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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题目

高品福音

召会生活是真正的团体生活

约翰 13：34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诫命，乃是叫你
们彼此相爱，正如我爱你们，为使你们也彼此相
爱。
约翰 13：35 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诗歌 补充本 809

瞧！我是人

1. 瞧！我是人，我是这个宇宙的意义，
对，我是人，我是这个宇宙的意义！
神造了我，神造了我，
身分崇高，身分崇高，
使我成为这个宇宙中心和意义。
2. 我有基督─祂乃是我人生的意义！

对团体生活的渴慕，乃是神所创造的
人都渴慕过一种团体的生活，这个渴慕来自
我们天然的组成。在我们天然的组成、天然的生命
里，我们都渴慕合群，在团体中与别人一同生活。
创世记一章二十六节神先说，‘我们要…造
人，
’然后说，
‘使他们管理…。
’前面的‘人’是
单数，但后面的‘他们’
（
‘人’的代名词）却是复
数。神是造一个人，还是造许多人？神为什么用单
数的‘人’，然后又用复数的‘他们’？祂是造一
个人，还是造许多人？答案是：神在一个人里造了
许多人。或者可以说，神所造的一个人包括了许多
人。这意思是说，在神的心意里，人是团体的。神
不是造一个亚当，然后造一个亚伯拉罕，再造一个
大卫等等。神乃是造一个团体人－一个人包括所
有的人。在神的心意里，祂所作的乃是一件团体的
事。所以我们都必须看见，对团体生活的渴慕乃是
神在人性里所造的。
召会生活是真正的团体生活
在基督里，我们都有同一个生命，并且因着这
共同的生命，我们有共同的性情和共同的渴慕。
我们得救后，里面马上就渴慕和其他真基督徒接
触并交通，这是对团体生活的渴慕。召会生活乃
是真正的团体生活。
基督是我们共同的元素和生命，使我们彼此相
爱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若想要过某种生活，就
必须有某种生命。神造人，给人一种渴慕活在团
体里的生命，但这生命受到破坏和毒害。因此，
一面我们因着有神造的天性，渴慕与别人一同生
活；另一方面，因着我们人的生命受到撒但的破
坏、残害，在我们堕落的天性里，没有正当的生
命来过团体生活。
但现在我们有了基督，基督是奇妙的。祂是
那共同的因素、共同的元素，使我们能在团体生
活中是一，而彼此相爱。
（罗十二 10。
）我不认识
所有弟兄的名字，但我仍然非常爱他们，只因他
们是在主里的弟兄。在所有的弟兄中间有一个共
同的元素，这个元素就是基督。基督乃是使我们
能彼此相爱的元素。此外，基督在我们里面乃是
生命，这生命有能力使我们彼此相爱。

我有基督─祂乃是我人生的意义！
这位基督，是我一切，
祂乃是我人生內容、
实际和意义。
3. 召会乃是─基督在这地上的彰显！
召会乃是─基督在这地上的彰显！
这团体人，能代表神，
管理、征服全地，
使神的计画实现。
4. 地方召会─才是真正的团体生活！
地方召会─才是真正的团体生活！
我们今天生活有路，
藉著喫喝
同被建造成地方召会。
5. 当怎么办？应当赶快去告诉別人！
当怎么办？应当赶快去告诉別人！
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我们都去把这消息
传扬到各地。

#8 神国的发展

们的罪得赦免，并由神重生，得着符合这国神圣性质
的神圣生命。
Ⅰ．路加福音叙述成为肉体之耶稣的职事，作为那 Ｂ．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在召会时代都能有分于
成为肉体之耶稣在地上的记载；使徒行传记载复 这国，在神的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里享受神。
活升天的基督，借着祂的信徒，在地上执行祂在天 Ｃ．这国在要来的国度时代，要成为基督和神的国，
给得胜的信徒承受并享受，叫他们与基督同王一
上继续的职事：
Ａ．在福音书里，主在地上的职事，由祂自己所完 千年。
成，乃是将祂自己作为国度的种子撒在祂的信徒 Ｄ．神的国是永远的国，要成为神永远生命的永远
福分，在新天新地里给神所有的赎民享受，直到永
里面；那时，召会还没有建造起来。
【木】
Ｂ．在使徒行传，主在天上的职事，借着祂的信徒在祂 远。
的复活和升天里所完成，乃是将祂作为神国的发展扩 Ⅳ．众召会与神的国是并行的；由复活基督的繁殖
展出去，为要在全地建造召会，构成祂的身体，就是祂 所产生的众召会，乃是今天在地上神的国：
的丰满，以彰显祂，甚至是神的丰满，以彰显神。
Ａ．这位在升天里，凭着那灵，借着门徒，繁殖祂
Ⅱ．神的国乃是使徒们在使徒行传中传讲的主题； 自己的复活基督，乃是神国的实际；神的国就是祂
这是由复活的基督有四十天之久向使徒们显现，对 的扩展：
他们讲说神国的事所指明：
【月】 ①众召会就是这位来把自己当作神国种子撒播出
Ａ．在福音书里，主耶稣自己来宣扬国度的福音： 去之基督的扩展；这是福音书里所启示的。
①神的国乃是救主作生命的种子，撒到祂的信徒， ②在福音书里，基督乃是国度的种子；在使徒行传
就是神的选民里面，并发展为一个范围，就是神的 里有这种子的繁殖，以产生众召会，就是神的国。
Ｂ．私我们在众召会里乃是基督的繁殖，也是基督的
国，使神在祂神圣的生命里，能在其中掌权。
【金】
②神国的入门是重生，其发展是信徒在神圣生命 扩展，并且我们正在扩大神的国。
里的长大。
Ⅴ．在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保罗恳求那些恒守信
③神的国在今天是召会的生活，是忠信的信徒在 仰的信徒要领悟，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
其中生活的，并要发展为要来的国度，作得胜圣徒 患难，因为全世界都反对我们进入其中；进入神的
在千年国里所承受的赏赐。
国就是进入对基督作为国度的完全享受。
④至终，神的国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作神永远的国，
就是神永远生命之永远福分的永远范围，在新天新地 Ⅵ．在行传十九章我们看见，撒但抵挡神在地上开
展祂的国；为着繁殖基督的优胜职事，乃是为着神
里给神所有的赎民享受，直到永远。
⑤神的国乃是救主当作福音，好信息，所传扬给与神生 国的争战。
命隔绝之人的。
Ⅶ．保罗在二十八章三十一节宣扬神的国，乃是复
⑥主在路加十七章二十至二十一节的话，指明神 活、升天、包罗万有之基督的繁殖：
的国不是物质的，乃是属灵的；神的国就是救主— Ａ．这可由“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这句话得着证
—在祂第一次的来临里，在祂第二次的来临里，在 明；主耶稣基督的事乃是与神的国并行的。
祂得胜信徒的被提里，以及在祂毁灭敌基督，以恢 Ｂ．キ将基督的事教导人，就是开展神的国；所以，
复全地，使祂得在其上的掌权里。
神的国实际上就是复活基督的繁殖——这过程今
⑦神的国就是救主自己；祂从前在法利赛人中间，但 天继续借由信徒得以实行。
【土】
如今就在信徒里面：
ａ．救主在哪里，哪里就有神的国；神的国与祂同
在，祂将神的国带给祂的门徒。
ｂ．基督是神国的种子，撒在神所拣选的人里面，发
展为神掌权的范围。
ｃ．祂复活以后，就在祂的信徒里面；因此，今天神
的国就在召会里。
【火】
Ｂ．在行传一章三节，主耶稣这在复活里的一位，
必定帮助门徒对神的国有这样正确的领悟：
①门徒必定开始看见，神的国就是基督作生命在信
徒里面扩展，也是基督作生命在信徒里面繁殖，形
成神在祂生命里管治的范围。
②门徒必然已经领会，他们现今是基督繁殖、扩展
的一部分，因此是神国的一部分。
【水】
(国际长老负责弟兄训练)2018/12/31-2019/1/6

Ⅲ．神的国是基督作生命扩展到祂的信徒里，形成
神在祂生命里管治的范围：
Ａ．人要进这国，就需要为罪悔改，相信福音，使他

Crucial Point①：通过让内里的生命种子成长， ii. 更新奉献，奉献学校生活：年轻的时候要更新奉献，
发展神的王国就是神管治的领域
不为了自己度过一生，要考虑为了主和召会度过一
OL1：主在路加十七章二十至二十一节的话，指明
生，在主面前祷告，跟带领你的弟兄姊妹以及你的
神的国不是物质的，乃是属灵的。
属灵同伴交通。那样的话，你就会理解神经纶的焦
路17:20 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
点和目标就是基督和召会。这不是让你勉强去做什
神的国来到，不是观察得到的；21 人也不得说，看
么事，而是需要就学校生活和未来，与主和弟兄姊
哪，在这里，或说，在那里；因为看哪，神的国就在
妹在祷告中交通。主会慢慢地带领你。愿你能在祷
你们中间。
告中、在神的经纶中有未来的规划。
OL2：神的国就是救主自己；祂从前在法利赛人中iii. 好施舍的，必得丰裕（箴言11:25）
：你在享受基
间，但如今就在信徒里面。
督让内里的生命种子成长的同时，也请带着基督
神国的入门是重生，其发展是信徒在神圣生
祝福周围的人。祝福人的人是丰裕的人。让内里
命里的长大。神的国在今天是召会的生活，是忠信
的生命种子成长的基督徒，都是非常丰裕的人。
的信徒在其中生活的，并要发展为要来的国度，作
因此，你能够祝福他人。一般来说，越给人，自
得胜圣徒在千年国里所承受的赏赐。至终，神的国
己越减少。但是，神的祝福是无穷无尽的，是使
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作神永远的国，就是神永远
用不完的，所以你越祝福他人，你自己就越得祝
生命之永远福分的永远范围，在新天新地里给神
福。再说一次，你是能够祝福他人的人。在这一
所有的赎民享受，直到永远。这样的国，就是出于
点上，愿你从自己的狭隘观念和个人主义中得救。
神生命的国，乃是救主当作好信息，所传扬给与神 祷告：
“哦，主耶稣，通过每天早晨祷读你的话，享受
生命隔绝之人的。
主，让我有新的开始。希望每天一点点地成长，在我的
主〔在路加十七章二十至二十一节对法利赛人 召会生活上神的管治增多。并且，愿我所接受的祝福
问神的国几时来到〕的回答指明神的国不是物质的， 也能流到他人那里。已经得救的我以成为得胜者为目
乃是属灵的；神的国就是救主—在祂第一次的来临 标而往前。主啊，请祝福我的学校生活！
”
里 ，在祂第二次的来临里，在祂得胜信徒的被提里， 詩歌：751 国度 ― 作操练与奖赏 (英947)
以及在祂毁灭敌基督，以恢复全地，使祂得在其上的
1 今天神的国度，对我是操练，
掌权里 。
將来却是奖赏，与主一同掌权。
路加十七章二十二至二十四节证明神的国就是
这是神的智慧，现今將我训练，
救主自己；当法利赛人问祂关于国度的来临时，祂
使祂计画完成，將祂公义彰显。
就在他们中间。救主在哪里，哪里就有神的国。神
的国与祂同在，祂将神的国带给祂的门徒。祂是神
2 我们为神所生，好为祂作王，
国的种子，撒在神所拣选的人里面，发展为神掌权
但是还需训练，纔能像王一样，
的范围。祂复活以后，就在祂的信徒里面。因此，
好在祂的国中，胜任作王掌权，
今天神的国就在召会里。
使祂神圣王权，藉我得著彰显。
应用：中高生、大学生篇
做人应该做基督徒。做基督徒应该在正常的
3 今天我需学习，服神的权柄，
召会生活里成为得胜者。人一旦信了主，就从永远
甘愿受祂管治，严格对付言行。
的审判中得释放。在这一点上你是没有问题的。信
如此祂的权柄，我就得以分享，
主之后的问题是，是成为失败的基督徒在一千年
將来管理列国，与祂儿子同王。
的黑暗中受审判，还是成为得胜的基督徒与主一
起做王一千年来管理。因为你已经信主成为基督
徒，就应该以成为得胜者为目标。
成为得胜的基督徒，你需要在神的管治下过
召会生活、国度生活，通过让你内里作为生命种子
的耶稣得着成长、发展，神管理的国度会发展下去。
具体来说，请你每天实行以下事项。
i. 晨晨复兴：每天圣别10～20分钟时间，祷读主
的话、祷告之后再去上学。一去学校，每天会有
很多的试炼等着你。为要正确的面对这些试炼、
处理这些试炼，你必须要祷读神的话，享受基
督。主耶稣说，
“要儆醒祷告，免得入了试诱（太
26:41）”。为要每天儆醒祷告，必须要每天早晨
晨兴。就像每天早上吃早饭一样，请每天早晨
吃主的话。没有主的话的供应，就不可能儆醒
祷告。最好的祷告是将主的话应用到自己身上
来祷告。

不爱自己的魂生命。12 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
Crucial Point②：召会生活是为着神国的争战
OL1：在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保罗恳求那些恒守信 都要欢乐。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晓得自己的
仰的信徒要领悟，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患 时候不多，就大大发怒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难，因为全世界都反对我们进入其中；进入神的国就 20：10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火湖里，也
就是兽和假申言者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
是进入对基督作为国度的完全享受。
使徒14:22 坚固门徒的魂，劝勉他们恒守信仰，又 直到永永远远。
根据神圣的启示，撒旦的命运就是要在火湖
说，我们进入4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患难。
OL2：在行传十九章我们看见，撒但抵挡神在地上 中永远受苦。召会越被建造，撒旦就越被推到自己
开展祂的国；为着繁殖基督的优胜职事，乃是为着 最终的命运之中。你不能因为有反对就害怕。因为
主和召会与你同在，即使今天有撒旦的反对，也无
神国的争战。
使徒19:9 后来有些人刚硬不受劝服，在许多人面 法胜过建造的教会。实际上撒旦非常了解这一点。
前毁谤这道路，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 撒但的计谋是要叫你看自己，不要看基督与召会。
祷告：
「哦，主耶稣，正常的召会生活是享受基督的
分离，便在推喇奴的讲堂里天天辩论。
23 那时，关于这道路，起了不小的扰乱。24 有一 生活，同时也是和撒旦争战的生活。在主里面，也在
个银匠，名叫底米丢，是制造亚底米银龛的，他使 身体里为了神的国与撒但争战。带领我们从得胜到
这行手艺的人作了不少生意。25 有一个银匠，名 得胜。阿门！」
叫底米丢，是制造亚底米银龛的，他使这行手艺的 詩歌：建造当趁今日 中補603 （E1248）
人作了不少生意。26 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 １ 记得大卫起誓：
『我不进我的帐幕，
乎在全亚西亚，引诱迷惑许多群众，说，人手所作
不上我的床榻，不容我打盹闭目，
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27 这样，
直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安息之处。
』
不但我们同业这一行的荣誉会遭到损伤，就是大
全能的神巴望有家使属祂者可住。
女神亚底米的庙，也要被算为无有，连全亚西亚和
普天下所敬拜大女神的威荣，也要销灭了。
２ 我们何等眼瞎，只顾自己的事务，
如果你的工作真是优胜，至终这优胜会摸着
任凭神殿荒凉，哦主，你必须有路！
黑暗权势的心脏。在以弗所，黑暗权势的心脏是亚
我们情愿上山取木，为建你殿劳碌；
底米女神的庙。越多以弗所人成为在主里的信徒，
绝不再说：
『且等明日』建造当趁今日！
这庙的影响力就越小。表面看来，这次扰乱是一些
作手艺的人引起的。实际上，这乃是幕后的鬼魔激 ３ 哦主，此时此境，激动人起来建造，
起的。
正如大卫之日，自动答应你呼召。
我们的职事乃是要繁殖复活的基督为神的国。
同心合意,配搭一起,受此托付,多好！
但今天每一个城市都是魔鬼的国。因此，为着繁殖
我们所喜,是你心意,主,我们来建造。
基督的优胜职事，乃是为着神国的争战。全地都是
黑暗的国。我们作工时，若是非常仁慈、温和，想 ４ 主，为着你召会，叫我们废寝忘食，
讨好每一个人，那么不论我们在一个地方停留多久，
为建造献一切， 专心豫备你居所！
都不会激起反对。倘若我们的职事真是优胜的，我
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已建成的召会。
们一定会遭受反对。
时候不多，建造我们，让你能早归回！
我们都需要看见，神与撒但之间正进行着争
战。所以，我们需要确定，凡我们所作的都绝对在
神的国这一边，没有一事与黑暗的国有关。
二十八章三十一节说，保罗在罗马自己所租
的房子里居住的两年中，“全然放胆宣扬神的国，
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毫无阻碍。”神的国是使
徒行传着重点之一。路加写的这本使徒行传，开始
于神的国，也结束于神的国。
青职/大学院生篇

如果你是认真的为着基督与召会，就无法避
免从仇敌而来的反对或攻击。召会生活是国度的
生活，为着推翻撒旦的国，是不能避免反对的。但
是，你不能害怕反对，过半途而废的召会生活。半
途而废就是跟从巴比伦的原则，在神的眼中你就
是落到撒但的计谋中，跟随撒但。请读以下的经文。
啓12:7 天上起了争战，米迦勒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
龙和它的使者也争战，8 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
们的地方。9 大龙就被摔下去，它是那古蛇，名叫魔
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它被摔在地上，它
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10 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
我们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祂基督的权柄，现在
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
们的控告者，已经被摔下去了。11 弟兄们胜过他，是
因羔羊的血，并因自己所见证的话，他们虽至于死，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