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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处地方召会的书报服事，在向圣徒们和访问者介绍职事书报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借着

展示书报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好为着个人和团体的真理追求。此外，积极的书报服事有助于产生并维持

一种文化，就是在召会生活中阅读并分享职事书报。 

本手册旨在作为一份指南，供召会书报服事小组阅读，其中包含了李弟兄关于建立并维持健康召

会书报服事的交通。他关于书报服事和文字出版的交通见于《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五册，“忠信

殷勤的传扬真理—关于文字服事”。这十三篇论到文字工作的信息是向着台湾福音书房的服事者说的，

但第三章的很多部分特别适用于召会的书报服事。 

在此手册中可以找到大量的职事信息摘录，这些摘录引自上述的参读书籍，以及李常受弟兄有提

到书报服事的其他书籍。阅读本指南能有效地加强书报服事的异象和负担。即便如此，当书报服事开始

有定期聚集时，我们也鼓励书报服事的圣徒们阅读此指南所引用的原始信息。 

另外两本使书报服事者受益的参考书籍是：《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二册，“长老训练（三）

—实行异象的路”；《主恢复中真理的推广》（1999 年），三十六页的平装本，汇集了李常受弟兄著

作中不同的选段。后者可以在水流职事站购买，这也是书报服事小组应该一同阅读的另一本书，以培育

书报服事的异象和负担。 

文字工作的重要性 

文字工作是从神开始的 

文字工作可说是从神开始的。神是说话的神；（来一 1；）约翰福音明言告诉我们，神就是话。

（一 1。）……如果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圣经，对基督徒来说，亏损是无法估算的。这本圣经就是神的

文字工作，这是一件希奇的事。（《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关于文字

服事，第四篇） 

神的工作是借着说话 

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的工作乃是借着祂 的说话。在神的创造里，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

三三 9。）在旧约时代，神一切的工作都是借着祂 对人的说话……神新约的工作，可以说完全是话的故

事。主耶稣是话成肉体，要来完成神的工作。到了使徒时代，使徒们的工作，主要也是借着话语……历

代以来，神的工作在地上所以能往前，都是借着祂 的话语。我们可以从召会历史的进展，看出神话语的

进展。什么时候神的话语不得开展，什么时候神的工作就无法出去。特别是在我们中间。（《李常受文

集一九八四年》第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关于文字服事，第一篇） 

整个主的恢复就是真理的恢复 

从倪弟兄开始至今，整个主的恢复就是真理的恢复，也就是神话语的恢复。纵观今天整个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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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景，我们实在能说，在这末后的世代，神是特别把祂 的话语和祂 的真理，托付了我们。（《李常受

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关于文字服事，第一篇） 

兴起众召会 

在将主恢复的职事扩展到全地这件事上，出版工作非常有功效。近来借着职事书刊的分送，在欧

洲和东南亚兴起了好些地方召会。……因为书刊确实有功效，分送我们预备的小册非常有益处。……在

非洲有六个国家的地方召会兴起来，主要就是借着接触我们的书刊。所以，我们必须尽所能的在本地并

在各国发送职事书刊。……我们分送书刊，越多越好。（《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一册，在欧文释

放的各种信息，第二章） 

传布到其他国家和各大洲 

自从我们到了美国，把主的恢复带到英语世界；并且借着文字工作，很快的将主的恢复从美国传

布到中南美洲、欧洲、非洲、纽澳地区。由于这分文字的功用，许多地方的召会因而兴起。 

起初多是经由圣徒的介绍、接触，末了都是他们自己从文字得帮助。……以墨西哥为例，现在已

经有超过近五十处的召会兴起，主要就是靠着文字的力量……巴西众召会的兴起，也是靠文字工作。目

前巴西大约有八十处召会兴起，加上南方各国有数十处召会，都是因着文字工作兴起的。……由此可

见，文字工作实在是极其重要的。（《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关于文

字服事，第四篇） 

我们初到台湾，包括南洋的召会在内，召会总数不过六十处；经过三十六年，目前已有六百五十

多处。所增加的六百处召会，还不是因着同工出去作出来的，而是文字工作配合圣徒们移民产生的。真

正能兴起、建立召会的，主要还是靠着文字工作，配合圣徒们的移民。……拉丁美洲的众召会，多半也

是这样兴起的。……可见文字工作，在召会的开展上是最大的帮助。……这就是你们该有的异象。你们

在这里所作的，……事实上是主恢复的事奉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五册，

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关于文字服事，第十篇） 

在前苏联的十五个国家中，文字工作已经兴起了许多召会。俄罗斯乃是这个事实的刚强见证，大

概从 1992 年至今[2019]，那里的 190 处召会几乎都是由文字工作兴起的。 

催促主的再来 

正如保罗的职事是许配的职事，职事书刊也以同样的方式尽功用。它们激励我们借着爱主我们的

新郎来主观地认识并经历主；也激励我们祷告为着我们长大与成熟而成为新妇，催促祂 的再来。 

我愿意在这地上，亲眼目睹主的真理，不只经过我们的手印成书刊，也能经由我们送到世界各地，

在每个地方盛行。我绝对相信，这会催促主的再来，因为借着这件事，主要预备祂 的新妇。盼望我们都

能看见这光景的出现。（《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六年》第二册，神的经纶与神圣三一输送的奥秘，第十二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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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工作的价值 

文字工作的价值实在重而且高 

说一句中肯的话，好些人亲眼看见倪弟兄讲道，并没有得到多少益处；反而是不少没有亲耳听见

他的人，因着阅读他的书报，得到了永远难以言喻的益处。譬如我开始参加他在上海的聚会，从来没有

看见超过五百人赴会，最多就是三、四百人。我在那里观察，其中恐怕不到一百人，真正把那些真理听

到自己里面。然而，读倪弟兄书报的人，十个当中就有八、九个，把所读的东西读到里面。所以比较起

来，文字的收效比亲耳听更有益处，也更有根基；文字工作的价值实在重而且高。（《李常受文集一九

八四年》第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关于文字服事，第四篇） 

文字的用处广而久 

倪弟兄的职事，若没有文字工作，就很难推展。文字的用处广而久；论其广泛，如水一般，不知

不觉间就渗进人的里面。有时仅仅一篇文字，不知流到那一家，也不一定落在谁手里，就发生了作用。

文字所发挥的作用是永存的，不像听道那样肤浅。一个人听道，当时听了可能很受感动，但是过三天感

觉就淡忘了。然而读文字，是越读懂得越多，留在记忆里越久，印象也越深。……所以文字工作的价

值，就在于其效能广泛而久远。譬如圣经存在人类中间几千年了，其效能不言而喻。（《李常受文集一

九八四年》第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关于文字服事，第四篇） 

将来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向祂 交账。文字工作非常有价值，我信主会认这个账。……所以

一定要求主怜悯，赐给你们几个人，能像你们一样，有心志、有异象、有眼光，看见文字工作的效益广

而久，感力深刻，完全值得全心全力去作。（《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

—关于文字服事，第五篇） 

在全时间服事主的事工上，文字工作乃是超等的，因为这分工作是普遍而永存的，并且是最能感

动人，留给人深刻印象的。（《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关于文字服事，

第四篇） 

高优先的服事 

李弟兄认识到文字工作的重要性，就于 1984 年至 1986 年期间，召集了一些同工们、长老们、与

台湾福音书房负责书报销售及出版的服事者，有关于文字服事的交通。正如引言里所提到的，这十三篇

信息就是本手册主要参考书籍的内容。时至今日，台湾福音书房每年都会有这样的聚集。 

作主的同工 

以南洋各地召会而言，已过三十多年间，维持他们属灵生命的，大部分还是靠福音书房的出版。

虽然同工们常去帮助他们，但真正长远性的帮助，还是来自文字的供应。……不仅如此，已过二十年，

西方的三百多处召会，百分之八十都是借着文字兴起来的。所以，你们要看见，服事书报实际上是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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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同工，推行祂 的真理，把祂 神圣的经纶，神圣的话语传布到各地。（《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

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关于文字服事，第三篇） 

研讨会开头的话 

2018 年，水流职事站举办了首次召会书报服事的研讨会，从八月四日至五日，为期两天。研讨会

涵盖了十四个题目，每位与会者都收到了一个三孔活页夹，包含与题目相关的材料。本指南的附录一包

含在研讨会所讲开头的话，其中陈明了书报服事在召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建议先阅读该篇开头

的话，再继续阅读本手册的其他内容。 

基督徒对圣经的研究和属灵生命经历的结晶 

这一点不是夸口，更不是欺哄；主恢复中的书籍，乃是基督教真理的精华，集两千年来，

基督徒对圣经的研究和属灵生命经历的结晶。所以我们都当竭力，进入这些属灵的丰富，不要

再枉费工夫，虚花钱财，在不必要的追求上。我们该节省金钱和时间，花在研读圣经和书报上。

（《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六年》第二册，神的经纶与神圣三一输送的奥秘，第十一篇） 

新约圣经恢复本注解和生命读经信息里所传达的真理，是已过二十个世纪圣徒对圣言领会

的精华，是召会从圣经这部圣言所得着之启示的累积。注解和生命读经的写法虽简单，所陈明

的点却深奥，并且内容非常丰富、滋养人且光照人。……但人读完圣经任何一卷书的注解和相

关的信息之后，必然会开始认识那卷书。……这些特点使得注解和生命读经非常有价值。（《李

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一册，对生命读经信息和新约圣经恢复本注解推荐的话） 

长老们监督书报服事 

长老们在书报服事中的重要性 

既然书报服事就是供应真理和生命给全召会，李弟兄就认识到长老们监督书报服事的重要

性。因此，当他 1984 年至 1986 年回到台湾期间，就召集各召会的同工、长老、以及书房服

事者，有书报服事的特别交通。时至今日，书房的服事者一直延续着这种实行。召会和圣徒们

的属灵健康，与阅读并享受圣经和职事书报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书报服事该与长老们定期有

交通，建立并维持积极健康的书报服事，以推动职事书报的购买、借出、赠送和阅读；这乃是

召会追求真理重要的一部分。 

李弟兄对长老们的负担 

在李弟兄完成新约生命读经时，他很有负担使长老们借着生命读经和新约恢复本带领圣徒

们进入真理。在本手册后面附录二的一些关键摘录中，可以看出他沉重的负担。 

书报服事是召会中很重要的一项服事，特别与长老们有很重要的关系。（《李常受文集一

九八四年》第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关于文字服事，第三篇） 

盼望各地召会的长老，能有点带领和鼓励，使家家都存有属灵书报，不论是在饭桌上、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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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洗脸台、或厨房里，随处都有一本，可以方便家中大小，甚至来访客人，都能随处享受

主的话。这些书报都满了神恩典的丰富，摆在家中，对这个家定然是有益的。（《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四年》第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关于文字服事，第二篇） 

给众圣徒一些指引，一些鼓舞，一些激励 

我们[长老们]应该帮助众圣徒建立一种实行或习惯，每天至少花半个小时在主的话

上。……他们该天天研读，或者每天三次，每次十分钟，或者一次半个小时。……我们需要一

周又一周的提醒他们，有时候长老们需要给众圣徒一些指引，一些鼓舞，一些激励。（《李常

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二册，长老训练（三）—实行异象的路，第十章） 

向所有信徒陈明真理 

圣经中更高的真理不是为着特殊阶层的信徒，乃是为着神所有的儿女。（参提前二 4，弗

三 9。）……圣徒有神所赐的属灵性能，借此他们能理解的比我们以为的多得多。（参一 17。）……

我们不该认为，主从祂 的话所给我们看见的更高真理，对年幼者太难以领会；反之，我们该迫

切向他们陈明这些真理。（《李常受文集一九八三年》第二册，为着主恢复的进展竭力学习并

推广神圣的真理，第一章） 

教育圣徒为着他们的长大 

我们[长老们]向圣徒陈明的真理越高，他们在生命里的长大就越快，但我们向圣徒陈明的

真理越低，他们在生命里的长大就越慢。召会中的长老若没有陈明某些他们以为对圣徒太高而

不能领会的信息，就会降低那召会中真理的标准。（参提前三 15。）年复一年，长老必须迫切

提升召会中真理的标准。我们需要在神圣的真理上教育圣徒，并维持真理的高标准。（《李常

受文集一九八三年》第二册，为着主恢复的进展竭力学习并推广神圣的真理，第一章） 

书报服事的建立 

应用活力排的原则 

对书报服事有负担的圣徒们，可以借着与长老们多有祷告、交通、与配搭，建立书报服事

小组。建立书报服事的原则，该与李弟兄所说的建立活力排的原则相同，就是借着许多的祷告

和彻底的交通。指派圣徒们去服事书报是难以持久的，但一班圣徒们若是对书报服事有负担，

就能持续下去，因为他们服事乃是带着共同的负担。因此，为了建立并维持书报服事，强烈建

议他们定期聚在一起有祷告和交通，就像其他的服事小组一样。 

书报服事的负担与目标 

使人完全认识真理 

保罗在提前二章四节说，“ 祂 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今天召会多半注重前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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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传福音领人归主；却在带领圣徒认识真理上，够不上神的目标。要补上这个缺欠，达到神

的目标，责任乃是在我们身上。（《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

关于文字服事，第三篇） 

最重要的负担 

书报服事最重要的负担，不是关心存书的处理，乃是研究怎样在所在地，把每本书报推广

到圣徒家里，进而储藏在他们心里。（《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

理—关于文字服事，第三篇） 

不为着牟利 

无论是全时间者出去作工，或是书报服事，目的都是要传布神圣的真理，完成神的目标，

在各处兴起并建立召会，成为基督在那里的彰显。 

首先我要声明，如果大家认为，福音书房的目的是经营赚钱，那就错了。从头一天直到如

今，我们里面没有一点赚钱牟利的思想。我们的负担，乃是为了传布真理，服事众召会。（《李

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关于文字服事，第三篇） 

在这个时代，主所要恢复的就是真理。……我们中间的书刊，全数满了真理；这不是夸口，

乃是证明主的确祝福了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接受负担，不要担心许多书堆积在会所怎么办，

而是要想办法送出去。首先，就是要送到每一位圣徒家中。（《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五

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关于文字服事，第三篇） 

主的恢复的前途 

如今，在成千上万的圣徒中，主得着你们这些有心服事主的人；或者是作长老的，或者是

事奉的执事，或者是书报服事者。我们为此感谢主；然而，请你们原谅我爱心里说实话，恐怕

连你们都不一定清楚真理。这是我最关切的一件事。若是这地上只有一班得救的信徒，却都不

懂真理，请问主的恢复能有什么前途？这不过证明召会中的家庭教育不够；故此，我们一定要

将真理作到信徒家里。（《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关于文字

服事，第三篇） 

挑旺圣徒追求真理的兴趣 

首先，不是推动书报，而是挑旺圣徒追求真理的兴趣，激起他们读属灵书报的享受。主的

话语，需要我们背负责任，甘心劳苦，在各地召会热切推动，鼓励大家追求真理，阅读属灵书

报。（《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关于文字服事，第三篇） 

事奉中真理的学习 

在阅读并追求真理上作榜样 

书房服事者应当竭力率先进入追求真理的日常操练，定期阅读圣经和职事书报，好给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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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要服事的人作活的榜样。 

研读、讲说、并编写真理 

首先，我们要学习讲说真理。现在我们的产业，比三、四十年前丰富得多，你们所需要的

就是操练。经过操练，你们才能知道该怎样合式的使用。……第二，这些丰富的真理的确需要

我们花工夫学习、操练、装备。如果我们中间有这种浓厚的空气，那是何等的好。同工、长老、

事奉的人，个个里面都充满真理，日常的谈话都讲说真理，生活也照着真理，自然就产生一个

高品的空气。……第三，我们中间的丰富，不要只摆在书架上，乃该拿来研读、讲说、甚至编

写。你们若能天天学一点，自然能积少成多。（《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五册，忠信殷勤

的传扬真理—关于文字服事，第五篇） 

养成研读、讲说的习惯 

既然我们中间的真理这么丰富，我特别盼望你们这些在书房服事的人，要养成一个习惯，

研读、讲说、使用这些丰富，以制造、拔高、并提升主恢复中的属灵空气。这样，主恢复的前

景必然光明远大，满可期待。（《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关

于文字服事，第五篇） 

在话上坚固的根基 

服事者该熟悉书名并且预备好，能根据自己对书报内容的了解和所服事的弟兄姊妹的属灵

需要，向他们推荐书报。 

被真理构成 

我们必须尽所能的使自己进入这些真理，且使这些真理组织到我们里面。……我也有负担，

叫所有领头的人，无论是长老或是领头服事的人，都有真正的负担为所在地的圣徒祷告，使主

激起他们的兴趣，激起他们寻求的心，激起他们的灵，在主的真理上寻求祂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四年》第二册，长老训练（三）—实行异象的路，第十章） 

勤读圣经并且勤读属灵书报 

下面这段话是李常受弟兄 1986 年在台湾台北对全时间训练的学员说的。信息的主题是

“作主合用的器皿”。虽然这些信息是释放给学员的，但其原则总体来说也适用于所有书房的

服事者。 

生命长大、熟悉真理，乃是我们每位事奉主者，两项必要的装备。所以我们不只要每天勤

读经，并且要勤读书报，从倪弟兄以来，直至今日所出刊的每一本书，每一页我们都要好好研

读。要尽可能的利用时间，就是茶余饭后也要拿起来读一点，总要作到手不释卷；即使睡前，

也还要再温习一点。（《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六年》第二册，神的经纶与神圣三一输送的奥秘，

第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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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书报的阅读与分发 

创造读属灵书报的空气 

书报服事小组该定期与长老们配搭，安排全年的活动，以促进圣经和职事书报的阅读以及

书报和小册子的分发。书报服事的圣徒们应该在书报的阅读、传讲和分发上作榜样。然后经过

一段时间，你当地的召会就会形成一种读属灵书报的文化和空气。 

运用活动和计划 

在书报服事的定期聚集中，借着祷告和交通，你可以与长老们配搭，借着以下不同的计划，

鼓励圣徒们阅读和分发书报： 

a. 在书报服事聚会中一同阅读书报，并且一对一或团体地向圣徒们分享你的享受。 

b. 作出读书计划或读书活动，例如：全召会、在职、青年的读书挑战，一次性读书特别

聚会，在社交媒体上读书并发帖，形成线上读书小组，举办周末读书营等等。 

c. 在上述 b 点的活动中，给予书房礼品券、书报、圣经或其他奖励，以激励读书和讲说。 

d. 借着逐个访问圣徒们，特别是青年人，鼓励他们借阅书报。 

e. 在家中设立个人图书馆作为销售展示，可供个人使用，也可作为借阅图书馆，以鼓励

其他人同样设立个人图书馆、或者赞助公共场所的展示架为着出售或借阅。 

f. 发起小型特会或训练，借着纲目、观看视频、听音频信息或邀请讲者（或面对面，或

在线上），以此提高对书报阅读和分发的认识。 

g. 与长老们配搭，允许每周在擘饼聚会或祷告聚会之后，有简短时间为着读书的分享。

要限制每位分享的时间，好让更多的人可以分享。 

成为基督的好执事 

李弟兄非常有负担让圣徒们成为基督的好执事，不仅供应在主恢复里聚会的圣徒们，也供

应所有神的子民。这个负担在他的职事中多次被提到。这一负担的典型发表非常明确地陈明在

1981 年释放的《提摩太前书生命读经》第七篇信息里。 

许多爱主耶稣并寻求祂 的人受了迷惑并打岔，我因着这事实有很深的负担。我们必须找一

条路与他们分享主所供给我们的属灵丰富。许多真正爱主的人在挨饿。我们必须接受负担供应

他们食物。我们都需要作基督的好执事，以祂 的丰富服事他们。让我们自己先得喂养，然后将

这营养供应所有神的子民。（《提摩太前书生命读经》，第八篇） 

让我们领受李弟兄的负担，为着我们从职事书报所享受的丰富而向主忠信。在李弟兄离世

与主同在前不久，一位书报服事者非常关心主恢复的将来，李弟兄就对他说，“一切都在书里

了。” 当我们有分书报服事时，我们该从李弟兄的这话得着鼓励。 

现在是合适的时候来读一下李弟兄的祷告了，这是李弟兄在 1984 年至 1986 年期间与台

湾福音书房服事者一次的聚集中所祷告的。愿我们借着一同服事书报，忠信殷勤地被真理构成

并传扬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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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字工作的祷告 

主，我们敬拜你，我们实在承认，我们是蒙怜悯的一班人。我们原是万物中的渣滓，世界

上的污秽，是算不得什么的人，完全一无所是、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但是主，你不仅拣选我

们，把我们从其中分别出来，还使我们在你手中，成为有用的器皿。为着你给我们有这一分的

用处，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确祝福了这一分文字工作，使你一切真理的丰富，全都积蓄

在这文字里。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天天都要蒙你这恩典的覆庇，经历、享受这恩

典的供应。（《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关于文字服事，第五

篇） 

设置展示架或图书馆 

展示架或图书馆的功能 

这种展示架或图书馆的主要功能是：（1）向圣徒们展览书报，（2）作为借阅书报的图书

馆，（3）作为销售展示，让圣徒们订购书报。 

如果展示架作为图书馆出借书报，一些书将会缺失一段时间。召会也可以设置两套，一套

用于展示，另一套用于出借。如果召会正在出售一些书，圣徒们可以填写订单，或者从 lsm.org

或亚马逊网上订购，然后把书留在展示架上。书房也可以允许他们购买自己想要的书报，并立

即从水流职事站重新订购来补充书报。一处召会或许也想为某本书多存些货，只需从水流职事

站图书部订购即可。 

展示架图书馆的位置 

水流职事站展示架的资料含有每个展示架大概占用空间的大小。根据购买的书报和展示的

方式(书架、桌子、架子、书夹等)，可以确定展示的位置—或是在家里、租来的房间、聚会所，

或是在零售商店。 

书报展示的装置 

为订购的书报选购合适的展示装置（书架、架子、书立等)，并确定其展示的位置。召会可

以从网上订购，也可以从当地零售商店购买书籍展示架。一些召会已经购买了定制的书报展示

架，以符合其书房可用的空间。 

库存选择 

水流职事站展示架套装 

借着长老们的交通与监督，书报服事小组应该决定为召会购买书报的内容和数量。水流职

事站（LSM）已经创建了十个展示架套装（英文书），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以简化订购流程。

如需了解这些套装，请联系水流职事站图书部；另一种选择是，一处召会可根据自身需求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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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身订制的套装。请联系水流职事站图书部下订单，可以登录网站 lsg.org 或发邮件至

books@lsm.org。 

紧急订单 

如需三个月以内订购缺货的书报，将视为紧急订单。对于缺货书报的紧急订单，水流职事

站有按需印刷的服务，可以印刷目前已经缺货的书报。如果一处召会对某本书有大量的需求，

最好在需要用书的时间之前六周或八周联系水流职事站。 

事务问题 

请与召会的长老们交通关于书报销售的事务问题，例如：获得营业执照，成立符合州和地

方税收法规的商业法人，开设银行账户，决定支付方式（现金、支票、信用卡/借记卡、数位支

付方式，如 Venmo、Zelle)，记帐，并在需要时购买收银机。上述有关书房的实际设置和运营

的步骤非常简短，旨在提供事务或运营方面所需的最少步骤。另外，至少需要两位弟兄（在长

老们的监督之下)对事务问题有足够的关注，虽然这只是书房服事的一小部分，但却是非常重

要的。当涉及到钱财的处理时，须遵照召会的实行，总有两位兄弟参与。 

维持书报的服事 

定期的祷告与交通 

与召会生活中所有重要的服事小组一样，定期的祷告和交通是书报服事的基础。最好能有

定期的聚集，为着阅读书报、分享自己的享受、并顾到书报服事中的实际事务（库存与订购，

银行业务，设置展示架等)。这种交通对于建立和维持一个积极的书报服事小组，只是一般性

的指引。召会书报服事的特殊需要乃是借着定期的聚集而逐渐显明的。 

坚定持续 

一班有负担的圣徒们与召会长老们一起配搭，坚定持续有定期的祷告和交通，是书报服事

成功和有活力的基本要素。这样的服事将是莫大的祝福；首先对书报服事者是祝福，然后对全

召会也是祝福。 

维持书报服事的新鲜 

建议通过以下活动来保持书报服事的新鲜、专注和积极： 

 继续每周的书报服事聚集。 

 与其他召会的书报服事小组有交通与相调。 

 访问 ministypropagation.org 网站，彼此鼓励、相互学习。 

 在七次节期聚集期间，参加任何有关书报服事的特别聚会。 

 在适当的时候，阅读并回顾《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

理—关于文字服事”相关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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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季度跟踪书房的销售状况，评估是否有更多的书报被购买和阅读。 

 定期与长老们有交通，报告书报的服事与圣徒们的阅读习惯。 

 参加水流职事站书报服事研讨会。 

与水流职事站的配搭 

甜美的配搭 

维持与水流职事站图书部的定期交通，以建立甜美和有效的配搭，随时了解文字工作的新

出版书报、活动和负担。这种配搭将使水流职事站图书部能更好地估算印刷数量和发行进度，

从而使他们能更好地服事众召会。 

代表水流职事站 

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召会的书房都是水流职事站图书部的代表，因为有着相同的异象和

负担。然而，召会的书房可以向圣徒们推广新出的书报、产品和活动，这乃是水流职事站所做

不到的。 

书报的报告和推广 

在较大的聚会上大声朗读书报选段，以及圣徒向其他圣徒们分享他们阅读书报的享受，这

些都会使圣徒们生发爱慕来阅读职事书报。关于水流职事站书报的报告该使用吸引人的方式，

以激起圣徒们对读职事书报的胃口和对书报的珍赏。经过一段时间后，这种实行会自然而然带

进更多职事书报的阅读、借阅和分发，这将会预备新妇并催促主的再来，因为“一切都在书里

了”。 

附录三涵盖了由倪柝声弟兄和李常受弟兄推动的属灵书报分发。此附录中包括了召会历史

上由赠送书报和借出书报产生有力影响的两个事件。 

  



第16页 
 

建立并维持健康的书报服事 

附录一 —— 书报服事研讨会开头的话 

第一题 

召会书报服事研讨会 

开头的话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在这个周末我们的盼望之一乃是：看到众召会能在其所在地恢复售书服事的功用。我们盼

望能有圣徒们，有弟兄也有姊妹，与各地方召会的带领人一同，对这项服事产生负担；这项服

事能使当地圣徒们得到水流职事站的书报，也能积极推动当地圣徒们阅读这时代职事的书报。 

多年以前，当你走进一处地方召会的聚会时，你首先会看到一面书墙，上面摆满了待售的

书报。几乎每个召会都有一个显著的售书服事，这对召会生活至关重要。那时，水流职事站办

公室并不应付单个的圣徒。相反地，所有卖给当地单个圣徒的书都是通过各召会的书报服事；

每个召会的书报服事从水流职事收到书报的包裹，然后每周分发给圣徒们。许多召会在他们会

所的前面布置出一整个房间，专为展示职事书报。1974 年当职事站在安那翰开始时，每周有

四篇单独的信息被印刷出来，然后包装好寄发给所有召会。圣徒们热切期待着这些信息，他们

会热切地等待这些信息的到来，就像婴儿等待下一次的喂食一样。 

不幸的是，这些年来，这一切都丢失了，几乎再没有召会有书房展示或售书服事。比起没

有实体书报展示，更要紧的是，推广书报的负担也丢失了，个别的圣徒只能自行去追求阅读书

报和购买书报。造成这一损失的部分原因乃是，在过去的几场风波中，一些当地的售书服事不

但无益于书报的分发，反而成了阻碍。因着一些召会领头的人或服事者对这分职事变得消极，

就不希望圣徒们接触职事书报。为了免于被这些消极的人所挟持，水流职事站开始启用直邮服

务（DMS），即圣徒们可以直接与水流职事站交涉，然后水流职事站会将书报直接邮寄到每位

圣徒的住址。一方面，这使圣徒们能容易拿到职事书报，但另一方面，地方召会的售书服事逐

渐感到其功用已被水流职事站顶替。刚开始，他们停止了对职事书报的积极推广，最终，许多

召会就把实体的展示完全移除了。 

20 世纪 90 年代水流职事站开始出版《晨兴圣言》，然后多年来，这已成为大多数在主恢

复里圣徒们的定期订阅。为此我们感谢并赞美主，但在李弟兄设想中，他从未想过这本书是唯

一通行在各召会中的刊物，来满足他们所有的需要。 

今天的盼望乃是，每一个主恢复里的召会能兴起来，恢复这个售书服事的负担。这就像尼

希米的时代，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变得荒凉。尼希米夜间起来，察看损坏的状况，然后

召集百姓，嘱咐他们来建造。结果，一些领头的人与平民起来答应了呼召。城中各区域的小组

负责顾到各区的状况，建造各自的城门或各自一部分的城墙；很快，整个城墙都完工了，仇敌

也被赶跑了。这些建造者当中有些是长老，有些是全时间事奉的祭司，但很多只是当地的居民。

尽管如此，他们各守各自的城区并建造各自的城门。一组人所建造的可能与其他组不一样，但

这并不要紧；他们都恢复了同样的功用。随着城门和城墙的修建，城的兵器库和粮仓就有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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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运输补给线；也就是说，粮食和武器的供应可以迅速分配到城的每一个部分，每个城区的需

要也可以迅速传达到兵器库和粮仓。如此，每个门都成为一个节点，服务于各自的区域。 

我们盼望在要来的日子里，全国各地的地方召会都能恢复这种“门”。如果每个召会，无

论有五百位或二十位圣徒，都能恢复健康的售书服事，一个健康的供应和交通的管道将得着恢

复；圣徒们就有盼望能更多受职事的教育、装备、喂养与供应。不仅众召会与水流职事站之间

会有健康的交通，各个“门”之间也会有健康的交通与相调。如此，一处召会所蒙祝福就可以

分享给其他召会，更多的人将通过这些门从四方被带进这座城。 

这不能仅仅是单个“尼希米”的工作；这必须是神全体子民当中有负担之人的工作。与此

同时，若是这样健康的售书服事能够在各地得着恢复和建立，对于水流职事站、对于全国的寻

求者、对于推广时代的职事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但是，正如其他所有的事情一样，没有一个

人或一个团体能够单独完成；这需要整个身体起来拿起这个负担。 

我们盼望看到，除擘饼聚会和祷告聚会之外，每个地方召会都将售书服事作为召会中高优

先的服事，以应付里面的需要和外面的开展。这样的服事必须成为召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在主恢复里的召会没有擘饼聚会和祷告聚会。同样地，盼望主恢复里的每一

处地方召会都能有健康的书报服事。愿主祝福祂 的恢复，愿祂 祝福这个周末。 

 

余洁麟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加州安那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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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 推广阅读书报 

1. 帮助推广基本订户 

关于基本订户的事，盼望各处召会，既是得到这分话语职事的供应，就该尽力帮助这个发

行。……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作基本订户，一则每本书的印量多，成本就能降低，大家都

享受好处。（《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关于文字服事，第二

篇） 

2. 鼓励弟兄姊妹，建立起读书的习惯 

鼓励弟兄姊妹，建立起读书的习惯，三餐饭后或睡前，都能读一点属灵书报，那真是开卷

有益。 

盼望各地召会的长老，能有点带领和鼓励，使家家都存有属灵书报，不论是在饭桌上、床

头上、洗脸台、或厨房里，随处都有一本，可以方便家中大小，甚至来访客人，都能随处享受

主的话。这些书报都满了神恩典的丰富，摆在家中，对这个家定然是有益的。（《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四年》第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关于文字服事，第二篇） 

3. 带领圣徒在读真理的事上着迷 

召会中领头的弟兄们，都该带领圣徒在读真理的事上着迷；将这事看得比吃饭、喝水还重

要。若是这样，主恢复的真理必定大大繁增，并且得胜，召会中的人数也自然加增。（徒六 7。）

（《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关于文字服事，第三篇） 

4. 推广真理要动脑筋 

我们得有正确的心态，并且积极进取，竭力推动人来读祂 的话。如果我们不动脑筋、不生

意、不祷告，怎能把主的话推展出去？如果我们轻看主的话，又怎么会有胆量把书报推荐给圣

徒？（《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关于文字服事，第三篇） 

5. 为主起嫉妒的心，改掉空气，以读属灵书报为第一 

有的弟兄姊妹看报纸、看电视的时间，都比读圣经、读书报的时间多，这是我最伤痛的地

方。盼望我们都能为主起嫉妒的心，把这样的空气改掉，使人人喜欢读圣经，家家以读属灵书

报为第一…… 

虽然同工们常去帮助各地召会，但真正长远性的帮助，还是来自文字的供应。（《李常受

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关于文字服事，第三篇） 

6. 挑旺圣徒追求真理的兴趣 

我请求你们接受交通，回到所在地和长老交通，从今以后要看重这事。首先，不是推动书

报，而是挑旺圣徒追求真理的兴趣，激起他们读属灵书报的享受。这在乎我们怎么作。（《李

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关于文字服事，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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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埋在、泡在、投身在、沐浴在真理中 

若是我们有清明的眼光，认识圣经，认识今日基督教的光景，认识真理，也认识神给我们

的怜悯，我们就会花费一生，埋在这些话里面，让这些话泡透我们。然后，我们一定会有负担，

尽所能的把这些真理的话，推广到弟兄姊妹和众召会中间。我们会尽所能的，在弟兄姊妹中间，

给他们一个爱慕真理、爱慕生命读经的空气。……盼望我们众人都能学习珍赏生命读经，将自

己投身其中，多在里面沐浴，让真理的光将我们泡透。而后，就能把所蒙的恩典及所得的好处，

向外推广，造成一个空气，使众圣徒都爱慕真理，都爱慕生命读经。（《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

年》第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关于文字服事，第一篇） 

8. 带进真正的复兴 

主的话语，需要我们背负责任，甘心劳苦，在各地召会热切推动，鼓励大家追求真理，阅

读属灵书报。这样，主的真理必然大大传开，真正的复兴也必然来到。（《李常受文集一九八

四年》第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关于文字服事，第三篇） 

如果全地六百处召会，都好好读生命读经，把生命读经里的真理研读透彻，我绝对相信，

不仅我们中间会有一个大复兴，即使是在全地上，也会有一个大复兴来到。（《李常受文集一

九八四年》第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关于文字服事，第一篇） 

我绝对相信，无论是在那一个地方召会，只要肯这样推动生命读经，那地的召会必定得复

兴。若是人人肯为了得生命供应，为了研究真理，为了小排聚会活用，为着讲台上应用，并为

了在交通中喂养帮助人，好好研读生命读经，如此实行一年，当地召会一定会复兴。因为没有

什么比神的话，比神的真理更有力量。（《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

真理—关于文字服事，第一篇） 

9. 与撒但争地位，好叫神的真理能有出路 

撒但在这件事上是不会退让的，我们必须看准并预备好，与撒但争这个地位，好叫神的真

理能有出路。（《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五册，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关于文字服事，第

一篇） 

10. 给众圣徒指引、鼓舞、激励 

我们应该帮助众圣徒建立一种实行或习惯，每天至少花半个小时在主的话上。……我们需

要一周又一周的提醒他们，有时候长老们需要给众圣徒一些指引，一些鼓舞，一些激励。 

你们许多领头的人，在已过五年从来没有鼓励圣徒们用生命读经来进入真理。你们把进入

生命读经的事，完全留给他们。你们似乎不在意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这条进入真理的路，

无人过问，好像无父、无母、无人养育的孤儿。情况一直如此，在有些地方召会中，你们的难

处全是由于这件事。……你们领头的弟兄要竭尽所能，在所在地激起一种气氛，在众圣徒里面

制造追求主真理的饥渴。（《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二册，长老训练（三）—实行异象的

路，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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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催促主的再来，预备新妇 

我盼望我们个个都能活到八、九十岁，甚至超过一百岁，好能看见我们所交通的一切，都

作出来。我愿意在这地上，亲眼目睹主的真理，不只经过我们的手印成书刊，也能经由我们送

到世界各地，在每个地方盛行。我绝对相信，这会催促主的再来，因为借着这件事，主要预备

祂 的新妇。盼望我们都能看见这光景的出现。（《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六年》第二册，神的经纶

与神圣三一输送的奥秘，第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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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 书报的分发 

壹 关于当前职事书报的分发 

数月来，对于当前职事书报分发需要增加，已有很多考量。以下的鼓励源自李弟兄一次特别的说话。 

我盼望我们个个都能活到八、九十岁，甚至超过一百岁，好能看见我们所交通的一切，
都作出来。我愿意在这地上，亲眼目睹主的真理，不只经过我们的手印成书刊，也能
经由我们送到世界各地，在每个地方盛行。我绝对相信，这会催促主的再来，因为借
着这件事，主要预备祂 的新妇。盼望我们都能看见这光景的出现。1 

贰 关于赠送书报 

1925 年在《基督徒报》的通启中，倪柝声弟兄推广买书与送书。 

送书工作 

这工作是非常要紧的。固然，我们应当费力用口宣传我们的爱主，和其他的真道；但
是，我们不能执人人而告之。因此，应当送书。你知道送书有最大的效果么？你知道
送好书能叫人接受主么？能帮助人明白真道么？能叫人离弃异端么？可惜，有能力的
信徒，不肯作这工。虽然送书工作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日站在审判台前时，
就要知道何不作此工？我们去印书，你们应当来买书送书。2 

1995 年，李弟兄鼓励我们访人并送书。 

我们应该学习如何叩门访人。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应该带一些书报，免费送给他们作
礼物。每个人都将乐于得到《包罗万有的基督》、《神的经营》、《正常的基督徒生
活》。在今天数以百万计的基督徒中，这些书是非常需要的。3 

叁 关于借阅书报 

两位青年的传记给我们看见，借着弟兄们借书给寻求的青年人，地上两大地区就向福音敞开了。 

一 非洲向福音敞开是借阅书报的结果 

第一个事例发生在 1820 年代，在苏格兰的布兰太尔４，一位二十岁的青年向着他所称为“救主
赎罪供备之个人应用”5 敞开他的心。不久，因着渴望向这位为他舍命的主表达爱慕，他就奉
献一生服事主。6“当他决心成为一名传教士时，他只能向他的牧师和父母述说他的意愿，并从
他们那里得到了极大的鼓励。７他当时的牧师是一位年 24 岁的牧师，住在邻近的苏格兰汉密尔
顿村（步行约两英里）的约翰·莫伊尔（John Moir）。８这期间，莫伊尔先生牧养他是借着非
正式的会面并借书给他，９其中包括一本希腊文词典。10 这些书都被“认真地归还了”。11 后
来，1837 年，莫伊尔为着他接触了伦敦传教士协会。12这位青年就是大卫·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作为传教士和探索者，他的劳苦使整个非洲向福音开门。 

二 中国内地向福音敞开是借阅书报的结果 

大约同一时间，在英国一个小镇，有位青年出于无聊从父亲的图书馆借了一本小册子打发空闲
的时间。这本小册子是关于基督所成就的工作。13结果他就“接受这位救主和祂 的救恩”。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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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他认识到他的得救乃是为着事奉，并且有一项工作正等着他，为此一种内在得胜与大
能的生活必不可少。15后来，他觉得神呼召他要竭尽一生到中国传道服事。16他得知他镇上一
位牧师有本梅德赫斯特（Medhurst）的《中国》，17他就前去拜访并大胆地向他借这本书。18 

圣经协会司库兼主日学校创始人约翰•惠特沃思（John Whitworth）， 有一次“借”给他基
督教的报纸和书籍。19这位青年承认有些书“我买不起”。20他写道:“从那以后，我有机会进
入一个相当不错的图书馆。”21 这位青年就是率先使中国内地向福音敞开的戴德生（Hudson 

Taylor）。 

肆 关于兴起书房和书店 

李弟兄还进一步建议开设书店，为着分发书报。 

我们应该训练青年学员和同工，不只是传讲，而是开设这些书房，让人们阅读和研究
我们的书报。22 

现在我们必须作的，也是主将要作的，就是采取行动传布祂 的真理，以照顾神全地的
子民。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不同语言的书报在许多国家开设书店……几年之后，真理
就会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23 

我们是否会将当前职事的书报送给或借给许多寻求的青年？这样作会使我们有一条路将自己

从某本书所得的帮助告诉他们，之后又可与他们交通所读的。我们需要卖书、送书、并借出书。

“一切都在书里了。” 

1 李常受，《神的经纶与神圣三一输送的奥秘》（安那翰水流职事站，2001 年），第十二篇 
2倪柝声，《倪柝声文集》第七册（安那翰水流职事站，1992 年），基督徒报（卷五），送书工作 
3李常受，《李常受文集一九九五年》（安那翰水流职事站，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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