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召会的身分―基督的配偶（詩歌：592）
Overview：整本圣经就是神圣的罗曼史，记载神如何追求祂所拣选的人，至终与他们成为婚配。当神的子民爱神、花时间在祂的话上与祂交通时，神就将祂的神圣元素注入
他们里面，使他们与祂成为一，作祂的配偶。在创世记二章，我们借着亚当与夏娃的预表，看见了基督与召会的照片。“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帮助者
作他的配偶。”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一次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只有那由基督重生，凭基督活着
的召会，才能与基督相配，并作祂的补满。 
Ⅰ．整本圣经就是神圣的罗曼史，记载神如何追求祂所拣选的人，至终
与他们成为婚配： 
Ａ．当我们这些神的子民进入与神相爱的关系，我们就接受祂的生命，正如夏娃接
受了亚当的生命一样。 
Ｂ．乃是这个生命使我们与神成为一，祂也与我们成为一。 
Ｃ．神和祂的子民要成为一，二者之间就必须有相互的爱。 
Ｄ．圣经中所揭示神与祂子民之间的爱，主要的是象男女之间情深的爱。 
Ｅ．当神的子民爱神、花时间在祂的话上与祂交通时，神就将祂的神圣
元素注入他们里面，使他们与祂成为一，作祂的配偶，在生命、性情和
彰显上，与祂一样。』 

Ⅱ．在创世记二章，我们借着亚当与夏娃的预表，看见了基督与召会的照片： 

Ａ．亚当预表神在基督里是真正、宇宙的丈夫，正为祂自己寻找妻子。 

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帮助者作他的配偶”：１．亚当需要妻子，

预表并描绘神在祂的经纶里，需要得着妻子作祂的配偶，祂的补满（直译，与祂配对者）。２．虽然

神，基督，是绝对而永远的完全，但没有召会作祂的妻子，祂就不完整。３．神渴望要得着预表基督

的亚当，和预表召会的夏娃；祂的目的是要“使他们管理”；祂的目的是要得着一个得胜的基督，加

上一个得胜的召会，一个胜过魔鬼工作的基督，加上一个推翻魔鬼工作的召会；神乃是要基督与召会

掌权。』 

Ⅲ．我们需要看见，神要为自己产生配偶，就作了些什么：Ａ．神用土造了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并将这一切带到亚当面前，“那人便给一切的牲

畜、空中的飞鸟、和野地各样的走兽都起了名，只是亚当没有找到一个帮助者作他的配偶”： 

１．妻子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必须与丈夫一样一式。２．在牲畜、飞鸟和走兽中，亚当找不着他自己的配偶，就是能与他相配的。 

Ｂ．神要为自己产生一个配偶，就首先成为人，由神创造亚当所预表。 

Ｃ．“耶和华神使那人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了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在原处合起来”： 

１．亚当沉睡，为着产生夏娃作他的妻子，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为着产生召会作祂的配偶。』 

２．在圣经里，睡通常是指死。３．基督的死是释放生命、分赐生命、繁殖生命、繁增生命、繁衍生命的死，由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长起结出许多子粒，好作成饼

所表征， 

这饼就是祂的身体—召会。４．借着基督的死，祂里面神圣的生命得以释放；借着祂的复活，祂释放的神圣生命得以分赐到祂的信徒里面，为着构成召会。５．借着这样的过

程，神在基督里已经把祂自己连同祂的生命和性情，作到人里面，使人可以在生命和性情上与神一样，好作祂的配偶与祂相配。 

Ｄ．“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１．从亚当裂开的肋旁所取出的肋骨，预表基督那不能折断、不能毁坏之永远的生命，

从祂被扎的肋旁流出来，好将生命分赐给祂的信徒，以产生并建造召会作祂的配偶：』 

ａ．从基督肋旁流出血和水，但从亚当肋旁出来的只有肋骨，没有血。 

ｂ．在亚当的时候还没有罪，所以不需要借血而有的救赎。ｃ．然而当基督在十字架上“睡”了时，已经有了罪的问题；因此，从基督肋旁流出的血，乃是为着我们法

理的救赎。ｄ．在血之后有水流出来，就是神涌流的生命，为着我们生机的拯救；这神圣、涌流、非受造的生命，是由亚当肋旁取出的肋骨所预表的。 

２．创世记二章二十二节不说夏娃是创造的，乃说她是建造的；用亚当肋旁取出的肋骨建造成夏娃，预表召会是用复活的生命建造的，这复活的生命乃是基督借着在十

字架上的死所释放出来，并在祂的复活里分赐到祂信徒里面的。 

３．召会作为真夏娃，乃是基督在祂所有信徒里的总和；召会是基督的复制；在召会里，除了基督的元素以外，不该有别的元素。４．唯有那出于基督同祂复活生命

的，才能作祂的补满和配偶，就是基督的身体：ａ．我们必须脱去一切天然的生命，直到活的基督从我们灵里彰显出来；然后我们才有召会的实际。ｂ．凡所活出的，

若不是基督，就不是召会；“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在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才是召会！ 

ｃ．只有出于基督的才能得到基督认可，只有出于基督的才能归给祂，与祂相配。 

５．在圣经末了有一座城，新耶路撒冷，就是终极并永远的女人，团体的新妇，羔羊的妻子，用三样宝贵的材料所建造，应验创世记二章所显示的预表，直到永远；因

此，在预表上，二章十一至十二节所提一切宝贵的材料，都是为着建造这女人。 

６．。夏娃自亚当取出，又被带回亚当，与他成为一体；照样，从基督所产生的召会，也要归回基督，与祂成为一灵；基督与召会是一灵，如同丈夫与妻子成为一体所

预表的，这是极大的奥秘。 

７．在将来，基督是圣别的新郎，要把我们献给祂自己，作祂的配偶，为着祂的婚娶，如同神把夏娃摆给亚当，作亚当的配偶，为着他的婚娶： 

2018/1/8-1/14 召会的恢复（3）＃9 



ａ．以弗所五章二十七节启示新妇的美丽，说到基督要把召会“献给自己，作荣耀的召会，没有斑点、皱纹、或任何这类的病，好使她成为圣别、没有瑕疵”。ｂ．新妇的美

丽来自这位作到召会里，然后从召会彰显出来的基督。ｃ．主的恢复就是为着预备基督的新妇，由所有的得胜者组成。 

Ｅ．“那人说，这一次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这为女人，因为这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１．在希伯来文

里，“男人”是Ish，伊施；“女人”是Ishshah，伊施沙；召会是出于基督的纯产物；召会是“基督的”，“复活的”，属天的。２．只有那由基督重生，凭基督活着的召会，

才能与基督相配，并作祂的补满。』 

３．当基督看到这个，祂必定会说，“这一次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４．正如夏娃是亚当的扩增，召会作为新妇，乃是作为新郎之基督的扩增。５．亚当和夏娃成为一

体，一个完整的单位，乃是神与人联结为一的表号；要来的新耶路撒冷，将是神与人永远的联结，是宇宙对偶，作神性和人性所组成的完整单位。 

Ｆ．亚当和夏娃成为一，过着夫妻在一起的婚姻生活；这描绘在新耶路撒冷里，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救赎的三一神，乃是宇宙丈夫，要与祂所救赎、重生、变化、并荣化

作妻子的人，过婚姻生活，直到永远：１．圣经整体的启示，乃是给我们看见一对宇宙夫妇爱的故事。２．那创造宇宙和万有的主宰，就是经过成为肉体、历尽人生、钉死

十架、从死复活、升上高天种种过程的父、子、灵三一神，终极成为那赐生命之灵者，与经过创造、救赎、重生、变化、得荣的灵、魂、体三部分人，终极构成彰显神之召

会者，成为婚配。３．他们要在那无尽的永世里，以那神圣、永远、荣耀无比的生命，过那神人调为一灵，卓越绝顶、福乐盈溢的生活。』 

第一日：耶2:2…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新婚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跟随我，我
都记得。 
弗5:25…基督爱召会，为召会舍了自己 
27祂好献给自己，作荣耀的召会，没有斑点、皱纹、或任何这类的病，好使她成为圣别、
没有瑕疵。 
第二日：创2:18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帮助者作他的配偶。 
22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 
第三日：创2:19耶和华神把祂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
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牠的名。20…只是亚当没有找到一
个帮助者作他的配偶。21耶和华神使那人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了他的一条肋骨，又
把肉在原处合起来。 
第四日：创2:22…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
前。23那人说，这一次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这为女人，因为这是从男人
身上取出来的。24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第五日：约19:34惟有一个兵用枪扎祂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36这些事发生，为要应验经书：“祂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第六日：约3:29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祂，因着新郎的声音就欢喜快
乐；所以我这喜乐满足了。 
启22:17那灵和新妇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
取生命的水喝。 

 
 
 
 
 
 
 
 
 
 

 

《申言稿》 



经历①：召会作为新妇·军队敌对魔鬼撒旦争战 

整本圣经就是神圣的罗曼史，记载神如何追求祂所拣选的人，至终与他
们成为婚配。当我们这些神的子民进入与神相爱的关系，我们就接受祂的生

命，正如夏娃接受了亚当的生命一样。乃是这个生命使我们与神成为一，祂
也与我们成为一。我们不是借着运用心思和意志来遵守律法，乃是借着爱这
位作我们丈夫的主，因而有分于祂的生命和性情，与祂成为一，作祂的扩大
和彰显。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创 2:18)，换句话说，神是要得着亚当
和夏娃。神的目的是要得着一个得胜的基督，加上一个得胜的召会；神的目
的是要得着一个胜过魔鬼工作的基督，加上一个推翻魔鬼工作的召会；神的
目的是要得着一个掌权的基督，和一个掌权的召会。这是神所预定的事。神

在祂心里这样定规，这是神为着祂自己的称心而作的，这是神为着祂自己的
快乐而作的。神要这样作，所以才这样作。神要有一个基督，祂也要有一个
与基督一样的召会。神不只要基督掌权，并且要召会和基督一同掌权。神允
许恶魔在地上的。因为，他说「使他们」，也就是基督和召会「管理」(创
1:26)。神计划了召会作为基督的配偶，必须有份对付撒旦。如果召会不配
得基督的话，神的目的就无法成就。就是在荣耀里，基督也需要伴侣。基督
争战需要伴侣，得荣耀也需要伴侣。神所要求于召会的，是一切和基督一
样。神要基督有一个伴侣。 

在职青年篇 

整本圣经的主题就是神圣的罗曼史。在这个罗曼史，召会是基督的新
妇。因为召会的弟兄姊妹是新妇的一部分，热烈地爱基督，多次呼喊「主耶
稣，我爱你」。如果没有这样爱的关系的话，召会生活就失去了味道。 

作为新妇的召会，渴望执行并爱神的经纶。在创世记亚当被创造之后，
神说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神还渴望有作为亚当(基督)的配偶，补满的夏娃
(召会)。并且渴望基督和召会管治包括鬼魔撒旦的全部东西。你作为在职
者，应该知道有两件事非常重要。 

i. 必须每天热烈地爱基督，早晚献上自己作活祭。绝对不可爱收入和地位
胜过基督。 

ii. 召会是新妇·军队。撒旦和撒旦的军队是是邪灵的势力，管辖这黑暗世
界的。包含你所上班的公司，管治世界的执政者的是邪灵。只有基督和
召会可以推翻撒旦和撒旦的国。因为你是新妇·军队的一部分，必须在
主里，与召会一起勇敢地为了敌挡撒旦而起来。譬如，为了建造召会，
限制加班提高业绩，也是战争之一。阿门！ 

 
 
 
 

经历②：正如夏娃是从亚当被建造，召会乃是从基督被建造 
当神在亚当沉睡中完成产生夏娃的工作后，亚当从沉睡中醒了过来。亚

当的沉睡预表基督的死，因此他的醒过来表征基督的复活。亚当醒了以后，

连同那出自于他的夏娃，成了另一个人。基督在复活以后，连同那出自于祂
的召会，也成了另一个人。亚当如何从沉睡中醒来，娶夏娃作他的配偶，基
督也从死人中复活，娶召会作祂的补满。 

召会一点不差是出于基督的纯产物。这由创世记的夏娃所预表。夏娃完
全、纯粹是从亚当产生出来的。在夏娃里面没有别的，只有亚当。除了亚当
的元素以外，在夏娃里面没有别的元素。凡夏娃里面所有的，凡夏娃所是
的，全是亚当。夏娃是亚当完全的复制。亚当和夏娃乃是基督与召会的预
表。召会也必须只是一种元素—基督的元素。在召会里，除了基督的元素以

外，不该有别的元素。……任何基督以外的事物，都不是召会。 
圣经整体的启示，乃是给我们看见一对宇宙夫妇爱的故事，就是那创造

宇宙和万有的主宰，经过成为肉体、历尽人生、钉死十架、从死复活、升上
高天种种过程的父、子、灵三一神，终极成为那赐生命之灵者，与经过创
造、救赎、重生、变化、得荣的灵、魂、体三部分人，终极构成彰显神之召
会者，成为婚配，在那无尽的永世里，以那神圣、永远、荣耀无比的生命，
过那神人调为一灵，卓越绝顶、福乐盈溢的生活。 

中高中生篇 

夏娃是出自于亚当的。夏娃预表召会，亚当预表基督。为了建造召会，
你需要享受来自基督的丰富供应，让基督丰丰富富地住在你心中。你天然的
才能和能力无法使召会得着建造。那必须是从基督而来。你必须借着操练灵
摸着那具体化在经节中的那灵，被耶稣构成，将耶稣的为人生活作为你的为
人生活。因为这样的生活是来自于基督的，可以建造夏娃、召会。只有出于
基督的才与他的配偶相符。 

神将各种各样的动物都带到了亚当面前，但没有适合做亚当的配偶的。
因此，神使亚当沉睡，从他肋旁取了一条肋骨，建造一个女人，将她带到了

亚当面前。于是，亚当说：“这一次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夏娃是用
出于亚当的被建造的。请你在学校生活中经历基督。经历基督做你人际关系
的润滑油，还有你学习的智慧，理解力，记忆力。你经历的基督可以建造召
会。 

还有，你需要基督做自己的丈夫，服从基督。你从前为了照着自己的意
愿、为着自己而制定的计划成功，寻求了主的帮助。这样的祷告是以自己做
主，因此不是新妇的祷告。在召会生活中，要操练过渐渐地更爱主、服从主
的新妇生活。哈利路亚！ 

 
 

  



詩歌 592 
５９２ 召会 ― キリストの豊満 (英 819) 
１ 
キリストの豊富エンジョイし， われらその豊満となる; 
かれご自身のすべてに  あずかりて表現す。 
２ 
その豊富は主自身， われらのきょう受となる; 
かれの豊満はしょうかい，  主をエンジィし，成就す。 
３ 
主の豊富を予表す カナンの富む産ぶつもて， 
かみのみや建造するは，  召会産しゅつ予表す。 
４ 
アダムの豊満なる エバはアダムより出て， 
しょう会がキリストより  出たことを予表す。 
５ 
豊富はうちなる主， ほう満は外面の召かい; 
主に満たされた表現は，  主と同様にとうとし。 
 
 
 
 
 
 
 
 
 
 
 
 
 
 
 
 
 
 
 
 
 
 
 
 
 
 

1 
我們享受基督豐富， 
就得成為祂的豐滿； 
分享一切祂之所是， 
就能使祂得著彰顯。 
2 
基督豐富是祂所是， 
來作我們一切享受； 
基督豐滿乃是召會， 
因享基督而得成就。 
3 
迦南美地豐富出產， 
乃是豫表基督豐富； 
藉這出產聖殿得成， 
象徵召會出於基督。 
4 
夏娃乃是亞當豐滿， 
豫表召會之於基督； 
夏娃原是出於亞當， 
基督也是召會出處。 
5 
豐富是我裡面基督， 
豐滿是我外面召會； 
充滿基督，作祂表現， 
得與基督同樣寶貴。 

 
 
 
 
 
 
 
 
 
 
 
 
 
 
 
 
 
 

#820 The Church - The Fullness of Christ 
1 
Riches of Christ we should enjoy 
And then His fulness we will be; 
Partaking of His very self, 
His testimony men will see. 
2 
Riches of Christ are what He is 
To us who are His members true; 
His fulness is what we become 
As body doth to man accrue. 
3 
Riches of Christ are typified 
By Canaan's produce rich and sweet, 
With which the temple great was built, 
The Church's greatest type replete. 
4 
As Eve to Adam fulness was, 
So is the Church to Christ her Head; 
As Eve from Adam's being came, 
The Church by Christ's own life is bred. 
5 
Christ's riches are Himself within, 
His fulness is the Church without, 
As His expression, full of Him; 
The Church with Christ is built througho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