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身体的一与身体的功用
(国际华语特会：持守身体的原则以活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
2019/6/3-9

Ⅰ．基督的身体在宇宙中是独一无二的：
弗 2:16 既用十字架除灭了仇恨，便借这十字架，
使两下在一个身体里与神和好了；
Ａ．主的恢复是要恢复基督身体的一：
1．基督的身体只能在一里存在并生存。
2．主的负担是要恢复基督身体的一。
3．这个一的实行已经失去了，但我们盼望满足主
的心，恢复这个一。
Ｂ．基督身体独一的一，乃是“那灵的一”：
1．那灵就是基督身体的素质；因此，那灵是基督
身体一的实际。
2．在基督里的信徒凭着生命的灵，借着基督这生
命重生时，这样的一就分赐到他们的灵里。
3．我们需要凭变化过的人性美德，以和平的联
索，保守那灵的一。
弗 4:3 以和平的联索，竭力保守那灵的一。
4．地方召会的立场，乃是基督身体独一的一，也
就是那灵的一。
5．众地方召会都需要蒙保守在基督身体独一的一
里。
月
Ｃ．基督身体真正的一，乃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
的三一神，祂将祂自己与信徒调和：
弗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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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一信，一浸；一位
众人的神与父，就是那超越众人，贯彻众人，也在
众人之内的。
1．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将祂自己与祂所
拣选并救赎的人，在他们的人性里与他们调和，这
调和就是基督身体真正的一。
2．因为基督的身体是这样的一个调和，这身体本身
就是一。
Ｄ．基督身体的一，就是神圣三一的一；因此，基
督身体的一乃是神圣的三一那扩大的一。
约 17:21 使他们都成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
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
差了我来。
火
Ｅ．我们是召会，要成为基督的身体，不是借着组
织，乃是借着被我们里面作为一的三一神所点活、
重生而活过来。
弗 2:4-5 然而神富于怜悯，因祂爱我们的大爱。竟
然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便叫我们一同与基督
活过来（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

Ｆ．众地方召会在宇宙一面，在道理上和实际上，
都是一个身体，也该是一个身体。
Ｇ．要保守基督宇宙身体的一，相调是最有帮助的。
林前 12:24 至于我们俊美的肢体，就不需要了。但
神将这身体调和在一起，把更丰盈的体面加给那有
缺欠的肢体，
Ｈ．保守一乃是基督徒行事为人主要的美德。
Ｉ．所有的信徒都该在是灵的基督和终极完成的灵
这神圣奥秘的范围里，与三一神调和，为着保守
一。
水
Ⅱ．身体的功用乃是彰显基督：
Ａ．如宇宙一般大的基督，需要一个身体作祂的丰
满，祂的彰显：
弗 1:22-23 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并使祂向着召会
作万有的头；召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
万有者的丰满。
1．基督的丰满是由享受基督的丰富所产生的。
弗 3:8 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
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
人，
2．我们借着享受基督的丰富，就成为祂的丰满而彰
显祂：
ａ．
基督的丰满，乃是我们所经历并构成到我们里面
的基督。
ｂ．
客观的丰富成了主观的丰满，而这丰满就是基督
的身体。
Ｂ．基督的身体乃是基督在地上的延展和继续。木
Ｃ．我们信徒在基督身体里彼此互为肢体的目的，
乃是叫我们活基督，并在一起彰显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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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基督的身体既然就是基督，我们若要在身体里，
就必须被作成基督
西 3:10-11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
的形像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在此并没有
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化外
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
又在一切之内。
1．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与祂有生机的联结。
2．在身体里，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3．召会作基督的身体，乃是出于基督并与基督是一。
4．在信徒里面只有一样东西能形成基督身体的一部
分，那就是基督。
5．神正在以基督构成我们，使我们能在实际上并在
实行上成为基督的身体。
金

洲扩展着，不过，召会，基督的身体保守那灵的一。
基督的身体的一被保守时，神能大大地祝福那样的
召会生活。
为了保守基督身体的一，⑴那灵的一是基督身
体的一。你必须操练自己的灵，摸着那灵，被那灵
充满。⑵三一神，父，子，灵是一。因为三一神的
终极完成就是那灵，有份于那灵就像三一神是一一
样，我们可以成为一。约 17:22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成为一，正如我们是一一样。
⑶信徒们，众召会必须相互相调。越相调，你就越
被保守在基督身体的一里。并且在这个一里可以有
份于各样属灵的祝福。越有基督身体的各个肢体的
相调，负责人的相调，相邻的众召会的负责人的相
调，一就被保守。⑷为了保守一，需要谦卑，温柔，
恒忍，爱，彼此担就等这些被变化过的人性美德。
弗 4：2 凡事卑微、温柔、恒忍，在爱里彼此担就，
3 以和平的联索，竭力保守那灵的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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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等组织与基督的身体不同,不过如果有为
了保守一而被变化过的人性美德，就会有助于将公
司的组织和团队联结成一，并使之往前。通过组织
Crucial Point①:基督身体的一，乃是那灵的一。 成为一，可以期待加乘作用，你能建立强大、高生
产率的组织。因此在召会生活中能保守一的人，在
众召会的相调保守身体的一
OL1: 基督身体独一的一，乃是“那灵的一”。众地 世界也能成为最被需要的人材。在公司里最被需要
的人材，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同时，是能够将专家
方召会都需要蒙保守在基督身体独一的一里。
OL2: 基督身体真正的一，乃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 们聚集成为一，并建立强大组织的领导人。请你在
召会生活和在职生活中，过 Win-Win 的生活。
的三一神，祂将祂自己与信徒调和。
“哦主耶稣，为了保守基督身体的一，我操练
真正的一，就是三一神与蒙救赎之人性的调和， 祷告：
自己的灵。愿享受作为三一神终极完成的那灵，被
有三方面（诗补 18）
。第一面是在父的名里凭着父
的神圣生命而有的一；第二面是在三一神里，凭着 那灵充满。如果没有三一神和我们调和的话，就不
圣别的话而有的一。第一面与一的源头和元素有关， 存在身体的一。同时我们需要和邻近的众召会相调。
第二面与一的立足点有关。我们若在世界里并在撒 相调使我们保守在身体的一里。并且我为了保守一，
但手下，我们就无法实行一。要实行一就必须从世 需要被变化的人性美德。主啊，在身体的一里祝福
众召会。阿门！”
界分别出来，并蒙保守脱离撒但的手。
真正的一的第三面乃是在基督里的信徒在神圣
Crucial Point②:召会生活最重要的基本就是享
荣耀里的一。……神的荣耀乃是神的神圣生命带着
受基督。在身体配搭的生活中，持续、安定、
祂的神圣性情，将祂自己彰显出来。我们若没有父
更丰富的享受基督。
的生命带着父的性情，我们就不可能彰显父。父的
OL1:我们借着享受基督的丰富，就成为祂的丰满而
彰显来自父的生命带着父的性情；父的这个彰显就
是荣耀。我们行动或作事，都不该为着彰显我们自 彰显祂。
以弗所一章和四章都提到丰满，而三章则提到
己；…这就是荣耀。我们众人乃是在这荣耀里成为
基督的丰富。基督的丰富和基督的丰满有什么分别？
一。
OL3: 要保守基督宇宙身体的一，相调是最有帮助的。 你把一大堆的食物堆在这里，这不叫丰满，这叫丰
富。但是等你把这些丰富一项一项地吃下去，并且
OL4: 保守一乃是基督徒行事为人主要的美德。
消化了，变作你的细胞，变作你身体的成分，结果
在我们中间，该有基督身体所有个别肢体的调
你的身体就是你所吃下去的东西消化而组成的；这
和，在某些地区内众召会的调和，众同工的调和， 个组成的身体就是丰满。基督的丰富无边无涯、无
以及众长老的调和。调和的意思是，我们总该停下 限无量，是追测不尽的丰富，但是你需要把基督的
来与别人交通。……我们若将自己孤立隔离，就会 丰富吃下去，消化在里头。你多吃基督，基督多消
失去许多属灵的益处。要学习交通，要学习被调和。 化在你里头，你丰满的成分就越多。
从现在起，众召会该经常来在一起相调。我们也许 OL2:我们信徒在基督身体里彼此互为肢体的目的，
不习惯，但我们开始相调几次以后，就会尝到那个 乃是叫我们活基督，并在一起彰显祂。
味道。要保守基督宇宙身体的一，相调是最有帮助
按照新约来看，我们没有一个信徒能脱开身体，
的。
而单独生活，单独工作。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
应用：青职、硕士篇
都需要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作主身体的肢体，并
撒旦的原则是分，分裂。可是我们的神是三一 不是分开而完整的个别单位，乃是配搭一起，成为
神，享受神的结果是一。虽然信徒向全世界的五大 整体的许多部分。主所要的不是单独的肢体，乃是
Ｅ．基督的身体乃是团体的基督：
林前 12:12-13 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
而且身体上一切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
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是
为奴的或自主的，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浸，成了一
个身体，且都得以喝一位灵。
1．
十二节的“那基督”
（直译），不是指个人的基督，
乃是指团体的基督，身体基督。
2．
团体的基督是由基督自己作头，召会作祂的身体，
连同所有信徒作肢体所组成的。
3．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都与祂有生机的联结，并
且都是用祂的生命和元素所构成的，成为祂的身体
这生机体，以彰显祂；因此，基督不仅是头，也是
身体。
4．圣经把基督与召会看作是一个奥秘的基督；基督
是这奥秘基督的头，召会是这奥秘基督的身体。土

整个的身体。然而…大多数的基督徒都认为，只要
我爱主，敬畏主，传福音带人得救，就可以了。但
是就主身体的彰显说，这一点都不好。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篇
召会生活基本的要求是享受主。若没有享受主的
丰富就没有主丰满的召会。地方召会是帮助弟兄姊
妹过享受主的生活。例如，在祷告聚会的开头，就
是先祷读和召会负担相关的经节或纲要来享受主。
享受主之后，你的灵被加强、变得丰富，你就可以
为着在灵里实际的需要祷告。但若是没有享受主，
就开始为实际的事而祷告，就容易落在心思里，没
办法在祷告中摸着神。所以，祷告聚会的秘诀，首
先是享受主，
之后被主充满，在灵里为着需要祷告。
在传福音上也是同样的原则。李弟兄说传福音的秘
诀，首先就是祷读经节 30 分钟享受主。这个基本原
则可以应用在你基督徒生活的每一方面。
另外，为着你持续享受主，一定要实行身体生活。
为身体上其他的肢体祷告，也要请其他的肢体为你
祷告。身体的生活是在相互性中显出来的。为了身
体的各个肢体互相倚靠正确的尽功用，你要将自己
摆在身体生活中，
在相互性中学习被供应并供应人。
例如，当你因着考试等压力而软弱时，要告诉你
的同伴和指导你的弟兄姊妹，请他们为你祷告，经
历被扶持。其他人可能在担心学校的人际关系。你
要向身体上其他的肢体敞开，清楚地说明状况，请
他们为你祷告。日本人“不麻烦别人”的文化观念
很强，所以很难向人敞开。但你是神家里的一员，
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要学习适当的敞开交通。保
罗是你的榜样，他请求圣徒为他祈求。
腓 1：19 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
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终必叫我得救．
FN“你们的祈求”：这是基督身体（召会）的供应。
被囚并没有使保罗与基督的身体隔离，断绝这身体
的供应。
弗 6:20 （我为这奥秘作了带锁链的大使，）使我
在这奥秘上，照我所当讲的，放胆讲说。
还有，箴言 11:25 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
滋润人的，必得滋润。”。你要为其他的肢体或 6 种
新人的需要祷告。这样你就会被主祝福、被滋润。
你要在召会生活中过被供应、供应人，相互性的生
活。
你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绝不能过单独的基督
徒生活，应该要过一起配搭的生活。基督身体的生
活不是只有在聚会的时候，你生活和工作的全部，
必须在基督的身体中。愿主开你的眼，使你在基督
的身体中大大的蒙祝福，能够扶持基督身体上其他
的肢体。
祷告：
“哦，主耶稣，我要在召会生活中享受主的丰
富。为着我的需要被代求，使我能向同伴或带领我
的弟兄姊妹敞开。还有，也要为６种新人祷告。在
基督身体的相互性中，实行彼此供应的生活。我要
保守基督身体的一，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尽功用，
建造身体。”
高品福音 第 11 题 得生命是因信（下）
约 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入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
凭信心不凭感觉: 有一位朋友对我说，
“倪先生，我
是很愿意接受神儿子作我的生命，我也曾跪下祷告
过，告诉神说，我愿意接受基督作我的生命。但是
有人告诉我，基督到我们里面，都会有一种热辣辣

的感觉。怎么我跪下来的时候，心里是冷冰冰的，
祷告完了之后，心里仍是冷冰冰的，叫我怎么能说，
我是接受了神儿子作生命呢？” 我就对他说，“圣
经从来没有说，人接受神儿子作生命的时候，必须
心里是热辣辣的，或者心里是冷冰冰的。圣经只说
要信；是凭信心，不是凭感觉。若只凭感觉来断定
有没有得着，而不是因信神的话，那就等于以神为
说谎的！神说给了，就是给了，与你的感觉没有多
大关系。”
感觉是跟着信心: 有一年在烟台，就有一位弟兄对
我说，我是相信神的儿子作了我的生命，可是我并
不觉得荣耀，是不是我还没有真接受？我就对他说，
你的情形，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好像三个人在
一道很窄的墙上，一个跟一个的往前走。甲走在最
前面，代表神儿子作我们生命这个事实。乙走在当
中，代表我们的信心。因着神所完成的事实，所以
跟着的，是我们的信心。丙走在最后面，代表人所
有的荣耀感觉。这个荣耀感觉，是当人信了之后而
产生的，所以行在最后。当三人同往前行的时候，
当中的乙，只能看见前面的甲，正如我们的信心，
是因看见神所作的事实而有的。神已赐了祂的儿子
作我们的生命，我们看见了这个事实，就产生了信
心，所以乙只能看前面的甲。我们有了信心之后，
才生出作神儿子的荣耀感觉，所以丙所看见的乃是
乙，而不是甲。若是乙不看甲，而转过头来看丙，
他就会从墙上跌落下去，因为没有事实根据的信心，
就是虚浮的信心。乙若跌落下去，丙也就跟着跌落
下去，那就什么荣耀的感觉都没有了。所以不是去
注意什么荣耀的感觉，只跟定事实往前就够了。
何况神在基督里已经作成了一切，基督也已经
死而复活，化身在圣灵里了。祂现在就是准备著作
到你身上，只要你一信就成了。若是神没有赐下祂
的儿子，就是你有荣耀的感觉，那个感觉也是靠不
住地。
基督作了人的生命以后，非常明显的，就叫人
有了大的改变，远非法律所能规范，道德所能熏陶
的，也不是改良、修炼所能成功的。光是著名的大
罪人，因接受了神儿子作生命，而大有改变的事实，
我立刻就能举出几十个人来。何况上千上万的基督
徒，都能作见证说，自从接受基督作生命之后，生
活就有了大的改变，不是由于刻苦、努力，乃是由
于这个奇妙、有能力的基督作我们的生命。

詩歌 補充本１８
１． ちちはいのちの源泉、
子たちはなが表現。
ちちの御名のなか、
なれはいのちの表現。
なれのいのちのなか、
われらはすべていち。
なれのいのちのなか、
ちちよ、われらはいち。
２． 何とかん謝すべきや、
神せいなみことば、
なが性しつ浸透し、
この世から分離する。
みことばをとおして、
われらはすべていち。
みことばをとおして、
われらはいちとなる。
３． 三いちのかみの栄光！
われらかみの子ら。
何というしゅくふく、
えい光をひょう現する。
なれの栄光のなかで、
われらはすべていち。
なれの栄光のなかで、
われらはいちとなる。
English 1081
1. Father God, Thou art the source of life.
We, Thy sons, are Thine expression;
In Thy name, our dear possession.
Father God, Thou art the source of life.
In Thy life, in Thy life, We have oneness
in Thy life.
In Thy life, in Thy life, In Thy life, O
Father, we are one.
2. How we thank Thee that Thy holy Word
With Thy nature, saturates us;
From the world it separates us.
Thank Thee, Father, for Thy holy Word.
Through Thy Word, through Thy Word,
We have oneness through Thy Word.
Through Thy Word, through Thy Word,
Through Thy holy Word we're all made one.
3. Oh, the glory of the Triune God!
We're His sons, oh, what a blessing!
We His glory are expressing ―
Oh, the glory of the Triune God!
In Thy glory, in Thy glory,
In Thy glory we are one.
In Thy glory, in Thy glory,
In Thy glory we are all made one!
中補 620
1. 讚美父神是生命源头，我们在你宝贵名里，
作你眾子来彰显你。讚美父神是生命源头。
在生命里，在生命里，在父生命里我们是一。
在生命里，在生命里，在父生命里我们是一。
2. 感谢父藉你宝贵圣言，用你性情浸透我们，
分別我们脱离俗尘。感谢父赐你宝贵圣言。
藉你圣言，藉你圣言，藉你圣言我们成为一。
藉你圣言，藉你圣言，藉你圣言我们成为一。
3. 哦，三一神的神圣荣耀！眾子得享何等福分！
神的荣耀彰显无尽─。哦三一神的神圣荣耀！
在荣耀里，在荣耀里，在你荣耀里我们是一。
在荣耀里，在荣耀里，在荣耀里我们成为一。

詩歌 補充本６０７(１－４)
1. つみにて死んでいて、この世で調和なし。
かみはわれら生かし、復かつさせ天に座らす。
(復)イエスは集められた！かん全にいちとなる！
主のあいはいちへと、主の豊満へといたらせる。
2. すべての聖徒たちと、主の大きさを得て、
超えつしたあい知り、かみの豊まんへといたる。
3. さだめられた御むね、おく義われら知る。
キリスト、召かいを見て、ともにてきはずかしめる。
4. 主よ、うちなるひとへ われをぞうきょうし
うちにホームをつくり、愛に根ざし土だいづけよ。
English 1232
1. Once by nature we were dead in sin,
In a world of utter discord;
But together God has quickened us,
Raised us up to sit together with the Lord.
C) Jesus is getting us together,
Come and see the saints in one accord.
His love is knitting us together,
To the stature of the fullness of the
Lord.
2. Thus with all saints we can apprehend,
All the vast dimensions of God.
Knowing Christ's love passes all we know.
We're together filled to fullness with our
God.
3. Now we know the purpose of our God,
Visible the mystery became:
Christ, the church, together now we see,
And together put the enemy to shame.
4. For this cause we pray the Father God ―
Strengthen Thou with might our inner man;
Make Yourself at home in all our hearts,
Root us, ground us in Your love and for Your
plan.
中補６１６
1. 从前我们在罪中死了，这世界全然一团糟；
但神使我们一起復活，一起与基督升天，同坐宝座。
(副)耶穌聚集我们在一起，请看看圣徒同心合意！
主爱使得我们都一致，达到基督丰满身量的地步。
2. 因此我们能和眾圣徒，一起明白基督的爱；
长阔高深虽然无法测度，但神的丰满,我们一再得著。
3. 神在歷代隱藏的旨意，已成了显明的奥祕；
基督，召会，我们今看见，这真叫撒但受辱，羞惭满面!
4. 我们为此来祷告父神─刚强我们里面的人，
让你安家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在你爱中生根立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