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借着活在生机的联结里以及调和的灵里，并借着
模成基督的死，而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 

感恩节特会 2019/1/28-2/3 

Ⅰ．我们借着活在与基督生机的联结里，进入基督身体的实

际里： 

罗6:4 所以我们借着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好叫我们

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象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

人中复活一样。 

5 我们若在祂死的样式里与祂联合生长，也必要在祂复活

的样式里与祂联合生长． 

Ａ．神渴望神圣的生命与人的生命联结在一起而成为一个生

命；这个一乃是一个生机的联结，就是在生命上的联结，也

就是接枝的生命： 

①神渴望神圣的生命与人的生命联结在一起而成为一个生命；

这个一乃是一个生机的联结，就是在生命上的联结，也就是

接枝的生命。②信入基督乃是把祂这神圣的生命接受到我们

里面，使我们在神圣的生命里与祂有生机的联结。 

Ｂ．罗马十二章从生机的联结，从联结的生命这个角度，

论到身体，这生命把我们联结在一起，不仅与基督联结在

一起，也与基督所有的肢体联结在一起： 

罗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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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①基督徒生活的焦点、中心，乃是身体，这是神启示的最高

点，也是神一直作工的终极项目。②我们在基督里乃是一个

身体，与基督有生机的联结：ａ．“在基督里”总含示在生

机上与基督是一的事实。ｂ．这联结使我们在生命里与基

督是一，也与祂身体所有其他的肢体是一。ｃ．这身体不是

一个组织或社团，乃完全是一个生机体，是我们和基督在

生命里的联结所产生的。 

③在基督的身体里正确的生机，乃是我们必须生机地联于基

督：ａ．这身体乃是因生机地联于基督而维系在一起的。ｂ．

这身体的实际乃是停留在与基督生机的联结里。 

约15:4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

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

我里面，也是这样。5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

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

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           【火】 

Ⅱ．我们借着活在调和的灵里，活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罗

8:4 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

而行的人身上。林前6:17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

灵。 

Ａ．神独一的定旨乃是将祂自己与我们调和，好使

祂成为我们的生命、性情和内容，我们成为祂的彰

显。 

Ｂ．基督的身体乃是神人基督的扩大，就是神与人调和者

的扩大：①我们需要从神与人调和的观点，领会基督的身

体。②在福音书里，神与人调和产生元首；在使徒行传里，

神与人调和的扩大产生基督的身体。③经过过程并终极完

成的三一神，将祂自己与蒙祂拣选的人，在他们的人性

里调和，这调和就是基督身体真正的一。     【水】 

④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乃是一班让神与他们调和并且

他们与神调和的人。 

⑤基督身体的实际是一种生活，就是一班神人借着

人性调神性，神性调人性，而与神联结、调和并构

成在一起的生活。 

Ｃ．基督的身体绝对是在调和之灵里的事；因此，在基督身

体的实际里乃是活在调和的灵里：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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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本于祂，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

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

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①神与人的

联结乃是神灵与人灵二灵的联结（林前二11～16）；这二灵

的联结乃是圣经中极深的奥秘。②神经纶的中心点乃是调和

的灵，就是神灵与人灵的调和；神所要作或完成的一切都与

这中心点有关。                 【木】 

③林前六章十七节所含示的意义奇妙而深广。④与主成

为一灵含示我们在祂里面，祂也在我们里面。⑤我们与

祂已经生机地调和、相调在一起，在生命里成为一了；

我们与基督乃是一个奇妙的、活的实体。 

⑥在我们里面，神灵与人灵相调为一，使我们过一种是神

又人，是人又神的神人生活；这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 

Ⅲ．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模成基督之死的团体生活：

腓3:10 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

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Ａ．模成基督的死，就是以基督的死作为模子：①基督之死

的模子，是指基督不断地将祂为人的生命治死，使祂得以凭

父的生命活着的经历。②耶稣的生活是我们的模型，我们应

当是这模型的大量复制。③我们的生活应当模成基督之死这

模子的形状，就是天天向我们人的生命死，而活神的生命。                 

                       【金】 

Ｂ．我们要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就需要借着十字架模成

基督的死： 

①十字架——基督的死——是我们过基督徒生活之路的中

心与普及，以完成神的定旨。②在我们的经历中，与基督同

过生活的转捩点乃是十字架。③我们既是基督的继续，就

该每天过钉十字架的生活。林后4:11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

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使耶稣的生命，也在我们这必死的

肉身上显明出来。 

Ｃ．这样向自己死并向神活的生活，乃是为使基督

这第一位神人成形在祂许多的肢体，就是许多神人

里面，为着建造祂生机的身体。 

Ｄ．我们必须是过钉十字架生活的人，一直以基督的死作

我们生活的模子；借着这样团体的生活，我们才有基督身

体的实际。                  【土】  



Crucial Point①：住在与主生机的联结里，前去

结果子 

约15:4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

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

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林前6:17 但与主

1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OL１：“在基督里”总含示在生机上与基督是一的

事实。 

OL2：这联结使我们在生命里与基督是一，也与祂身

体所有其他的肢体是一。 

OL3：这身体不是一个组织或社团，乃完全是一个生

机体，是我们和基督在生命里的联结所产生的。 

OL4：在基督的身体里正确的生机，乃是我们必须生

机地联于基督。 

基督的身体完全是生命的事，完全在于我们留

在与基督生机的联结里。我们留在这生机的联结里，

就是在身体里。我们不留在这生机的联结里，在实际

上和经历上就是在身体之外。身体的实际乃是留在

与基督生机的联结里。我们要实际地活在身体生活

里，就必须留在与基督生机的联结里；这就是留在基

督里。在约翰十五章主耶稣告诉我们，祂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我们应当住在祂里面。住在祂里面，意

思是留在与祂生机的联结里。我们留在这种与基督

生机的联结里，就是实际地活在身体里。但我们如果

没有留在这种生机的联结里，就着所有实际的应用

而言，我们已经离开身体了。例如，我们在基督之外

凭自己说话时，就离开了身体。我们的闲谈、随便说

话、任意交谈，都表明我们离开了身体。 

身体不单单是一班基督徒来在一起；身体乃是

在与基督生机的联结里结合一起而成的。……我们

要实化基督的身体，就需要完满地经历与基督生机

的联结，透彻地领略我们在生命里与基督生机地是

一。我们若没有实化在基督里的生机联结，实际来

说，我们就是在身体之外，离开了身体 

适用：中高生/大学生篇 

你呼求主的名，信入祂的名时，主的灵就进入到

你人的灵里，和你联结。在这件事上，你不需要做任

何努力就可以完成。现在你已经在自己的灵里与主结

合。你只要赞美主，享受与主的联结，并留在这联结

里。 

这联结是生命中的联结，就像葡萄树和枝子的

联结所展现的一样。你让主的话住在你的里面，操练

你的灵，将心思置于灵，在实际中住在主的里面，就

能够留在与主生机的联结里。 

ヨハネ15:7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

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FN「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 当我们住在主里面，

并让祂的话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实际与主是一，祂

也作工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无论祈求什么，就不

仅是我们在祷告，也是祂在我们的祷告里祷告。这样

的祷告与结果子有关，必定会得着成就。 

在实行上，为了在与主生机的联结中，住在主的里

面，要导读主的话，要让主的话住在你的里面。特别

是在早上，根据你生命的度量和属灵的食欲，圣别5-

40分钟的时间，留出和弟兄姊妹一同读主的话，导读

主话，祷告的时间。这样在你去学校时，让主的话住

在你的里面。如果这样做，在与主的联结中，你的学

业就会得到提升。在学校生活中，请经历与主的联结，

并享受这联结。 

16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立了你

们，要你们前去，并要你们结果子，且要你们的果子常存，

使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向父求什么，祂就赐给你们。 

FN「前去」：原文意离去，含示去到另一地，所以是前去。

如此前去所结出的果子，…是由结果子者所产生的信徒。

这与本段十二20～十七26，所讲基督扩增的主题相合。 

为了持续地留在与主的联结中，你要怀有对人的负担，

要为了他人的得救而祈求祷告。这样的祷告一定能被实

现。祷告之后，你要前去，与人接触，和人讲传福音。

住在主的里面，享受主的丰富，不单是为了使你变成一

个优秀的学生。这是为了你前去传福音，能结出果子，

并使果子可以长存。这里的前去，不只是实际的出去，

也包括用LINE与人接触。为了基督的扩增，你作为葡萄

树的枝子，要住在主里，去传福音。在日本，因为基督

徒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0.7％，几乎大部分人都没听过

主的话和福音。因为你有了主的怜悯率先得救，请听从

主的命令出去结果子。这样你的学生生活就会被祝福。 

祷告：「哦主耶稣，为这主与我有生机的联结这个

事实，赞美主。我需要做的是导读主的话，让它住

在我的里面，让我一直住在作为葡萄树的主的里面。

作为枝子的我住在主立面享受主的时候，主对我说

出去结果子。让我能够向身边的平安之子传福音。」 

詩歌 基督乃是真葡萄树 251（英1163） 

１ 基督乃是真葡萄树，我们是祂真枝子； 

住在主里，让祂內住，生命流通永不止。 

(复)葡萄树，真住处，是我主与我联属； 

与主互住时刻无阻，我就得识祂丰富。 

２ 祂乃是话內住我灵，说话丰富且应时； 

神圣发言儆醒倾听，“互住”经歷纔真实。 

３ 我们若是全心爱主，就必遵行祂吩咐； 

如此必能实际、深入，居住祂里享富足 

５ 如此互住何等宝贵，亲密、甜美又丰富， 

结出美果丰硕纍纍，神、人喜乐同满足。 
  



Crucial Point②：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 

就是活在调和的灵里 

林前6:17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FN「与主成为一灵」：这指明是灵的主与我们的灵调和。

我们的灵已经由神的灵所重生，这灵现今在我们里面，

并与我们的灵是一。这是主的实化，祂借复活成了赐生

命的灵，现今与我们的灵同在。在保罗的书信里，常说

到这调和的灵。 

罗8:16 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FN「同我们的灵」：这启示今天神的灵，三一神包罗

万有的灵，住在我们重生的人灵里，并在这灵里运行。

这二灵成为一灵，一同生活，一同工作，乃是一个调

和的灵。 

OL１：基督的身体绝对是在调和之灵里的事；因此，

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乃是活在调和的灵里。 

OL2：神经纶的中心点乃是调和的灵，就是神灵与人

灵的调和；神所要作或完成的一切都与這中心点有

关。 

在实行上，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呢？就是调和的灵。

…我們若真看見這个，就会说，『主，…身体的实际

就在我里面。重生的灵和內住的灵如今乃是一，而且

就在我里面调和。我不必再禱告，不必再等待，…一

切都在我里面。我只要照着这调和的灵而行，只要把

我的心思置于灵，生命在這里，平安也在這里。』。 

事实上，照着那灵行事为人就是照着神圣的零

和人的灵，也就是照着二灵调和为一的灵行事为人。

…这是神圣经纶的中心点。凡神所要作的，凡神所

要完成的，都与這中心点有关。我們若要有基本的

属灵经历，就必須清楚的认识，神经纶的中心点就

是這调和的灵，也就是神圣的灵调和着人的灵。  

我們不只照着良心生活，我們乃是照着调和的

灵生活。…我們是在最高的水平上…过基督徒生活

和召会生活。…我們都当照此行事为人，也就是照

着調和的灵行事为人。我們都該在調和的灵里，像

启示录中的使徒约翰一样。 

应用：青职/硕士篇 

启1:10 当主日我在灵里， 

FN「在灵里」：本书不仅强调神的灵是七倍加强的

灵，为着神加强的行动；也强调人的灵，作我们领

略并回应神行动的器官。惟有（我们的）灵能回应

（神的）灵。 

FN「主日」：这里的主日该是七日的第一日，就是

主复活的日子。早期的召会经常在这一天聚集。约

翰就是在这一日，在灵里看见了神经纶的异象。 

神的灵和我们的灵不仅仅结合着，还一同混合在

一起，成为调和的灵。请你借着信，认识并经历「与主

生机的联结」和「主的灵进入我们的灵中，成为调和的

灵」。认识这些事是指，那个是已经成就的事实，你不

需要再为那个事可以成就而祷告。这个理解之后，你应

该运用调和的灵。 

神的经纶的目标是建造，为了达到建造的焦点，

中心点是调和的灵。作为在职者或者大学院的研究人员，

请运用调和的灵来工作，研究。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

你日常生活可以是有见证的生活，是通过运用调和的灵。

在调和的灵里，神圣的丰富，智慧，理解力，忍耐力，

敏锐的判断力，对人的爱和同情等全部都成为你的经历。

在面对特难的议案和困难时，运用调和的灵，你会得到

洞察力和超群的智慧和理解力，正确能应付这些事情。 

林前2:11 因为除了在人里面人的灵，在人中间有谁

知道人的事？照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

事。12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那出

于神的灵，使我们能d知道神白白恩赐我们的事；  

14 然而属魂的人不领受神的灵的事，因他以这些事为愚

拙，并且他不能明白，因为这些事是凭灵看透的。15 惟

有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看透他。16 谁曾知

主的心思能教导祂？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思了。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的灵的经历，不是仅仅使你成

为出色的在职者或者研究人员，那最终是为了建造基

督的身体。身体的建造是神的经纶的目标。因此请再

次认识在日常生活的祝福，是为了身体的建造。你应

该每天，将自己的在职生活或研究生活，奉献给主，

并将自己奉献给主。并且把经历的基督作为福音，向

六种新人讲说。讲说福音时重要的秘诀，是你运用调

和的灵。那样的话生命的水的流就可以从你流出，滋

润并供应给人们。  

祷告：”哦，主耶稣、我有神的灵和人的灵所调和的灵。

哈利路亚！感谢主！在调和的灵里，神与我们同在，可

以经历基督的洞察力、智慧、理解力，赦免人的爱的心

等杰出的美德。这些是为将基督的经历作为福音，向弟

兄姊妹和六种新人讲说，建造基督的身体。阿们！” 

#450 经历神─在灵里  

1. 神之于人一切正常故事，全都在于灵里； 

人须灵里摸着神灵本质，对神才有经历。 

（副）灵生灵，灵拜灵，以至灵充满我； 

灵且成话，带着丰盛生命，流出活水江河。 

6. 神的一切丰盛全在灵里，给我经历、享受； 

我须灵里时常将神呼吸，才得享神所有。 



Ⅰ．高品福音 

第五题 有 神(下) 

創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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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中启示的神 

圣经向我们启示神的称谓。在旧约神的许多称谓

中，主要有三－伊罗欣（Elohim）、耶和华（Jehovah）、

和阿多乃（Adonai）。伊罗欣在希伯来文是复数，意

为‘信实的大能者’。神是大能、信实的一位。祂在

能力上是大能的，在祂的话上是信实的。耶和华意

思是‘我是那我是’，启示出祂是那自有永有者。祂

是昔是、今是、以后永是的一位。阿多乃意为‘主

人’或‘丈夫’。一方面，神是人的主人；另一方面，

祂是人的丈夫。在新约中，祂有许多称谓，如父、

主、耶稣基督和圣灵。这些都向我们揭示神是什么，

以及神是谁。 

旧约的申言者受神灵感而说话。是神将预言的话

放在他们的口中。‘耶和华说’这几个字在旧约中

经常重复。申言者话语的智慧和他们预言的应验，

在在证明他们的话确是出于神圣的灵感。有一个最

大的预言是论到以色列国。圣经预言，犹太人要分

散在世界各地，但到了特定的时期，以色列国将复

兴，耶路撒冷城将归还犹太人。我们在这个时代看

见，以色列于一九四八年复国，以及耶路撒冷于一

九六七年归还犹太人。这小国在中东的建立，是神

在历史中作工的活证明。 

神对人的计划 

祂要人先认识祂是创造主，再认识祂是他们的神和

他们的父。神要人敬拜祂。约翰四章二十三节告诉我

们，神寻找真实的敬拜者，就是在灵和真实里敬拜祂

的人。祂无意要人敬拜祂所创造的事物。对神真正的

敬拜是用我们的灵。过去，人制造偶像并加以崇拜；

但在旧约及新约中，神禁止一切形式的偶像崇拜。祂

是独一的神。其他事物，无一配得我们的敬拜。 

神是灵，敬拜祂的，必须在灵里敬拜。人若要接

收无线电波，他必须用接收器。要接电话，必须拿

起电话听筒。同样，人若要敬拜并接触神，必须用

他的灵。人不能用耳朵听颜色，也不能用眼睛看音

乐。我们需要用对的器官来接受对的实体。神是灵，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用物质的方式来敬拜神，而

必须用我们的灵来敬拜祂。 

运用我们的灵的方法，乃是借着呼求主耶稣的名来祷

告。（罗十 12～13。）我们若口开，心开，并向神祷告，

我们的灵就能接触祂。这样，神对我们就是真实的。 

神对人终极的计划是要人彰显神。彰显神的路是被神

充满。如果我们向祂祷告并接受祂，神就会进到我们里

面并充满我们。 

祂不再是我们身外客观的神，而是我们里面主观的

神。祂要用祂自己充满我们，并改变我们的全人。作

基督徒不是仅仅相信一些教条，或学得一些教训。作

基督徒是认识神，敬拜祂，并被祂充满以彰显祂。 

詩歌 12 敬拜父─祂的伟大 

1. 当我观赏，父，你广大的创造， 

天空、地面、万有无数无边， 

形形色色，壮丽、奇观又微妙， 

大大小小说出你的无限。 

  (復) 

  我心、我灵立即兴起赞美： 

  你何希奇！你何伟大！ 

  赞美之声永世还要宏伟； 

  你何希奇！你何伟大！ 

2. 当我尝到奇妙救恩的深高， 

想到你曾如何差遣爱子， 

为我来死，使我成为你新造， 

将你生命显得完全尽致 

3. 当在会中，享受有福的交通， 

得见众圣如何有你生命， 

同被建造，作你安居的灵宫， 

你的丰满因此就得显明。 

4. 我心、我灵立即兴起赞美： 

你何希奇！你何伟大！ 

赞美之声永世还要宏伟； 

你何希奇！你何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