是把孩子看作第一，好好照顾他们，养育他们，教导他们；今
天神的家里有这么多孩子，我们必须注意服事他们—诗一二七 3，弗六 4，太十
九 13～14。 

三 各地召会一定要作儿童工作；若是我们全力作这些儿童，经过六、七年以后，
他们统统都是少年弟兄姊妹—弗四 12～16，亚四 10，参太二五 16。 

四 我们的工作不能再依样画葫芦的作下去，作法一定要改一改；我们从前对儿童
工作，的确多少有点轻忽。 

伍 多年前，我们并没有发觉儿童乃是一个大的福音；我们只顾传福音，却忽略了
儿童也是福音的果子—徒二 38～39，太二八 19～20： 

一 我们也许尽力传福音，但我们若正确的注重儿童工作，到了时候召会中就会整
整齐齐出现许多弟兄姊妹。 

 二 这比传福音还有果效，并且这样带出来的人都有根有基。 

 三 我们不只要作召会中的儿童，还要作外面的儿童，就是儿童福音—参罗九 24： 

1. 我们相信，儿童福音能带进许多人；如此，就能开出一条得人的路，尤其是
得儿童们的父母。 

2. 不只是针对我们会所里的儿童，还要把邻居、亲友的儿童带进来；在家庭福
音方面，我们盼望每个家都打开，都开放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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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儿童工作长期作下去，效果难以估计；若是我们作得好，必定生生不息—徒二
47。 

五 对于儿童工作，我们必须当作一个很重要的负担来接受；各地必须很积极的作
儿童，因为儿童工作的前途，超过学校工作。 

陆 今天，许多年轻人在他们的性格上受到破坏；因这缘故，我们为着儿童有儿童
工作；我们需要建立我们儿童的性格—提前三 7，徒六 3，箴二八 20 上： 

一 儿童必须得着建立，作正确的人；这乃在于性格，就是行为与习惯—太五 16。 

二 他们从年幼的时候，就必须学习孝敬父母、爱兄弟姊妹、并尊敬别人—弗六
2。 

三 我们不需要给小孩子太多的圣经知识，反而该建立他们正确的伦理道德，使他
们有正确的性格—箴二二 6。 

柒 建立正确的人性，乃是预备孩子成为最好的材料，以接受神恩典的路—罗九
21、23，提后二 20～21： 

一 最好的路就是帮助孩子认识什么是正确的人，如何孝敬父母，如何成为正确的
儿童，借此帮助他们在人性上长大—弗六 1，西一 10，箴二二 6。 

二 家庭既是堕落族类的一部分，我们作父母的应当执行神的定规，以伦理教训、
规矩和管教来约束我们的孩子。 

三 为了使你家中有正常的为人生活，你应当教训你的孩子们，要孝敬父母、照顾
兄弟姊妹、尊敬邻居以及不要偷窃，使他们有适当的行为举止—6 节，弗六 4。 

四 因为小孩子太年幼，无法照着基督行事，所以他们必须受教导，照着文化行
事；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借着文化得蒙保守—罗十三 1，加三 23。 

五 基督徒父母管教孩子，必须把律法传给他们；我们不该先把恩典传给孩子；我
们若根据律法来给他们规矩，律法会为着基督监护他们—提后三 15，罗十三
1，加三 24。 

捌 各地负责弟兄以及同工们都要看见，儿童工作是神这大家庭里的一件大事 ;这应
该是我们的第一件大事—来十一 7，诗一二七 3，创三三 5 下，但一 3～4，太二
四 45，二五 16，罗九 23，提后三 15，提前三 4～5，徒十六 31～32，提前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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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召会生活培育下一代 

第三篇 

青年工作就是成全的工作 

读经：提后二 2，三 16～17,弗四 11～16，林后三 9，提后二 2、20，三 17，腓二 22， 

四 9，西一 28～29，提后三 14，腓二 19～22。 

壹 主的恢复正在开展，并要快速的开展；全地各大国家的主要城市，都会有召
会；青年人必需认识他们的责任是重大的；如果在要来的年日中，许多青年人
被成全，主的恢复就要快速的开展—提后二 2，三 16～17，林后三 9： 

一 必须有一班少年人被主救来，今天好好的受带领，将来就能学经验，以致被主
用；若是今天没有少年人被主得着，等到我们离开的时候，就没有人接替我
们，那时就要青黄不接了。 

二 你若看见这一个，你就会有一个重的心情爱少年人，好的你爱，坏的你也爱；

愿意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为着召会的前途，为着主的工作，都爱少年人。 

贰 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转观念，转制度，就是要自己学着会作，也要带别人作 ;
请记得，我们不是去代替，而是去带领人作—林前十二 14～22，罗十二 4～8： 

一 不能说我们的青年人没有人才，乃是我们缺少成全他们；我们若去成全，人才
就出来了—弗四 11～16，林后十三 9，参路十九 13。 

二 他们必需被成全以作更多的事情，而不只是聚聚会，听听信息，帮忙处理一点

事情；这是很难引起圣徒们兴趣与才能的—参太二五 15。 

三 不幸的是，我们不会带人作，不会成全人作，一直都是自己作，不会教人作，

这无形中就代替了别人—参启二 6、15。 

四 我们必需转制度，转观念；我们必需教出人来，训练出人，使他们成为有用

的；若训练不出来，无论福音怎么传，末了还是没有繁增—参启二 6、15。 

叁 基督徒除了享受主，还要事奉并工作；为了健康，一个人必需吃、休息、工

作，并有足够的活动量—提后二 2、21，三 17： 

一 根据我们的经历和观察，青年人在出去结果子这属灵的事上需要被操练；基督
徒最容易结果子的时候是年轻的时候—约十五 5。 

二 青年人也需要学习在召会的聚会中尽功用；青年人上了初中以后，就该学习在

属灵的家中承担一些责任—林前十四 26。 

三 我们应当借着儿童工作与召会的实际服事，竭力地将青年人带进召会生活的实

行里—腓二 22。 

肆 关于青年工作，我们要注意一个最基本的重点，就是在作的时候，一定要带着

他们作—林前十六 10，腓二 19～22： 

一 我们无论怎么作，都不要代替别人作；然而，我们常常都是自己作，而代替了
别人作；这种作法，乃是一种天然的作法；我们需要积极的学习，不必到学
校，就能把福音在这个学校传翻了—腓二 22。 

二 我们在各处作工，原则都是一样；要作到一个地步，这工作变成当地圣徒们
的，是他们来求工人们帮助，而不是只依靠工人们工作。 

三 我们要花几个月的时间，作出并得着一位弟兄，作到他里头有负担，借着他在
学校广传福音—参帖前一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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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需要在他身上花工夫，和他交通，与他吃饭，带他祷告，作到他爱主，
复兴起来，并到学校为主传福音—腓二 22。 

2. 我们必需在青年人身上作，直至他们被兴起，作得比我们还起劲，比我们还
看重—西一 28～29。 

3. 我们若这样服事，每一座校园都将为我们敞开；大专生和初中生都能因此被
得着。 

伍 我们在每一个学校，都应该作出人来，把工作作成他们的，而我们在背后给他

们开导，给他们供应—弗四 11～12、16: 

一 一面，我们不要怕让别人作；另一面，我们要在后边看，这就是监督—徒二十
28，多一 7，参彼前二 25： 

1. 我们把事情交给别人作之后，要在背后监督；这样，我们就真能看出他作得
怎样—参腓一 1。 

2. 我们实在可以放心，弟兄姊妹看了这么多年，听了这么多年，也学了这么多
年，都会作一点了，我们大可以放心把事情交给他们自己作；他们只是需要
一点开导，一点技术上的帮忙—腓四 9，提后三 14。 

二 然而这供应，不是借着带领聚会，也不是借着讲一篇道，就可以应付的；我们
要供应的，必须是人实在的需要： 

1. 当青年的圣徒们需要我们的帮忙，我们应当预备好帮助他们；我们若不帮他
们，他们就不会再向我们求助了。 

2. 青年的圣徒们若学习了一些他们所能应用的，就必回头寻求更多的帮助；这
时，我们就能下一步地引导他们。 

3. 此时，这个工作乃是由学生和工人共同承担，因为学生在学校作，工人根据
需要提供帮助；我们若这样工作，就很容易得着一座校园。 

陆 “将来召会的前途是完全系于青年人身上。青年人应当忠心、认真的去作那两件

最主要的事，一件是对他们的同学传福音、结果子；另一件是去带领儿童。除

此之外，他们一定要参加召会的例常聚会，擘饼记念主，并和众圣徒一同敬

拜、交通。此外，若是时间和体力许可，他们也要在召会的事务中，负起一些

责任。”（李常受文集-1968 年，第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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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召会生活培育下一代 

第四篇 

校园工作就是繁殖的工作 

读经:约十五 16 上、2，太四 19，林前九 26～27，传四 12，路六 38 

壹  我们今天作主的工，眼光一定要放远，要放长；六年一转眼就过去，今年小学
一年级的，都变成少年弟兄姊妹了；他们进入国中，作了中学生，中学福音就
推动了—徒一 8，林前三 8，十五 58： 

一  他们念国中时，可以带一些同学得救—路一 77，太十三 3。 

二  等到他们毕业进入高中，就成了高中的福音种子；这些弟兄姊妹毕业了，进入
大专，成为大专的福音种子；这样的翻倍实在是不得了的事—参约十二 24。 

三  当他们小学毕业进入国中，就会成为福音的种子；国中毕业进到高中，高中毕
业进到大学，都会是校园里的种子—罗一 16。 

贰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立了你们，要你们前去，并要你
们结果子，且要你们的果子常存” —约十五 16 上: 

一  主已拣选了我们，要我们前去结果子—约十五 16 上。 

二  主已托付我们前去结果子;我们若不结果子，主又说，“凡在我里面不结果子的
枝子，他就剪去”—约十五 2 上。 

三  我们需要认识我们已受主人的嘱咐，我们就必需认真且迫切的前去结果子，并
使我们的果子存留—罗十五 16，林前九 24、27。 

叁  众召会得着新接触的人，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打发我们的青年人去校园 ;为着
主恢复的最佳鱼池，乃是大学校园—太四 19，徒十九 9～10： 

一  主的恢复需要大量的人;为了产生大量的人，我们必须带进青年学生，所以校园
工作非作不可—创一 28 上，太二八 19 上，徒五 14，六 7。 

二  主当前工作的急务，就是去作校园，得青年人，来为着主恢复美好的前景。
（作主合用的器皿，六八页。） 

三  我们必需在大学校园传扬福音以得着有思想的人—徒二二 3，加一 14，腓三
5。 

四  人们需要听见这高品且完整的福音—腓三 8，弗二 8。 

五  安那翰全时间训练的结业生应当以美国大学校园为他们的首选。 

六  在扩展主恢复到其他国家，我们必需到有大学和专科学校的主要城市接触学
生。 

肆 我们的福音工作，该特别注意中学生和大学生 ;并且我们该费上一切，倒上一切，
来拯救、栽培、造就、并带领他们一提前四 12，林后十二 15： 

一  我们必需采取特定实际的步骤以传扬福音—腓一 5～6: 

1. 打开家为着福音的传扬—徒五 42，二 46。 
2. 在大专院校传扬福音。 
3. 将福音传给儿童—路十八 16。 
4. 将福音传给社会中各种阶级的人。 

二  我们必须让神开启我们的眼睛，看见少年人的宝贵，和他们在神手里的重要—
徒七 58 下，九 20，提前四 12。 

三  有三种原因使我们必需往青年人那里去: 

1. 他们不受霸占—太二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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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他们聚集在校园里—约二一 6。 
3. 他们很容易有心思的改变—徒九 1、20。 

四  我们若对得着新生，就能借着他们而得着他们的父母—徒十六 31。 

五  有些同工们与长老们该专注在大学校园。 

伍 在大学校园劳苦的路—林前九 26～27，传四 12，路六 38: 

一  需要我们的学生。 

二  需要全时间服事者—罗十二 1，徒十九 8～10。 

三  需要家(家庭)—二 46，五 42，十 22～24: 

1. 我们的家对于大学校园工作极其有用: 
a. 一面，大学新生渴望离开家;另一面，他们住在学校宿舍时，时常会感到

孤独和想家。 
b. 召会中的青年人可邀请其他青年学生到中年圣徒以及年轻夫妇的家。 

2. 在传扬福音的事上，我们不需要任何的手法;我们只要简单的祷告，传讲这
话，并打开我们的家。 

四  我们的劳苦需要一致—提后二 6。 

五  设施的需要(家为着青年学生)为着大专的工作。 

六  财务上的需要。 

陆 在大学校园劳苦，主恢复的前途就有保障一徒十九 9～10: 

一  主恢复的应许，盼望和前途都在于大学生。 

二  主今日行动的人力资源都在大学校园—徒十九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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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召会生活培育下一代 

第五篇 

在末后的日子， 
作对神转移时代有价值的人 

读经：启十二 5，10～11，但十二 3，十 19，启十四 1，4～5，十九 7～9 ，民六 1～8，启三 1， 

徒十七 26～27，启一 5，太二四 14，士五 15 下，16 下，但十一 32 下，提後二 21 

壹  每一次神要有时代的行动，就是转移时代的举动，祂必须得着时代的器皿；在
末后的日子，我们必须是那些对神转移时代有价值的人—启十二 5，10～11，一
20，但十二 3，九 23，十 11，19： 

一  神永远经纶的目标，就是在人类历史里神圣历史的目标，乃是要得着团体的基
督—基督同祂的得胜者，作砸人的石头成为祂时代的器皿，结束这个时代并变
成一座大山，神的国—二 28，31～45，珥三 11，启十二 1～2，5，11，十四 1～
5，十九 7～21。 

二  简单的说，恢复就是得胜；在主的恢复里，就是在主的得胜里，被预备作祂得
胜的新妇，为着祂的再来—二 7，三 21，十九 7～9。 

贰 只有拿细耳人才能把主耶稣带回来。每一个给神用来转移时代的人，都必须是
拿细耳人—自愿奉献的人，就是绝对且彻底的成为圣别归给神的人—民六 1～8，
士十三 4～5，撒上一 11，路一 15： 

一  拿细耳人必须禁绝酒和一切与酒来源有关之物；这表征我们必须禁绝各种属地
的享受与欢乐；属地的享受与欢乐导致情欲的行为和情欲的意念—民六 3，参诗
一○四 15，传十 19，提后二 22，三 1～5。 

二 拿细耳人要任由头发长长；表征我们要一直服从基督的主权—民六 5，参林前十
一 3，6： 

1. 拿细耳人是满了服从的人。他有服从的地位、气氛和意愿。你若是这样的人，
这对你和你的将来都有很大的祝福。 

2. 长头发对女人来说是荣耀,但对男人而言则是羞辱。表征一个拿细耳人是一
个从自我的荣耀里分别出来，愿意为主忍受羞辱的人—來十三 13。 

三 拿細耳人不因來自天然情感的死受玷污—民六 7，太十二 48～50。 

四 拿细耳人不可接触死，免得受玷污。在神眼中最可恨的是死—民六 6～7，启三
1。 

叁 我们必须活在我们的灵里，成为在地上有神心的人，就是能得着天的开启，以
看见神关于世界定命及当前世界局势之异像的人—启一 10，四 1～2： 

一  在主属天的管制之下，祂主宰的安排世界局势及世上的万国，使环境适合神的
选民接受祂的救恩，预备成为祂的新妇—徒五 31，十七 26～27，但四 26，启一
5。 

二  但以理二章里的大人像是一个预言，说明主为着完成祂的经纶，所主宰安排之
人类政权的历史—31～35 节。 

三  在但以理二章大人像之异象的终极应验上，欧洲也比任何其他国家和种族都更
为关键和重要；砸碎大人像的两脚，就是砸碎整个人的政权─34～35節： 

1. 但以理二章之大人像的十个脚指头所预表的十王，要服在敌基督之下；敌基
督将是復興的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该撒。这一切都要发生在欧洲—启十七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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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国、欧洲和远东是当前世界局势的三大影响因素。主的恢复已在美国和远
东生根，但在欧洲仍是一片空洞。 

3. 在敌基督和整个人的政权被砸碎之前，主的恢复必须扩展到欧洲，并生根在
那里。 

4. 主恢复之真理的扩展，要预备主的回来，好带进以色列和整个创造的恢复和
复兴—太二四 14; 参启五 6。 

5. 我们该对主说，‘主，这些日子是这时代的终结；主，在这些日子里重新挑
旺我对你的爱。’ 

肆  在主来之前这末後的日子里，我们必须是心中定大志，心中设大谋的人 —士五
15 下，16 下： 

一  主对我们当前的吩咐应该是：你们要去，教导万民，（参太二八 19，）使这世
代得以终结—二四 14。 

二  我们要实行主的吩咐，就必须保守一。如果我们失去一和同心合意，就着主的
行动来说，我们就了了—徒一 14，弗四 3。 

三  我们应当起来跟从主当前的行动，并且调整我们自己合于祂的规律，好合乎祂
使用—但十一 32，提后二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