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為著基督身體的實際，在復活裏生活
感恩節特會 2019/1/21-27

②任何在天然生命裏作的事，即使作得合乎聖經，
都不是基督身體的實際。
【水】
Ⅳ．我們要在復活裏生活，就必須認識、經歷、並
得著復活的神：
Ａ．神一直藉著十字架作工，了結我們，領我們
到盡頭，使我們不再信靠自己，只信靠復活的
神。
Ｂ．雖然活的神能為人作許多事，活神的生命和
性情卻沒有作到人裏面；當復活的神作工時，祂
的生命和性情就作到人裏面：
①神作工不是以外面的作為使人認識祂的權能，祂
作工乃是將祂自己分賜並作到人裏面。
②神使用環境，好將祂的生命和性情作到我們裏
面。③私我們要在復活裏生活並被復活的神所構
成，就必須藉著『萬有』，被模成神長子基督的
形像。④這宇宙中的苦難，特別是對於神的兒
女，其主要的目的乃是藉著苦難，神的性情得以
作到人的性情裏，使人能得著神，達到極完滿的
地步。⑤當我們經過患難時，在我們裏面天天需
要有不斷的更新，好使神完成祂心頭的願望，使
我們成為新耶路撒冷。
【木】
Ｃ．我們要在復活裏生活，就必須因復活生命新
鮮的供應得著滋養，而日日得更新：①真實的基
督徒生活乃是在早晨、在晚上，天天都有復活的
神加到我們裏面。②我們要得著在復活裏神聖生
命更新的性能，就需要接觸神，將自己向祂敞
開，讓祂進到我們裏面，逐日新鮮的加增到我們
裏面：
ａ．我們憑著十字架、聖靈、我們調和的靈、以
及神的話，而得更新。ｂ．我們需要晨晨復興。
ｃ．我們應當在新樣的原則裏來赴主的筵席，要
赦免別人，也要尋求得赦免。
③十字架的殺死，結果叫復活的生命得顯明；這
種日常的殺死，是要在復活裏釋放出神聖的生
命。
【金】
Ｄ．我們天然的力量和才幹需要受十字架的對付，
好在復活裏成為有用，為著事奉主：①摩西被神
擺在一邊四十年之久，學會照著神的引導事奉神
並信靠神。
②彼得經過徹底的失敗，學會憑著信心，謙卑的服
事弟兄們。

Ⅰ．我們要在復活裏生活，就必須看見關於基督
復活這個揭示的真理：
Ａ．在人性裏的基督，在復活裏由神生為神的長子，
作基督身體的頭。
Ｂ．基督所有的信徒，都是由父神藉著基督的復
活所重生，為著產生召會作基督的身體，就是祂
的複製。
Ｃ．基督這末後的亞當，成了賜生命的靈。
Ｄ．沒有主復活的這些主要項目（神的長子、神的許多兒
子、和賜生命的靈），就沒有召會，沒有基督的身體，也
沒有神的經綸。
【月】
Ⅱ．發芽的杖表徵基督這位復活者，該是我們的
生命、生活、和我們裏面復活的生命，並且這生
命該發芽、開花、並結出熟杏：
Ａ．在民數記十六章所記載以色列人的背叛之
後，神吩咐十二個首領按著以色列十二支派，共
取十二根杖，放在會幕內見證的版前；神說，
『我揀選的那人，他的杖必發芽』。
Ｂ．十二根杖都沒有葉子、沒有根，都是枯死
的；若有那一根能發芽，那一根就是神所揀選
的；在此我們看見復活乃是神揀選的根據，而事
奉的根據乃是在我們天然的生命之外；因此，發
芽的杖表徵我們經歷復活的基督，使我們蒙神悅
納，在神所賜的職事上有權柄。
Ｃ．一切事奉的原則，乃在於發芽的杖；神把其
他的十一根杖都發還各首領，只把亞倫那根發芽
的杖留在約櫃裏，作永遠的記念；這意思是，復
活乃是事奉神的永遠原則：
①復活的意思是，一切都是出於神，不是出於我
們；復活就是只有神能，我們不能。
②凡是我們能作的，都是在天然的範圍裏；我們
不能作的，纔是在復活的範圍裏；人必須到了盡
頭，纔確知自己一無是處。
③人如果從未感覺自己不行，就永遠無法經歷神
的行；復活就是說，我們不行，一切乃是神作的。
【火】
Ⅲ．我們要在基督身體的實際裏，就需要完全在基督復活
的生命裏：
Ａ．召會完全是出於基督的元素，完全是在復活
裏，也完全是在諸天界裏。
③七倍加強的賜生命之靈，只尊重在復活裏的
Ｂ．金燈臺豫表召會是基督的身體，描繪基督是 事；我們所作的任何工，若不在復活裏，賜生命
復活的生命，要生長、分枝、發苞、開花而發
的靈是絕不會尊重的。
【土】
光。
Ｃ．當我們不憑我們天然的生命，乃憑我們裏面
神聖的生命而活時，我們就在復活裏，其結果就
是基督的身體：
①我們都需要被主構成門徒，成為神聖且奧祕的
人，否認我們天然的生命，而活神聖的生命。

Crucial Point①：借着复活的生命，经历“人不能，
位。你应该在信心里宣告这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
但神可以。因为神能做一切"
目标在每季度、每月、每周、每天、在复活的生命
马可10:27 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的，在神 中劳苦。
作为青职你，除了召会目标以外，在工作上你
却不然，因为在神凡事都能。
腓3:10 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 也必须达到目标。你可能会觉得只有一个目标已经
很难了，两个目标的话就太沉重了。但是，赞美作
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OL１：复活的意思是，一切都是出于神，不是出于 为复活生命的基督。如果是做人能做的事，就不需
要复活的生命了。复活是指，你不能做，而神能做
我们；复活就是只有神能，我们不能。
OL2：凡是我们能作的，都是在天然的范围里；我们不 一切。请你在复活中成为基督的见证人，建造召会。
能作的，才是在复活的范围里；人必须到了尽头，才 借着主的智慧和复活的大能，为了达到这两个目标
而站立争战。
确知自己一无是处。
再说一遍，你绝不能想“因为不能完成两个困
OL３：人如果从未感觉自己不行，就永远无法经历神
难的目标，而只专注于工作。”如果你能做，就不需
的行；复活就是说，我们不行，一切乃是神作的。
复活乃是说，一切不是出乎天然的，不是出乎 要复活了。虽然最大的困难是死，但是复活是从死
自己的，不是凭自己所能的；复活是我来不及的， 出来的。主说「耶稣对她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
。
复活是我办不到的。人如果从未感觉自己不行，就 信入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永远无法经历神的行。复活就是凭自己所没有的，
祷告：
“我在复活中，能够完成人所不能的事。我为
神给你了，这就是复活。圣经一直向我们见证，人
了达到召会的区目标，在复活的生命中劳苦。同时，
是不行的，但许多人还一直以为自己行。复活就是
希望工作的目标也能在主的祝福中完成！主，为了
说，我不行，一切乃是神作的。
神的经纶的往前，请祝福召会区目标和工作的目标
一切事奉的原则，乃在于发芽的杖。神把其他的十一
的达到！阿门！
”
根杖都发还各首领，只把亚伦那根发芽的杖留在约柜里，
作永远的记念。这个意思就是说，复活乃是事奉神的永远 诗歌381 经历基督 ― 作生命 (英841)
原则。事奉神的人，乃是一个死了的人，再复活了。神一
1 主，你是我生命，活在我里面；
直向自己并向祂的子民见证，事奉神的权柄，乃是根据复
带著神的丰盛，来將我充满。
活，不是根据人自己。事奉神的事非经过死而复活，就不
你的圣別性情，使我能成圣；
能摆在神面前蒙悦纳。复活就是神，不是我们；复活就是
你的復活大能，使我能得胜。
神能，我不能；复活就是神作的，不是我作的。凡自己以
4 你的生命成分，成为我丰富，
为不错的，凡对自己有错误估价的，这人永远不知道复活
时常將我滋润，使我得復甦。
是什么。任何人绝不能对自己有丝毫误会，以为自己能。
生命吞灭死亡，软弱变刚强；
如果有人一直自以为了不得，以为自己行，以为自己有用，
释放消除捆绑，下沉变高昂。
这就是不认识复活的人。所有认识复活的人，都是对自己
6 乃是完全停下自己的努力，
绝望的人；所有认识复活的人，都是知道自己不能的人。
让你运行、变化，使我脱自己；
天然的力量还存在时，复活的能力就无法彰显。撒拉自己
与眾圣徒配搭，成为你身体，
会生时，以撒就不会生出来。凡是你能的，乃是天然的；
让你定居、安家，彰显你自己。
你不能的，才是复活的。
今天神所能的，不是创造，乃是复活。神最大的能
力，还不是彰显在创造上，乃是彰显在复活上。神的能
力彰显在创造时，前面不需要死；但神的能力彰显在复
活时，前面就需要死。凡是创造的，前面没有已过的东
西；凡是复活的，前面有东西。人必须到了尽头，才确
知自己一无是处。
应用：青职/硕士篇
青职/硕士的你是召会的腰。去年神户召会受浸
了132人。每个月平均受浸11人。不仅去年，最近10
年以上，几乎每年都有100名以上受浸。为什么会有
这么多人受浸呢？那不是因为天然的生命，而是借
着复活的生命传福音
2019年的目标是，受浸110人以上。为了达到这
个目标，你不能只依靠过去的经历。如果不放空自
己，更新奉献，再次被圣灵充满的话，就不可能达
到这个目标。不可能的目标只有在复活的灵里才能
达到。另外，主日聚会人数（仅大人）的目标为185

Ⅰ．
第五课

高品福音
有神(上)

创 1：1 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
罗 1:20 自从创造世界以来，神那看不见永远的
大能，和神性的特征，是人所洞见的，乃是借着
受造之物，给人晓得的，叫人无法推诿。

功能的人工机器，可能要有一百磅重。这样一个
『人工鼻』如果装在我们脸上，会是什么样子！
这些只是人体奇观的一些例子。我们若站在镜
子前，我们不得不同意圣经诗篇作者所说的：
『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魂深
知道的。』

圣经是一本独特的书，它涵盖的头一个主题是神。
神是圣经的主要题目。圣经的头一节说，
『起初神创 1.
造诸天与地。』科学家探索我们的宇宙，已有漫长时
日。他们在研究中发现，我们的宇宙是个有次有序、
精心设计的系统。在考虑圣经如何说到神以前，我
们可以先看宇宙为神说出了什么。
神借宇宙的宣告
抬头望望你头上的夜空。天文学家估计，在我
们的银河系中有上千亿的星球，在宇宙中有上亿
的银河系。我们所看到的每一颗星，代表宇宙中
的一个太阳系。我们的太阳系以太阳为中心，有
九个行星，以顺时钟方向绕着太阳旋转。其中一
个行星－地球，以时速六万七千哩之势，在太空
中奔驰，而以三百六十五天绕太阳一周。想到火
车的时速是它的千分之一，还常常误点，这无疑
是个惊人的事实。
让我们来看看宇宙如何诉说神。圣经说，神永
远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征，由创造即可洞见。一幅
图画如何表现画家的特质；照样，创造主的属性
也借着祂的创造显明出来。
有史以来，就常有人持反对神的观念。他们的
反对，证明有神，如同逆子与父亲断绝关系，证
明他有个父亲。有些人试图拆毁家庭，证明家庭
是个实际。推论法告诉我们，反对任何东西，必
先假设那个东西是存在的。历史已证明，反对有
神是徒劳之举；因为不管人类的文化与政权如何
改变，相信有神的思想最终必定得胜。
神借着人得彰显
人类的存在也说出神的存在。人的身体是个真
实的奇迹。虽然现代医学发明了许多机器来模仿
及替代人的肢体器官，但没有一个机器能接近人
类器官的精巧准确。
不管人醒着或睡着，他的心脏一分钟跳七十二
下，一年四千万下。每一天，成人的心脏把血液
打进十万哩长的血管，足可环绕地球四圈。它每
天输送的血足够装满一个两千加仑的油箱。谁能
设计出这样奇妙的器官？若有人要把他全身所有
的红血球细胞堆起来，高度会超过圣母峰五千
倍！
鼻子一分钟吸气十七次。每一天它必须处理大
约一万四千公升的空气。除了调节空气的温度以
外，它还控制湿度及过滤灰尘。一个包含这三种

詩歌 12

敬拜父 ― 他的偉大

當我觀賞，父，你廣大的創造，天空、地面、萬有無數無邊，
形形色色，壯麗、奇觀又微妙，大大小小說出你的無限；

(副)
我心、我靈 立即興起讚美：你何希奇！你何偉大！
讚美之聲永世還要宏偉；你何希奇！你何偉大！

2. 當我嘗到 奇妙救恩的深高，想到你曾如何差遣愛子，
為我來死，使我成為你新造，將你生命顯得完全盡致；
3. 當在會中，享受有福的交通，得見眾聖如何有你生命，
同被建造，作你安居的靈宮，你的豐滿因此就得顯明；
4. 到我所望 日期滿足的時候，我得有分於新耶路撒冷，
天地更新，舊造一無再存留，你的所是得到完全顯明；

Crucial Point②：每天早晨得更新、被喜乐充满
林后4:10 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治死，使耶稣的生命也显
明在我们的身体上。11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
稣被交于死，使1耶稣的生命，也在我们这必死的肉身上
显明出来。12 这样，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
们身上发动。
OL1：我们要得着在复活里神圣生命更新的性能，就
需要接触神，将自己向祂敞开，让祂进到我们里面，
逐日新鲜地加增到我们里面。
OL2：我们凭着十字架、圣灵、我们调和的灵以及
神的话，而得更新。
在林后四章，保罗说到“耶稣的治死”。就
积极的意义说，这是指耶稣一直在杀死我们。今
天许多药物里面，有医治的元素，也有杀死的元
素，能杀灭我们里面有害的细菌。在耶稣里面有
杀死的元素。祂是医治我们、点活我们并杀死我
们里面一切消极事物的药剂。
神有最好的供备，帮助我们得更新。头一项
供备乃是十字架，就是耶稣的治死。按林后四章，
保罗常常在十字架（主的死）的杀死之下。十字
架是为我们成就更新的最大帮助。
第二项供备乃是圣灵。提多书三章五节说到
“圣灵的更新”。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祂主
要的工作先是重生我们，然后日日更新我们。……
神赐给我们的第三项供备乃是我们调和的灵，就
是我们人灵与神灵调和的灵。在我们人的灵里，
有圣灵居住、工作并且更新我们。……我们的灵
是我们得更新的所在。我们调和的灵扩展到我们
的心思里，就成了我们心思的灵。在这样的灵里，
我们得以更新，使我们得以变化。
除了十字架、圣灵和我们的灵以外，我们还
有圣言〔神的话〕。身体的头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
洁净召会，就是祂的身体。因为我研究圣经很久
了，我能记得像马太一章、罗马八章这样的章节。
我只要思想这些章节的内容，就得着洗涤。我想
到罗马八章四节——照着灵而行——我就得着洗
涤。我们都需要日日得着话中之水的洗涤。
每逢我们来赴主的筵席，我们需要更新。……
主设立的筵席是新的，祂在祂父的国里吃喝的筵
席也是新的。我们必须在新样里，在新样的原则
里来赴主的筵席。我们怎样能在新样里来赴主的
筵席？我们要知道，任何消极的事物都是旧样的
缘由或因素。消极的事物叫我们成为老旧。我们
需要彻底的认罪和彻底对付一切消极的事物。另
一件使我们老旧的事，就是不赦免别人。要常常
赦免人，也要常常寻求得赦免。
应用：中高中生/大学生篇
为着你得更新神最好的预备１ ― 十字架：
基督在十字架上，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即
不同人之间的敌意、各个国家的国民性和文化的
规条。

弗2:14 因祂自己是我们的和平，将两下作成一个，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就是仇恨，15 在祂的肉体
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好把两下在祂
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成就了和平；
当你感到与你合不来的人、以及和其他国家
的人的想法与行为模式非常不同，而无法很好地
进行下去的时候，不是要离开他们，而是请你呼
求主名经历十字架的治死。撒但的原则是分裂，
但是神的原则是一。你活在天然的生命中，就会
重复分裂。但是导致分裂的不同规条和想法，已
经在十字架上被废除了。呼求主名经历十字架的
治死，你就可以在主里与别人联结在一起。将你
与别人联结在一起是为着神经纶的目标，即召会
的建造。你越这样经历，你的度量越被扩大，为
着建造得更新。
为着你得更新神最好的预备2、3、4 ―圣灵、调和
的灵以及主的话：
传12:1 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
你所说，我毫无乐趣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
当记念造你的主。
8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没有神一切的事物都会变老旧，都是虚空的
虚空。但是有了神，你就可以经历新鲜，得更新。
请你每天早晨上学之前，经历读圣经得更新。读
圣经最重要的事是，操练在你里面的调和的灵，
祷读是灵的神的话。这样你就可以经历接触圣灵、
赐生命的灵，被喜乐充满，每天早晨得以更新。
祷告：“哦主耶稣，没有神即使去了好的高中和大
学最终也是虚空。但是有了神，就有更新，好的高
中和大学就会成为我的祝福。我能够借着十字架、
圣灵、调和的灵、主的话，每天早晨得更新是何等
的有福。每天早晨要得更新被喜乐充满之后去学校。
求你使我的学校生活如正在高升的太阳一样。奉主
的名求。阿门！”
诗歌１1 敬拜父 ― 祂的新鲜(英16)
1. 父神，你如青翠松树，永远常新不衰！
你是永活长存的主， 直到永远不败！
(副) 哦父，你是常新的神，永远不知陈旧！
千万亿载仍是鲜新！ 儘管年日悠久。
2. 父，你是神也就是『新，』无你就是陈旧；
有你，虽然代远年湮， 仍是常新不朽。
3. 父，你是神也就是『新，』 无你就是陈旧；
有你，虽然代远年湮， 仍是常新不朽。
4. 我们乃是你的新造， 新人、新心、新灵；
日日更新，永不衰老，满有新样、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