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召会生活的恢复（诗歌补 527） 

Overview：主耶稣回来之前，必定要恢复正确的召会生活。没有一件事比召会生活的恢复更摸着主的心。为着恢复主所爱的召会生活，我们要将自己奉献给主。

为了恢复召会生活，学习作内里的基督徒，经历被变化，还要过着活基督的基督徒生活(在职生活、结婚生活、家庭生活等)。为此，我们要操练灵、将心思置

于灵、在外面彰显基督。这样，我们实行的健康新生活就会将祝福的神涌流给周围的人，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并且，召会生活是在相互的交通中，团体地彰
显基督。我们要为着恢复这样的召会生活而祷告。 

Ⅰ．主耶稣回来之
前，祂要完全恢复

正确的召会生活： 
Ａ．没有一件事比

召会生活的恢复更
摸着主的心。 
Ｂ．在现今这世代，

在主回来之前，祂必
须得着召会生活，以

羞辱祂的仇敌。 
Ｃ．不管撒但怎样

破坏召会，主耶稣
都要回来，祂的召

会也要等候祂。』 

Ⅱ．召会生活乃是基督借着我们团体地活出来： 
Ａ．召会生活乃是一种我们接受基督作生命和人位的生活。 

Ｂ．基督徒生活不是宗教生活，乃是基督自己借着我们活出来的生活。 
Ｃ．当我们活基督，祂就将我们一同联结在一里，基督就会借着我们团体地活出来。 

Ｄ．基督自己是我们的生命，祂也是那在我们里面的灵；召会生活就是基督自己实化为生命，
并实化为那住在我们里面的赐生命之灵。 
Ｅ．实行召会生活的路，乃是将我们自己和每件事钉在十字架上，并接受基督作生命；然后我

们要被基督以祂自己充满并浸透我们。』 
Ｆ．我们必须为着召会生活的实行，学习作内里的基督徒，经历被变化： 

１．召会生活就是基督自己这灵充满、浸透、并变化我们。 
２．召会生活是变化的生活，不是天然的生活；这是基督自己作为主观的灵活在我们里面。 

３．我们越被基督变化并充满，就越会成为基督活的、真实的、实际的肢体，而实化真正的召
会生活。 

４．我们若被变化，就会很容易与别人联结、结合、并建造在一起；这就是在召会生活里被建
造起来。 

Ⅲ．真正对基督的经历总是产生召会生活， 
也要求有召会生活： 

Ａ．我们越经历基督，我们的里面越要求
我们活在正确的召会生活里。 

Ｂ．我们一旦又真又活的经历了基督，祂
就会要求我们进入召会生活中，因为基督
分赐到我们里面，乃是为着产生召会。 

Ｃ．神将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作我们的
一切，目的是要得着祂团体的彰显，就是

召会。 
Ｄ．当我们以基督作我们的生命、我们的

人位、和我们的一切，这位基督在我们里
面就要求有正确的召会生活；事实上，基

督在我们里面要成为召会生活。 

Ⅳ．召会生活乃是归一于基督独一元首权
柄之下的生活：』 
Ａ．神将祂所拣选的人归一于一个元首之

下，成为基督的身体，以基督作头： 
１．神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

下的第一步，乃是将祂的众子摆在基督独
一的元首权柄之下。 

２．当召会领先归一于基督独一的元首权
柄之下，神就有路使万有归一于一个元首

之下。 

Ｂ．在正确的召会生活中，我们在基督里
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１．我们若不认识什么是在基督里归一于

一个元首之下，就无法认识召会是什么。 
２．在召会生活中，我们领先在基督里归
一于一个元首之下；为此，我们需要在一
切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 

Ⅴ．交通乃是召会生活的实
际： 
Ａ．这交通不仅包括我们与三

一神之间的一，也包括所有信
徒中间的一。』 

Ｂ．召会是对基督的交通、共
享、共同有分、彼此享受。 

Ｃ．交通也含示信徒中间相互
的流通： 

１．在新约里，交通描述我们

与主之间以及我们彼此之间
的流通。 

２．我们在属灵交通里所有的

水流，包含合一与生命；我们
的交通是合一的水流。 
３．这交通，这相互的流通，
就是召会生活的实际。 

Ⅵ．召会生活乃是神圣得荣的延续—
基督为父用神圣的荣耀所荣耀的延
续： 

Ａ．荣耀就是神圣生命和神圣性情的
彰显： 

１．如果我们凭着神圣的生命和性情
而活，我们就会彰显神圣的荣耀。 

２．我们越凭着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
性情而活，召会中就越有神圣的荣耀。 

３．这荣耀的彰显就是主耶稣的得

荣。』 
Ｂ．神圣的得荣开始于主耶稣的复

活，今天一直延续不已。 

Ｃ．召会已经在这得荣里产生出来，
并且一直在神圣的得荣里长大。 
Ｄ．凡是召会为着结果子所作所行
的，都是神圣得荣的延续。 

Ⅶ．召会生活乃是基督团体的彰显： 
Ａ．召会生活作基督彰显的关键乃是心思的灵： 
１．我们若照着心思的灵生活，召会生活里就有

神圣特质的彰显。 
２．然后我们就是一个团体的人，有基督的味道

和神的彰显。 
Ｂ．在我们卑微、温柔、恒忍和爱的美德里，该

有作三一神具体化身之基督的彰显。 
Ｃ．召会生活必须满了基督的香气与味道，并有

神的特质；这样的生活乃是三一神经过我们人性

的活出。 
Ｄ．历世纪以来，主渴望得着这样的召会生活： 

１．我们祷告，但愿不多久这种召会生活能在主

的恢复里，在我们中间完全实行出来。 
２．愿主因看见祂自己这样借全地真正召会生活
的恢复而得着彰显，就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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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太16:18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
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她。 
启1:11 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寄给那七个召会：给以弗所、给士
每拿、给别迦摩、给推雅推喇、给撒狄、给非拉铁非、给老底嘉。 
22:20 见证这些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
来！ 
第二日：加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
儿子的信里，与祂联结所活的，祂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 
西3:4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祂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祂一同显现在
荣耀里。 
第三日：罗12:2 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藉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
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 3 我藉着所赐给我的
恩典，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乃要照着神所分给
各人信心的度量，看得清明适度。4 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
但肢体不都有一样的功用；5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
并且各个互相作肢体，也是如此。11 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常
常服事主。 
林后3:18 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返照
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祂同样的形像，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
主灵变化成的。 
第四日：弗1:10 为着时期满足时的经纶，要将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
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4:15 惟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祂，就是元首
基督里面； 
林前10:16 我们所祝福的福杯，岂不是基督之血的交通么？我们所擘
开的饼，岂不是基督身体的交通么？17 因着只有一个饼，我们虽多，
还是一个身体，因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 
第五日：林前1:9 神是信实的，你们乃是为祂所召，进入了祂儿子我
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 
弗3:21 愿在召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荣耀归与祂，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阿们。 
约一1:3 我们将所看见并听见的，也传与你们，使你们也可以与我们
有交通；而且我们的交通，又是与父并与祂儿子耶稣基督所有的。 
第六日：约15:8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
门徒了。 
弗4:23 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 
弗4:2 凡事卑微、温柔、恒忍，在爱里彼此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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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①：通过外面的状况、，学习作内里的基督徒 
召会生活就是基督自己这灵充满、浸透并变化我们。我们完全被

变化并满了基督时，就会成为基督活的、真实的、实际的肢体。然后
我们会很容易与别人联结、结合并建造在一起。这不是用天然的东西，
如木、草、禾秸建造，乃是用变化的东西，如金、银、宝石建造。……
召会是生机的，是在生命里长大的。 

要有召会生活，我们需要上十字架，并顾到基督，祂是我们里面
美妙的灵。我们需要顾到我们内里的感觉、内里的引导、内里的照耀
和内里的印证。我们若肯上十字架，并实化我们里面的基督，我们就
会清楚。一切的问题都借十字架得着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在林前二章
二节使徒保罗告诉信徒，他曾定了主意，在他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
知道耶稣基督，并这位钉十字架的。召会生活是变化的生活，不是天
然的生活。这是基督自己，不是作为客观的道理，乃是作为主观的灵
活在我们里面。 

不要试着在外面改变自己，那是虚假的。你必须从里面被变化，
成为基督身体活的肢体；然后你会实化真正的召会生活。这是我们今
天所需要的。 

中高生篇 
你为了实行正常的召会生活，需要学习作内里的基督徒，被变化。

譬如，在与老师和同学的人际关系中，误解产生误解，变成不愉快的气
氛。这个是你外在的状态。这时，第一，你需要内里转向主，祷告，“主
耶稣，我不太明白为何陷入这样混乱的状况中。我想通过这件事，学习
成为内里的基督徒。哦，主耶稣。请在我内里向我说话。那样的话，我
可以知道并承认自己的罪，缺点，软弱，调整自己内里。此后，我会明
白怎么调整外在”。 

你的重要的秘诀是，首先通过学习成为内里的基督徒，内里被调整。
之后，调整外在的话，混乱必定慢慢正常化。再举另外的例子。譬如，
你考试的结果非常不好。因为那件事，你不能只是灰心。为了让这样的
坏的结果成为你的益处，请操练灵，将心思置于灵里，如下祷告，“哦
主耶稣，考试的结果比我预想的差。可是，在这种时候，也请让我学习
心向主敞开，与主交通。如果没有与主交通，我会反复同样的失败。哦
主耶稣，请加强我的信心。我通过信心，把这个事作为我往前的机会”。
还有，当考试成绩很好时，请你在内里学习对付高傲。 
林后 3:16 但他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17 而且主就是
那灵；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有自由。18 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
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祂同样的
形像，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 
4:1 因此，我们既照所蒙的怜悯，受了这职事，就不丧胆， 
 
 
 
 
 
 

经历②：借着在基督里召会的归一，万有都被归一 
今天我们在召会中，领先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倘若我们不愿

在召会生活中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我们就会耽误这事。事实上，如果我们
蒙拣选的人不愿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神就无法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
元首之下。但如果我们乐意如此，神将喜乐地说，“这些是归一于一个元首
之下的先锋。他们正为我开路，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当
召会领先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时，神就有路使万有归一于一个元首
之下。 

你若不认识什么是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你就不认识召会是什
么。召会不是一堆仍在崩溃光景中堕落的人。召会是神所拣选的人，以基督
作头，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今天的基督教乃是一团混乱，与真正的召会相
反。在基督教中，无论你去到哪里，你所看见的都是混乱。在公会或独立的
基督教团体中间有这么多混乱，原因就像在人类社会中一样，乃是没有归一
于一个元首之下。但在正确的召会生活中，我们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
下。 

在职青年篇 
神将他所拣选的人归于一个元首之下，使其成为基督的身体，使基督作

元首。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的第一步，乃是神将他的众子摆在
基督这独一的元首权柄之下。当召会领先归一于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之下，
神就有路使万有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你在召会生活中，正在领先地在基督里被归于元首之下。为此，你在一
切的事上，要成长到作元首的基督里。你是基督身体的肢体，所以在职场你
可以经历通过你，你所在的部门被归一于作元首的基督里。因为，神的经纶，
乃是借着召会的归一，而使万有都得以归一。 
弗1:9 照着祂的喜悦，使我们知道祂意愿的奥秘；这喜悦是祂在自己里面预
先定下的，10 为着时期满足时的经纶，要将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或
是在地上的，都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例如，你所在的部门，业务效率很差，业绩很难提高。其主要原因，在
于以下几点。 
i. 部门的领导缺少领导力，并且员工不服从领导。 
ii. 每一个员工没有彼此合作朝着一个目标执行业务。即使在很努力地工作，

却缺少相互的配合。 
在神看来，这种情形就是崩溃的堆积，也是你借着在基督里的被归一，

而经历你拔高部门的好机会。即使你在部门中不是领导的地位，也请你经历
借着万有被拔高。你能够经历这件事的条件，乃是在召会生活中享受基督，
为了建造召会供应基督给其他人。阿利路亚！ 
 



詩歌補充本、５２７番 
１ 主よ、おおいこころより取り、真の啓示を見せたまえ。 
かいふくのめいかくな ビジョンをあたえませ。 
なれのかいふくのビジョン、なれのかいふくのビジョン、 
かいふくのめいかくな ビジョンをあたえませ。 

２ 主を復かつさせたちから、 啓示によりわれは知
る。 
しん仰にてこのちから 召会にあたえらる。 

３ この世のそらすものから、 ながちからかい放す
る。 
このちからしょう会へと われらをもたらす。 

４ 地方召かいのなかでいま 主はわがパースンとな
る。 
そとなるひとおとろえ、 こころは主のため。 

５ ともに十ー字架にて死に、 いま主はわがパース
ン。 
うちなるひと復興され、 主はない住される。 

６ かく自が自己をいなむと、 栄光のからだあらわる。 
ひとりのあたらしいひと、 なれはそのパースン。 

７ 召会生かつ、あたらしいひと、地方召会にてあらわ
る。 
からだは団たいのひと、 主、からだのパースン。 

 
 注：2節から 7節は同じ歌詞を繰り返し歌う。 
 
 
 
 
 
 
 
 
 
 
 
 
 
 
 
 
 
 
 

补充本,#534使我知你恢复所是 
1. 哦主，将我帕子去除，赐下真实启示； 

哦，主，使我异象清楚，知你恢复所是。 
哦，主，使我异象清楚，知你恢复所是； 
哦，主，使我异象清楚，知你恢复所是。 

2. 你从死里复活能力，我藉启示知悉； 
大能传输藉信经历，引我到召会里。 

3. 你的大能将我释放，脱离烦扰俗务； 
你的大能为我开广进入召会路途。 

4. 我今进入地方召会，愿以你为人位； 
外面旧人日渐销毁，心向你能绝对。 

5. 我接受你作人位，主，与你同钉十架； 
里面之人得着恢复，你在我心安家。 

6. 当众肢体都愿舍己，荣耀身体得显； 
人数虽多，人位同一，新人在地出现。 

7. 召会生活─一个新人─显于各地召会； 
你的身体是团体人，显出一个人位。 

 
注：每节均重复第二行歌辞二次。 
 
 
 
 
 
 
 
 
 
 
 
 
 
 
 
 
 
 
 
 
 
 
 
 

Hymn1220 
1. Remove the veils, Lord, from my heart; 

True revelation grant to me; 
A vision clear, O Lord, impart 
Of Thy recovery. 
A vision clear, O Lord, impart 
Of Thy recovery. 

2. By revelation I perceive 
The power that raised Christ from the dead; 
When I by faith this power receive, 
I to the church am led. 
When I by faith this power receive, 
I to the church am led. 

3. Thy mighty power has set me free 
From all the world's distracting things; 
An entrance to the local church 
This mighty power brings. 
An entrance to the local church 
This mighty power brings. 

4. Once in the local church, I need 
To take Thee as my person, Lord; 
My outward man each day recede, 
My heart is for the Lord. 
My outward man each day recede, 
My heart is for the Lord. 

5. I take Thee as my person, Lord; 
I have been crucified with Thee. 
My inner man has been restored; 
I'm now indwelt by Thee. 
My inner man has been restored; 
I'm now indwelt by Thee. 

6. When all Thy members self forsake, 
Thy glorious Body, Lord, is known; 
When of Thy Person we partake, 
The one new man is shown. 
When of Thy Person we partake, 
The one new man is shown. 

7. The church life is the one new man 
In every local church expressed; 
Thy Body is a corporate man, 
One person manifest. 
Thy Body is a corporate man, 
One person manif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