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基督身体的实际 (国际华语特会：持守身体的原则 

以活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 2019/5/27-6/1 
Ⅰ．神经纶的最高峰乃是基督身体的实际。 
Ⅱ．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实际的灵作到我们里面
并构成到我们的所是里。 
约 16:13 只等实际的灵来了，祂要引导你们进入
一切的实际… 
弗 4:4 一个身体和一位灵，正如你们蒙召，也是
在一个盼望中蒙召的。 
Ⅲ．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
者”，就是耶稣一生的真实光景，如四福音书所记
载的，重复在祂许多肢体身上，作为得了成全之神
人的团体生活： 
Ａ．耶稣在生活中总是在神里面，同着神并为着神
行事；神是在祂的生活中，并且祂与神是一——这
就是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 
Ｂ．唯一讨神喜悦的生活，就是重复基督在地上所
过的生活；我们正在被主成全成为神人，照着基督
这第一个神人的榜样，否认我们天然的生命，而活
神圣的生命。 
Ｃ．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的生活，与耶稣的生活是
一样的；这是耶稣再次活在祂身体的众肢体里。月 
Ⅳ．基督身体的实际就是神与人联结相调，活出一
个团体的神人： 
Ａ．基督身体的实际，就是神所救赎的一班人与神
人基督一同过神人的生活： 
１．主耶稣在祂的复活里，产生了许多弟兄，他们
同着祂这长兄，成为团体的大神人；这个宇宙人是
神又是人，是人又是神。 
罗 8:29 因为神所预知的人，祂也预定他们模成
神儿子的形像，使祂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弗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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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赐生命的灵把我们重生之后，就住在我们里
面，调在我们的灵里，带同我们过神人的生活。
３．这样生活的结果，就产生一个宇宙人，和主耶
稣一式一样——是人，却凭神的生命过神人的生
活。                                     火 
Ｂ．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神人所过的生活，他们借
着人性调神性，神性调人性，而与神联结、联合并
构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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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被成全之神人所过的团
体生活，他们不凭自己的生命，乃凭经过过程之神
的生命而活；经过过程之神的属性借着他们的美
德彰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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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Ⅴ．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模成基督之死的团体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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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追求基督之神人的生活，乃是追求借着十字架
的经历，过与基督同死的生活： 
１．十字架必须成为我们的经历；进入我们心的十

字架，乃是成了我们主观经历的十字架，使我们活
基督。 
加 6:14 但就我而论，除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
字架，别无可夸；借着祂，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
了十字架；就世界而论，我也已经钉了十字架。
２．在十字架下的生活，摸着我们里面最深的各部
分，也摸着我们日常生活上的每一细节。 
Ｂ．我们乃是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模成基督的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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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借着十字架模成基督之
死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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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是基督的继续，就该每天过钉十字架的
生活。 
林前 15:31 弟兄们，我指着我为你们在我们主基
督耶稣里所有的夸耀，郑重地说，我是天天死。 
Ｄ．我们该是过钉十字架生活的人，以基督的死作
我们生活的模子；唯独借着这样团体的生活，我们
才有基督身体的实际。                  木金 
Ⅵ．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乃是活在调和的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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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独一的定旨是要将祂自己与我们调和，好使
祂成为我们的生命、性情和内容，并使我们成为祂
的彰显。 
１．在神的经纶里，祂将自己与我们调和，与我们
成为一个实体。 
２．我们要得救到一个地步，我们和神完全调成一
个，同一生命，共同生活。 
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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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调和的灵乃是与神成为一灵的灵；这灵乃是在
神的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祂的神格上）与神一
样：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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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神人的生活乃是神灵与人灵，灵灵相联，灵灵
相调，二灵联调为一的生活。 
Ｄ．我们照着调和的灵而行，借此活在基督身体的
实际里。                                 土 

 
Crucial Point①: 借着复活的大能，主观地经历
十字架，让基督住在你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 

OL1: 十字架必须成为我们的经历；进入我们心的十
字架，乃是成了我们主观经历的十字架，使我们活
基督。 
OL2: 在十字架下的生活，摸着我们里面最深的各
部分，也摸着我们日常生活上的每一细节。我们乃
是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模成基督的死。 

每一天你要记得你是一个神人。你有神活在你
里面，安家在你里面。你与祂，祂与你，调在一起
成为一。你不该凭你天然的生命，你天然的人过生
活。你我这个旧人，天然的人，已经在十字架上被
了结，在主的死里被钉死了。我们必须把我们天然
的人留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背十字架的意思。借着



将你的旧人留在十字架上，你就模成基督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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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之死的意义，乃是当基督活在这地上时，
祂总是弃绝自己。祂告诉我们，祂绝不凭自己作任
何事，乃是凭父作一切事。祂所有的属人生命，是
非常圣别、纯净的，但祂不活那个生命。祂把那个
生命摆在一边，把那个生命摆在死地，而凭父的生
命活着。那是我们的模型。我们该是那个模型的大
量复制，我们该是神人，有在基督之复活里被拔高
的人性和神圣的生命。虽然我们的属人生命已经在
基督的复活里被拔高了，但我们不该凭那个生命，
凭自己而活着。 

保罗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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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二 20
上）。这不是交换，因为保罗接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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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下）。保罗是一个不凭自己
活着的人，他乃是凭那是灵的基督而活；那是灵的
基督乃是包罗万有的灵，就是经过过程并得着完成
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这一切都在复活里。当你不
凭你天然的生命，而凭你里面神圣的生命而活时，
你就在复活里。这种生活的结果就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里面神圣生命的实际就是复活，而复活乃是那
是灵的基督，包罗万有的灵，以及经过过程并终极
完成的三一神。 

什么是得成全？得成全就是借着不断操练弃绝
己，凭另一个生命活着，而得着成熟。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篇 
你需要在学校学习知识和技能。但是在学校生

活中也要学习不凭天然的生命、己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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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一个新人，成就了和平； 

在你的天然的生命中，你有很多自己的律法和
规条。所以天然的生命无法建造新人。同样地，天
然的生命拒绝与学校中的其他人协调或向他人学习。
即使问题没有立刻显现，也会在某个阶段凸显出来。
在召会生活和学校生活中，你应该学习不凭己而活。
凭着己而活，就会拒绝身体的团体生活，破坏学校
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例如，有些人比较敏感，以至
于他们对朋友而来的一点伤害的话，就非常沮丧。
这样的人应该在人际关系中学会脸皮变厚。这对传
福音也很有用。还有，另一个人很高傲，无法向别
人学习。如果人们可以向任何人学习，他们可以更
快地长大。你要学习否认满了高傲的天然的人。这
将使你长大并达到成熟。请学习实行以下事项： 
⑴经历基督的十字架，经历拆毁人与人中间隔断的
墙，就是仇恨：如果没有经历过十字架，你就无法
与所有的同学调和，无法适应他们。特别是在面对
与你不合的人时，要经历十字架。那样做，你就能
适应那个人，你的度量会被扩大，他人会惊奇于你
的大度量。这样的生活有助于向他们传福音。根据
最近的报导，有些人（过去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从
东京大学毕业并成为精英官僚后，被选为国会议员，
却在国会和新闻发布会上口出愚拙的狂言，而变得
处境艰难。他们可能因为不是基督徒，所以无法经
历十字架。但如果他们能够经历十字架，他们就不
会在公开场合说出那些狂言。 

林前 1:18 因为十字架的话，对那正在灭亡的人为
愚拙，对我们正在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⑵只有借着复活的大能，才能经历十字架：你不可
能将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你必须借着在那灵中复活
的大能，经历十字架。 
⑶天然的人经历被钉十字架时，里面才能活基督：
在加拉太书 2 章 20 节，首先我这个天然的人要被
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基督才能活在我里面。没有十
字架，就没有复活，基督就不能活在里面。 
祷告：“哦主耶稣，在学校生活中当有我不擅长接触
的人时，请让我学习经历十字架，不靠己活。愿我
能操练灵，借着复活的大能，经历十字架。通过经
历十字架，拆毁人与人中间仇恨的墙，让基督可以
活在我里面。哈利路亚，赞美主！” 
 
Crucial Point②: 在在职生活中,照着调和的灵

活,活基督身体的实际 
O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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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中心点有
关。 

信徒重生的灵要和神终极完成的灵，调和成为
一灵（林前六 17）。这样，神的灵就不再是孤掌难
鸣，而是与信徒重生的灵掌掌互鸣。今天在我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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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神人的生活乃是神灵
与人灵，灵灵相联，灵灵相调，二灵联调为一的生
活。 
罗 8:15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役的灵，仍旧害怕；所
受的乃是儿子名分的灵，在这灵里，我们呼叫：阿
爸，父。 
16 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FN“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不只那灵作证，我们
的灵也作证，乃是那灵同我们的灵见证。这指明我
们的灵必须主动作证，然后那灵就要同我们的灵见
证。 
FN「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那灵在我们的呼叫
“阿爸，父”上，所作的见证，见证且保证我们是
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并且限制、约束我们照着
这生命而行，与神儿女的身分相符。那灵是见证我
们与神最基本、初步的关系─我们是祂的儿女，不
是见证我们是祂的儿子或祂的后嗣。因此，那灵的
见证，是从我们属灵的出生，我们的重生开始。 

罗八 16 说，“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
神的儿女。”…如今我们不仅有神圣的灵在我们的灵
里，还有神圣的灵与我们的灵相调和。…这二灵的
调和不是在天上，也不是在我们身外，乃是在我们
里面。这就是神圣经纶的中心点。 

照着肉体和肉体情欲而生活的人，是最低下的，
照着心思和意志生活的人，多少比较高尚。按人的
说法，照着良心—人灵的一部分—生活的人，是最
上等的人。但我们比这个还高，因为我们不只照着
良心生活，我们乃是照着调和的灵生活。所以，我
们是在最高的水平上。我们是在这个水平上过基督
徒生活和召会生活。这是神经纶的中心点。我们都
当照此行事为人，也就是照着调和的灵行事为人。 

我们怎么能期待活在身体的生活里呢？我们还
没有通过八章(经历内住调和的灵)，又怎么能在十
二章（基督的身体）？这是不可能的。你能在身体
里，不是因着你的谦卑、温柔、忍耐、和蔼、爱心



和宽容，而是看你有没有照着灵，照着调和的灵，
照着内住的那灵为人、活动、行动并生活；只有这
样，你才真能在基督的身体里行动、生活、为人。
实在说来，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在实行上，什么是
基督的身体呢？就是调和的灵。…愿主…让我们看
见这个事实，这个实行！我们若真看见这个，就会
说“主，怜悯我！我实在差太远了，我还没有进入
调和的灵这个阶段，我还没有进入身体生活的阶段。
我仍然祷告这个、祷告那个，我还不晓得身体的实
际就在我里面。重生的灵和内住的灵如今乃是一，
而且就在我里面调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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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在这里，平安也在这里。” 

应用：青职、大学院生篇 
请你学习不照着自己的习惯和文化生活, 而是

照着调和的灵活着.当你照着里面调和的灵生活时, 
你借着灵被指引,你可以经历魂的每一部分,心思和
情感,意志都会被改变,活基督身体的实际,以建造
基督的身体。 
罗 8:6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
乃是生命平安。… 
14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27 那鉴察人心的，晓得那灵的意思，因为祂是照着
神为圣徒代求。 
28 还有，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
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29 因为神所预知的人，祂也预定他们模成神儿子
的形像，使祂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33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有神称我们为义了。
34 谁能定我们的罪？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
已经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还为我们代求。 
35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么？
是困苦么？是逼迫么？是饥饿么？是赤身么？是危
险么？是刀剑么？  
36 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
看我们如将宰的羊。 
37 然而借着那爱我们的，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
经得胜有余了。 
38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
的，是现今的事，是要来的事，是有能的， 
39 是高，是深，或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
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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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照着自己的观念,习惯、喜好等而不按调和的
灵生活的话,就不能经历神的灵的引导。还有,为了
照着调和的灵而活,你需要忘记过去的祝福和经历。
例如, 以色列人在耶利哥经历了大大的得胜之后,
在艾城失败了。原因就是以色列人迷信地将耶利哥
的经历应用在艾城，过于大胆了。你要去除先入为
主的观念, 在实际的工作生活和研究生活中主观地
经历只照着灵而行。 
弟兄的见证：我在世界最大的医疗器械公司工作的
时候，被选为 2010 年世界级奖励的卓越之星当中
的一人。之后又在三人之中被选入了四十周年纪念
册。在这样的情况下,2011 年 4 月美国排名第十的
一家公司邀请我到他们公司工作。我借着自己的固
有观念和过去的祝福祷告了，觉得不需要换工作, 

就拒绝了邀请。但是这样决定之后，因着失去了里
面平安的感觉，就悔改顺从了调和的灵。因此借着
信还有在身体的交通中一步一步往前,就被带领转
职到那家公司。令人惊讶的是，这家公司在我加入
六年后，因为我，在日本进行了最大的投资，通过
我在日本的部门，也有很多新技术被引进医疗领域。 
因此很震惊的厚生劳动省也开心地支持公司的投资
和我的业绩。借着爱主和调和的灵而行能够万事都
成为益处，对付我里面的不信，改变价值观。哈利
路亚，赞美主!  
祷告：“哦，主耶稣，我很多时候都是根据自己的喜
好，固有观念，过去的祝福而行事为人。请赦免我
不按调和的灵而行的罪。神的经纶的目标是建造基
督的身体。所以我一定要在工作中照着灵而行。请
加强我的灵，更新我的心思，改变我的价值观。 为
了建造基督的身体, 奉献我的工作生活。 阿门, 哈
利路亚! ” 

生命课程 第 16～17 课 擘饼聚会(4/4) 
Ⅰ．记念主—以主为中心： 
１. 吃主的晚餐 
①记念主 
②享受主 
③陈列主的死 

２．赴主的筵席（基督身体的交通） 
Ⅱ．敬拜父—以父为中心 
Ⅲ．擘饼的人 
Ⅳ．擘饼的时候 
Ⅴ．擘饼的地方 
⑴ 徒 2:46 他们…挨家挨户擘饼。 

当初的信徒，是挨家挨户，家家擘饼。当然他们
擘饼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 
⑵ 林前 11:20 你们聚在一处的时候，…吃主的晚

餐。 
照这话看，当初的信徒，也是全体聚在一处，吃

主的晚餐。这必是在较大的地方。在家中小聚会的
擘饼，有小聚会甜美、亲切的味道；集合在一处大
聚会的擘饼，有大聚会丰富、高昂的味道。信徒或
在家中分开擘饼，或聚在一处擘饼，召会可按需要
和环境，权宜而行。 
Ⅵ．擘饼以后 
⑴ 林前 11:26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宣告

主的死，直等到祂来。 
擘饼记念主的人，应该是想念主，等候主来，爱

慕主显现的人。所以我们在擘饼以后，应该过等候
主来的生活。 
⑵ 林前 10:21 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

不能有分于主的筵席，又有分于鬼的筵席。 
这里说，我们有分了主的筵席，就不能有分鬼的

筵席；喝了主的杯，就不能喝鬼的杯。鬼的筵席和
鬼的杯，凭本节前文看，乃是祭偶像之物，所以我
们擘饼以后，就不能吃祭偶像之物。 
⑶ 林前 5:8 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

恶毒邪恶的酵，只用纯诚真实地无酵饼。 
这里所说的酵，是指一切的罪恶，和一切能叫人

受败坏的事物说的。在旧约，以色列人过了逾越节，
紧接着就过除酵节，从他们的生活里，除去每一点
的酵。新约的擘饼，乃是顶替旧约的逾越节。所以
在擘饼以后，我们也该像以色列人，过除酵节，从



我们的生活里，除去所有的罪恶，和一切能叫我们
受败坏的事物，只凭着主那圣别无罪的生命，就是
那纯诚真实地无酵饼，过圣别脱罪的生活，作一个
真正守除酵节的人。 

擘饼聚会的摘要： 
(1)主日聚会的前半段是擘饼聚会:神戸召会、於
10:00～10:45 間擘饼聚会。世界各地众召会也同样
在主日早晨擘饼聚会。请在 10 分钟前集合，5 分钟
前开始聚会。 
(2)擘饼聚会的前半段是记念主:擘餅聚会的詩歌
不是唱我們的願望和想望,而是选因着主救赎工作
関于主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的诗歌来讚美。之后
的第 2 首,选関于擘饼的诗歌, 或由救赎和生命的
分赐产生基督的身体和身体的交通的诗歌来讚美。 
(3)擘饼聚会的後半段是敬拜父:神的儿子基督是
在我们在讚美祂的里面引导我们敬拜父。在这个阶
段我们选敬拜父的诗歌来讚美,献上对父的祷告。 
(4)参加擘饼聚会之后,天天吃主, 活在基督身体
的交通中,过等候主来的生活 
 

178 讚美主―对祂的记念 
1. 为这筵席我献感谢，饼、杯在此同陈列； 

借此享受你的自己，神圣爱筵何超绝。 
这饼是你所舍身体，我们在此同分享； 
这杯是你所流宝血，我们在此同饮尝。 
(復) 看，这神圣筵席！其上何等表记！ 

意义深厚，永垂不朽，人知何能及！ 
2. 借着你的救赎之死，你将生命来分赐； 

你将自己给了我们，要我有分你所是。 
借着分享这饼、这杯，我们陈列你的死； 
在此吃喝你的自己，如此记念到永世。 

3. 这饼在此也是指明你那奥秘的身体； 
借此与众肢体交通，见证身体的合一。 
这杯也是神圣福杯，我们现在所祝福； 
借着你血我们交通，与你所有的圣徒。 

4. 你是我们永远的分，在此预尝何有福； 
我们等候你的国度，你的显现我催促。 
当你显现在你国度，同着得胜的圣徒， 
重新享受你的自己，作你心爱的新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