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身体的供应、身体的肢体以及身体的限制 
(国际华语特会) 2019/6/17-23 

Ⅰ．身体的供应乃是复合的膏油（圣膏油）所预表
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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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复合的灵是在身体里并为着身体，也是为着那
建造身体的祭司事奉 
Ｂ．按照诗篇一百三十三篇，弟兄们在一里同居，
有无法估计的善与无法计算的美，这好比那复合、
贵重的膏油  
诗 133:1-2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这好比那上好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
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                月 
Ｃ．我们是借着肢体的代祷和交通，接受那灵的供
应： 
１．当我们觉得枯干、碰壁时，我们需要弟兄姊妹
为我们代祷，使我们能过得去 
２．我们需要将自己祷告到神里面，以接受赐生命
的灵作我们的供应，好喂养我们自己，并喂养所有
在我们照顾之下的人，使身体得建造。 
路11:2-3 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父啊，
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我们日用的食
物，天天赐给我们；… 
13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
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祂的人么？       火 
３．我们若没有身体的供应，就不能活；因此，我
们必须一直应用身体的交通。帖前 3:8 因为现今
你们若在主里站立得住，我们就活了。 
４．无论我们的情形怎样，只要我们活在身体里，
就能得着身体的供应。 
５．人要看见光，就必须进入召会，就是圣所。 
诗 73:16-17   我思索要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
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我才看清他们的结局。 
６借着肢体间彼此的倚靠，整个身体就得着建造水 
Ⅱ．在身体里不能有独立或个人主义，因为我们是
肢体，而肢体无法离开身体而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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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每一个信徒都是基督身体的肢体，而每一个肢
体都是不可少的。林前12:14-15 身体原不是一个
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倘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
不属于身体，它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21 眼不
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
要你。 
Ｂ．“你若真看见你在基督身体上的地位，你就会
像是第二次得救一样”。 
Ｃ．那些看见自己是肢体的人，定规宝爱身体，看
重其他的肢体 
Ｄ．我们一有身体的启示，就有身体的感觉；一有
身体的感觉，一切个人的想法和行动就除去了： 
１．我们若要认识身体，就不但要蒙拯救脱离犯罪
与天然的生命，更要蒙拯救脱离个人的生命。 
２．父如何与世界相对，圣灵如何与肉体相对，主

如何与魔鬼相对，照样，身体也与个人相对。 
３．我们如何不能向头独立，照样也不能向身体独
立。 
４．个人主义在神眼中是可恨的： 
ａ．身体的仇敌就是己，那独立的“我” 
ｂ．我们若要在身体里被建造，己就必须被定罪、
否认、拒绝并撇弃。 
ｃ我们不仅该倚靠神，也该倚靠身体，倚靠弟兄姊
妹。 
５．我不知道的，身体里别的肢体知道；我不能看
见的，身体里别的肢体能看见；我不能作的，身体
里别的肢体能作。 
６．我们若拒绝同作肢体者的帮助，就是拒绝基督
的帮助 
林前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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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凡是单独的基督徒，迟早都要变得枯干。 
Ⅲ．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我们必须受别的肢体限
制，不越过我们的度量： 
Ａ．对于身体长大和发展的基本要求，就是我们要
认清自己的度量，不越过这度量。          木金 
Ｂ．元首把我们安排在身体的特别地位上，也指派
我们特别的功用。 
林前12:18-20 但如今神照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
俱各安置在身体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体在那
里？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体却是一个。 
Ｃ．当我们说到自己的工作和经历或对主的享受，
我们必须是在度量之内作见证，也就是说，在一定
的限度之内作见证。 
Ｄ．虽然我们期望工作开展，但我们必须学习如何
受神的约束；我们不该期望无限度的开展。 
１．我们若照着那灵而开展工作，就一直有某种限
制。 
２．我们里面会感觉到，主扩展祂的工作只是要到
某一程度；当我们越过了某种界限去开展主的工作，
我们里面就没有平安。 
３．主会在外面兴起环境来限制工作的开展；环境
不容我们越过某种界限。 
４．我们该象保罗一样，照着神所量给我们的度量
行动、行事，留在神的尺度、神的度量的限制之内。 
５．在召会的事奉上，我们需要看见神只量给我们
这么多，我们不该过度伸展自己。 
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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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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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ucial Point①: 
在身体的生活中，有份与身体的供应， 

为了建造喂养六种新人 
OL1: 身体的供应乃是复合的膏油（圣膏油）所预表
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 
OL2: 复合的灵是在身体里并为着身体，也是为着那
建造身体的祭司事奉。 
OL3: 当我们觉得枯干、碰壁时，我们需要弟兄姊妹
为我们代祷，使我们能过得去。 
OL4: 我们需要将自己祷告到神里面，以接受赐生命
的灵作我们的供应，好喂养我们自己，并喂养所有
在我们照顾之下的人，使身体得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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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腓立比一章十九节，〕“你们的祈求”是指
明身体的供应。表面看来保罗在监牢里；实际上他
在身体里。监禁没有使他与身体隔离，或使他与身
体的供应隔绝。 

我们也许常请某弟兄为我们祷告。但即使他为
我们祷告，我们也为他祷告，这祷告却可能少有功
效。缺少功效的原因，乃是我们在祷告上也许离开
了身体。 

根据诗篇一百三十三篇的图画，膏油是浇在亚
伦的头上，然后扩散到胡须，再流淌到衣襟。这指
明如果我们是单独的，我们就无法经历膏油。 
诗 133:1-2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
等的美！这好比那上好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
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  

有一次，我病了一百七十六日。我自己每天为
这病祷告，但是一直不见效。等我力气都用尽了，
就请一位我素来看不起的弟兄来为我祷告。希奇的
是，不久之后，我就得着他代祷的帮助，病就渐渐
好了。…基督身体的供应是实际的事。许多事情，
你一个人再有力，再用力，就是无法过去，但是你
一把事情摆在身体里，希奇，事情就能过去了。这
就是基督身体的供应。 

门徒看见主祷告，就要祂教导他们祷告。于是
主接着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父啊，愿你的
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我们日用的食物，天
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
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陷入试诱。”（路 11:2-4）…
我们若一再这样祷告，结果我们会把自己祷告到神
里面。…我们只要把祂和祂的丰富接受到我们里面。
…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祷告到神里面，然后我们在
神里面，就能接受祂和祂的丰富。…我们不需要详
细地为我们的缺点祷告。…“父，赦免我，因为我
赦免别人”，这祷告就包括了一切。你越这样祷告，
就越晓得你是把自己祷告到神里面。于是你在神里
面就会得着生命的供应。 

路加十一至十三节指明生命的供应：“你们中间
作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或求
鸡蛋，反给他蝎子？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
东西给儿女，何况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祂
的人么？”这里鱼、鸡蛋和圣灵指明生命的供应。
…当我们把自己祷告到神里面，我们就能接受祂的
丰富作我们的供应。 

应用:青职・硕士篇 
神的经纶的目标是基督的身体。你只有在身体

的生活中，才会蒙福，被供应。你需要向弟兄姊妹
敞开，请他们为你的在职生活和研究生活的实际需

要祷告。譬如，你不容易入睡，睡眠时间变短，疲
劳。如果清楚睡不着的原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告诉弟兄姊妹原因并请求代祷。身体的供应是实际
的，即使很难克服的事，借着身体的供应也能突破。 
弟兄的见证：在与台湾的同工交通中，听到“主耶
稣医治人的原则，就是那个人的信”。我被每周六剧
烈的偏头痛搅扰着,不过没想到将这个交通应用到
自己的状况里。可是，在公司上下班时，明白了偏
头痛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紧张忽然消除（因为在制
药公司工作，读专业书籍明白了）。这时，第一次将
从同工那听到的“因信得医治”和在公司工作中太
紧张的事联起来。虽然不能马上应用来自同工弟兄
的身体的供应,但是在交通过后的几周，因着主的怜
悯将身体的供应应用到了偏头痛上。在上下班时，
1 分钟以内很短地祷告“哦，主耶稣，我知道了我
偏头痛的原因，是因为工作时紧张过度。我有点不
想承认,但是，这是事实。赦免我在工作时没有经历
基督，而信靠自己的罪。还有，赦免我的不信和迟
钝(没有将身体的供应马上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你
能医治我的偏头痛。主啊，请医治偏头痛”。令人惊
讶的是，从那个周末开始 24 年多以来，完全没有被
偏头痛搅扰。哈利路亚，主通过身体的供应，医治
了我的偏头痛。 

还有，你为了供应 6种新人，需要将自己祷告
到神里面。如果你多次祷读路加 11:2-4的话，你就
会祷告到神里面，被生命的供应充满。那样的话，
你就可以有丰富的生命，供应给新人。 

 
Crucial Point②: 

对付个人主义，作为身体的肢体，互相倚靠 
OL1:在身体里不能有独立或个人主义，因为我们是
肢体，而肢体无法离开身体而活。 
OL2:你若真看见你在基督身体上的地位，你就会象
是第二次得救一样。 
OL3:那些看见自己是肢体的人，定规宝爱身体，看
重其他的肢体。 
OL4:个人主义在神眼中是可恨的。身体的仇敌就是
己，那独立的“我”。我们若要在身体里被建造，
己就必须被定罪、否认、拒绝并撇弃。 

我们如果认识，一个基督徒不过是一个肢体，
这样，我们就没有骄傲了。这件事在于看见。一个
看见自己是肢体的人，定规宝爱身体，看重其他的
肢体，也不再只看见自己的好，乃是看别人比自己
强。就着人的身体来说，只有一个肢体不能行动。 

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实在的东西，所以召会生活
也是实在的。圣经不是说召会好像基督的身体，乃
是说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身外任何东西都不能成
为身体，身体可以穿衣服，但衣服并不能因此成为
身体。照样，出于我们自己天然的任何东西，都不
能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在基督的身体里，基督
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任何非基督的东西，只能
拦阻我们里面认识基督，人有罪，就不能看见基督，
人有天然生命，就不能看见基督的身体。 

看见有关己的异象，与身体很有关系。今天我们
是在主的恢复里，而主的恢复至终要来到这件极重要
的事上，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身体的仇敌就是己。
身体最大的难处、最大的拦阻和反对，也是己。我们
只要有了己，就没有身体。我们有了身体，就没有己。
为了使身体建造起来，己，就是独立的魂，必须受对
付。己是独立的“我”。当我们独立时，我们就是在



己里，身体不见了，我们也没有平安。 
因着己是独立的，所以己是基督身体建造最大

的难处。我们不仅要倚靠神，也要倚靠身体，倚靠
弟兄姊妹。每当我们向弟兄姊妹独立，我们就在己
里，在独立的魂里。今天对我们而言，向身体独立
就等于向神独立。…你若核对你的经历，就会发现
当你向弟兄姊妹独立〔并与他们隔绝〕时，你觉得
你向神也是独立〔并与神隔绝〕的。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篇 
你需要看见“基督身体的异象”和“己是对基

督身体建造最大的妨碍”。己是不依靠神和身体，向
神和身体是独立的。因此，你必须学习否认己。 

请祷读事奉的基本功课的#19「否认己」的纲要。
⑴己和肉体之间的区别：a)肉体是败坏且变质的身
体。b)己是堕落且背叛的魂。⑵当肉体支配己时，
己就成为邪恶的人。⑶当己压制肉体时，己就成为
一个『好』人。⑷己向神独立。⑸己是魂生命的具
体表现，与撒但是一，并借心思（有意见的思想）
发表出来。⑹己是我们召会事奉中隐藏、破坏的因
素。⑺己需要被十字架除掉。 
太 16:21 从那时候，耶稣才指示祂的门徒，祂必须
往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 
22 彼得就拉祂到一边，责劝祂说，主阿，神眷怜你，
这事绝不会临到你。 
23 祂却转过来，对彼得说，撒但，退我后面去罢！
你是绊跌我的，因为你不思念神的事，只思念人的
事。 
24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否认
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 
25 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丧失魂生命；凡为
我丧失自己魂生命的，必得着魂生命。… 

彼得用好人的己责劝主。那时，主对彼得说：
“撒但，退我后面去吧。”无论己是邪恶的或是良善
的，都不思念神的事，是与神和身体独立，与撒但
是一的魂。 

个人主义是向神和身体独立的己。欧美发达国
家注重的个人隐私，一面来说有好的部分。但是，
在这里面也隐藏着己和个人主义。此外，在日本文
化中，有一种思维是“不要麻烦别人”，这也隐藏着
己和个人主义。问题不在于它是好还是坏，而在于
与神和身体独立。 

四大建设(祷告的生活、福音农场、一对一牧养、
全体尽功用)中，为着一对一牧养的Home Training，
和6种新人签约、每天用Line等接触、每周或两周有
一次Face-to-face的Home Meeting。为着成全他们，
带领的人和帮手要带着人性的顾惜和神性的喂养，
摸他们生活的问题和被绊跌的根本原因。为了带领
新人从个人主义和文化的背景中出来，带进享受基
督丰富的召会生活里，带领的人要先从个人主义、
己、文化中被拯救出来，需要在团体的召会生活中、
以及在肢体互相倚靠的生活中，享受基督的丰富。
借着Home Training，使更多的新人被成全，产生出
基督的复制。 
 
 
 
 

Rucial Point③:为了身体的成长和发展，认识身
体的限制，在限制中尽功用 

OL1:对于身体长大和发展的基本要求，就是我们要
认清自己的度量，不越过这度量。 
OL2:元首把我们安排在身体的特别地位上，也指派
我们特别的功用。 
OL3:当我们说到自己的工作和经历或对主的享受，
我们必须是在度量之内作见证，也就是说，在一定
的限度之内作见证。 
OL4:虽然我们期望工作开展，但我们必须学习如何
受神的约束；我们不该期望无限度的开展。 
OL5:在召会的事奉上，我们需要看见神只量给我们
这么多，我们不该过度伸展自己。 

我们乃是用我们个人从元首基督所得的生命，
来供应身体。但我们尽功用时，必须按着秩序，必
须有规矩。身体里的规矩对长大和职事是紧要的。
……在聚会时，……你需要按着信心的度量，按着
圣灵的引导来发言。你说话的时候，要看有没有越
分的话，或者话是否拉得太长。……当我们真的来
在头的权柄底下，主就把我们安排在身体的特别地
位上，也指派我们特别的功用。 

主特别喜欢约束年轻人。如果年轻人无心事奉，
主会挑旺他们事奉祂。但等他们被挑旺之后，祂又会
限制他们。人天然的性情不喜欢这种限制。……但神
的原则乃是先叫我们快起来，又使我们慢下去；先兴
起我们来，又使我们降下。当我们下沉时，祂来扶持
我们。但当我们上得太高，祂就把我们拉回来。……
许多年轻人受不了神的上上下下。几番上上下下，他
们就想逃了。……神不要我们一直在上，或一直在下。
甚至在自然界，日夜的转换也证实这事。 

神有许多方法把我们带到低处。有些年轻人被
他们的婚姻生活带到低处。某位弟兄在婚前可能像
飞鹰翱翔在空中。他很容易谈到美妙而荣耀的召会
生活。但是结婚没有多久，召会生活就不再荣耀了。
神用婚姻生活来使这位兴奋的弟兄冷静下来。有些
弟兄婚后就这样在低处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最
终他会起来，只是不像从前那样冲动了。这是长进
的现象。 

应用:服事者篇 
你只有在限制中才能正常成长。例如, 在主日

集会上, 为了每个人都申言, 一个人被限制在 3 分
钟以内。因为人人尽功用的时候，圣灵才会做工。
召会才会被建造。还有，开始的鸟瞰和最后的总结
交通也要在 8分钟以内。两个人的时候，每人 4 分
钟以内。 如果责任者弟兄有特别负担交通的时候，
也需要在 15 分钟以内。 
林前 14:31 因为你们都能一个一个的申言，为要使
众人有学习，使众人得勉励。 

弟兄姊妹们，请跟从召会或地区责任者，服事
者的带领, 在身体的秩序中服事。特别是年轻人或
者新人的弟兄姐妹应该学习在限制中前进。不要擅
作主张，而是在年长者的指导下, 在限制中学习尽
功用。这件事最终会成为你的保护和祝福。希望每
一个人都认识自己被分得的度量，没有勉强, 而是
在其范围内尽功用, 建造基督的身体。 
林前 12:18 但如今神照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
各安置在身体上了。 
罗 12:3 我借着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各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乃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
信心的度量，看得清明适度。 



高品福音 第 12 题 慈爱的父（中） 
路 15:20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
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热切
的与他亲嘴。 
21 儿子说，父亲，我犯罪得罪了天，并得罪了你。
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 
22 父亲却吩咐奴仆说，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
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脚上。 
23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让我们吃喝快乐。 
24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
就快乐起来。 

人不明白神的心 
小儿子虽然有谦卑的思想，感觉不配再作儿子，

只愿作雇工，但是却不认识父亲的心肠。父亲的心
是一直在等待儿子。许多罪人虽有谦卑的心，却不
认识神的心肠。神的心意不是要悔改的罪人为祂作
工，而是要他们成为祂的儿子。雇工所得的，都要
付上代价，就是要有了行为才能得到，但儿子是从
父亲白白得到一切。 

神接纳人 
小儿子回来，离父亲还远的时候，父亲就远远

看见了他。这证明不是他来转向父亲，乃是父亲等
候接纳他。他想父亲是待在父家之内，需要叩门多
时，父亲才差人出来开门，然后借着通报再向父亲
求恩。那知道不是他来归向父亲，乃是父亲出来迎
接他。这就告诉我们说，不是罪人悔改归向神，乃
是神等候接纳悔改的罪人。许多人以为必须向神祈
祷多时，才能蒙神垂听，那知道神老早就在那里等
候接纳悔改的罪人。 

父亲一见到小儿子，就动了慈心。父亲的心先
动了，就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跑是腿动，跑就是用
时间缩短空间的距离，这完全是父的慈心所作的；
抱是手动了，也是全人动了；连连与他亲嘴，是人
最能表情的部分都动了。这表明说，天上的神，一
碰见悔改的罪人，祂的慈心就动了，在时间上缩短
了空间的距离，祂整个的心都堆在一个悔改的罪人
身上。许多人悔改时，也都有出乎意料之外的感觉。
在他要悔改时，以为神是何等威严可畏，但在悔改
之后，他发现神是何等可亲可近。 

 
詩歌728 福音 ― 回家 

1. 谁在流荡远离天父？为何不回家？ 
 活在罪中，终日痛苦，何不就回家？ 

（復）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流荡！ 
慈爱天父等你回家，整天在巴望！ 

2. 我已流荡，远离天父，现在要回家； 
 走过好长罪恶道路，主，我要回家。 
3. 多年浪费宝贵岁月，现在要回家； 
 今天懊悔，流泪、悲切，主，我要回家。 
4. 流荡、犯罪，我已疲乏，现在要回家； 
 投靠你爱，相信你话，主，我要回家。 
5. 我魂衰残，我心悲伤，现在要回家； 
 加我力量，复我盼望，主，我要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