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而活基督 
(国际华语特会) 2019/6/24-30 

Ⅰ．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乃是出自基督的纯产
物﹔只有出于基督，有祂复活生命的，才能作祂
的补满和配偶，就是基督的身体：创2:22-23 耶
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个女
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一次这是我骨
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这为女人，因为这是
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Ａ．身体的头是基督，头的身体也是基督，所以
基督的身体连同作头的基督乃是“那基督”，就
是团体的基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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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基督之外的任何
东西，都不是基督的身体，而基督之外的任何东
西，乃是基督身体里外来的元素；因此，我们必
须象保罗一样，迫切地要活基督，为着基督身体
的实际。 
Ｃ．这异象排除了基督纯元素以外一切的事物﹔
这异象使我们“无能为力”，不敢运用我们天然
人的东西。                              月 
Ⅱ．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而活基督，乃是被监禁
在我们的灵里，作“基督耶稣的囚犯”，“在主
里的囚犯”，“带锁链的大使”： 
弗3:1 因这缘故，我这为你们外邦人作基督耶稣
囚犯的保罗，为你们祈求。 
4:1 所以我这在主里的囚犯劝你们，行事为人要
与你们所蒙的呼召相配。 
Ａ．当我们被监禁在基督里，我们就得着祂的启
示，在祂无限的度量里，经历祂是爱召会的基督，
创造新人的基督，将万有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的
基督，作成恩赐并赐给恩赐的基督，以及安家的
基督，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 
Ｂ．一个活基督、作基督大使的人，不再有自己
的自由，不再随自己的方便行事﹔他去哪里，他
作什么，不是随着他的挑选，乃是在神带领管治
之下，随着神带领管治的手。 
Ｃ．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而活基督，乃是成为基
督凯旋行列中的俘虏，在我们灵里、在基督的人
位里作一切事，以庆祝祂职事工作中的得胜，而
在基督里讲说，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      火 
Ⅲ．基督的身体是经历基督的结果，所以我们需
要迫切祷告，使我们活基督，好使基督的身体成
为实际﹔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而活基督，其秘诀
是在罗马八章，其中解释、描述、说明并陈明了
生命之灵的律： 
罗8:2 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
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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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照着肉体的人，思
念肉体的事；照着灵的人，思念那灵的事。因为
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
平安。 
Ａ．罗马八章用“生命之灵的律”这辞，描述三一
神如何在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后，成了赐生命
的灵，装置在我们的灵里，成为在我们里面的一个
律，一个自发、自动的原则和能力﹔这是在神经纶
里最大的发现，甚至是最大的恢复之一 。   水 

Ｂ．我们需要与装置好并运行的生命之灵的律合
作，将装置好并自动的神这自发并自动的大能，
就是内住之灵这三一神的“电流”的“开关打开”
﹔将这律的“开关打开”，乃是一直摸着主并不
断接触主，习惯地与祂有交通，并且照着灵而行，
受祂不断的灌注： 
１．在调和的灵里，就是在那与我们的灵调和的
生命之灵的律里行事、活动、行动并生活，乃是
在基督的身体里行事、活动、行动并生活。 
２．在我们的灵里，我们有神的同在、神的说话
与神的相聚，也有神作为生命之灵的律运行，将
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的各部分。 
３．照着灵而行，乃是时时在灵里祷告： 
ａ．我们不住的、持续的、活的、呼吸的祷告该
是：“主，从我活出你的自己”。帖前5:17 不住
地祷告。 
ｂ．按照以弗所书的启示，我们必须是不住祷告
的人，以便有身体生活的实际；我们必须儆醒，
完全醒过来，抵挡我们沉睡的天性和沉睡的所是，
不仅在肉身上是这样，在心理上、在属灵上也是
这样。 
西4:2 你们要坚定持续地祷告，在此儆醒感恩， 
弗6:17-18  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
恩的头盔，并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时时
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事上儆醒，且为
众圣徒祈求， 
ｃ．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起来胜过我们的身
体和心理，留意主的话而儆醒祷告，时时在灵里
祷告，务要儆醒、警戒，以持守我们祷告的生活。 
ｄ．我们必须建立活基督的习惯，为着基督身体的
实际，这是借着建立祷告的习惯，就是不住地吸入
是灵的基督，呼求祂并与祂交谈的习惯。     木 
４．我们照着生命之灵的律，借着被那灵充满，
并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住在我们里面，就能为
着基督身体的实际而活基督。 
西3:16 当用各样的智慧，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
住在你们里面，用诗章、颂辞、灵歌，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心被恩感歌颂神； 
５．我们照着生命之灵的律，借着作倒空并敞开
的器皿，就能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而活基督： 
ａ．保罗的十四卷书信可以总结为“敞开的器皿”
这几个字。 
ｂ．我们需要爱主到极点，保守我们自己全然、
彻底并绝对地向祂敞开，让祂为着祂身体的缘故，
成为我们的一切，并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且
为着我们作一切的事。 
Ｃ．生命之灵的律这神圣的性能在我们里面的运
行，自然而然地使我们活神，并且在生命、性情
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 
耶31:33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
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1律法放在他
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4神，他们
要作我的子民。结36:27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
里面，使你们遵行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Ｄ．生命之灵的律这神圣的性能在我们里面运
行，自然而然地将我们构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
有各种的功用，使全身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
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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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ucial Point①:在基督里的囚犯 相对 在
自己里的自由 

OL1: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而活基督，乃是被监
禁在我们的灵里，作“基督耶稣的囚犯”，“在
主里的囚犯”，“带锁链的大使”。OL2:当我们
被监禁在基督里，我们就得着祂的启示，在祂
无限的度量里，经历祂是爱召会的基督，创造
新人的基督，将万有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的基
督，作成恩赐并赐给恩赐的基督，以及安家的
基督，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 

保罗认为自己是基督的囚犯，因为他已被
基督囚禁。……基督是保罗的监牢。有一天，
你所爱的基督要成为你的监牢。每一个神的管
家，每一个供应神丰富的执事，每一个忠信爱
基督的人，迟早要被基督囚禁，且被囚禁在基
督里。你越爱祂，你就越在祂里面。至终，你
在祂里面会到一个地步，祂要成为你的监牢。
你一旦被放在这监牢里，就不会想出去，因为
你会深深爱上这监牢。在此你能享受基督到极
致。 

每一个爱圣经的人，都非常看重以弗所
书。……以弗所书包含圣经里最高的启示。这
个启示是赐给一个囚禁在基督里的人，一个享
受基督作他监牢的人。这指明我们若要看见一
些属天并神圣的东西，就必须成为一个在主里
的囚犯。我们越自由，就越瞎眼。但基督若是
我们的监牢，我们的眼睛就会被开启，看见属
天的异象，我们也要得着最高的启示。 

应用：青年在职・研究生篇⑴ 
你应该被监禁在基督里。你的同事无限制

的加班，为了应合上司和前辈，经常去喝酒。
作为基督的囚犯，你没有那样的自由。请你客
观的比较接下来的事情。在〝应合上司或前辈，
依赖他们在公司中往前〞和〝经历无限度量
的基督，信靠主在公司里往前〞中，请好好考
量哪一个是更超越的。当然你必须与上司和前
辈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但因为你爱主，被监
禁在主里，在过多的加班和频繁去喝酒上是没
有自由的。 

你必须清楚，只能选择其中之一。像世上
的人自由行动的话，就不是〝基督耶稣的囚犯〞
了。那样的话，就没有关于在以弗所书里的基
督之奥祕的召会，也没有关于基督身体的异象
和历。照着神的经纶，你的在职生活和研究生
活也不会被祝福。如果你因着召会生活，抱怨
不能和上司去喝酒，或是借口喝酒不能去聚会
的话，就对于这一个选择是没有下定决心。你
只能选择一个。愿你像摩西一样凭信心有一个
明智的选择！ 
来 11:24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拒绝称为法
老女儿之子；25 他宁可选择和神的百姓同受
苦害，也不愿有罪的短暂享受； 
祷告：“哦-主耶稣！我以前有二个选项。“害
怕人，拍人马屁”的选项和〝敬畏神，爱神，
信靠神”的选项。凭着你的恩典和怜悯，请使
我作在基督里的囚犯。我选择往前成为不自由
的。作为在主里的囚犯，请让我看见和经历关
于作基督之奥祕的召会，基督身体的异象。为

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奉献我的在职生活，求主
祝福我的在职生活。阿门！” 
Crucial Point②:神经纶中的最大发现： 

生命之灵的律被装置在我的灵里 
OL1:我们需要与装置好并运行的生命之灵的
律合作，将装置好并自动的神这自发并自动的
大能，就是内住之灵这三一神的“电流”的“开
关打开”﹔将这律的“开关打开”，乃是一直
摸着主并不断接触主，习惯地与祂有交通，并
且照着灵而行，受祂不断的灌注。OL2:在我们
的灵里，我们有神的同在、神的说话与神的相
聚，也有神作为生命之灵的律运行，将祂自己
分赐到我们里面的各部分。OL3:我们需要操练
我们的灵，起来胜过我们的身体和心理，留意
主的话而儆醒祷告，时时在灵里祷告，务要儆
醒、警戒，以持守我们祷告的生活。OL4:我们
必须建立活基督的习惯，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
这是借着建立祷告的习惯，就是不住地吸入是
灵的基督，呼求祂并与祂交谈的习惯。罗 8:1 
如此，现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没有定罪
了。2 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
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 

经过种种过程且成为内住之灵的三一神，
首先是装置在我们的灵里。然后祂要从我们的
灵扩展到我们的心思，至终祂又从我们的心思
浸透我们的身体。装置到我们里面的神是生命
之灵的律。今天这位神为我们作一切，不是凭
着活动，而是凭着律。……现今我们……只需
要照着灵而行，这意思是说我们要把心思置于
灵。当我们照着灵而行时，许多奇妙的作为就
会借着律在我们里面发生，那就是在我们里面
运行的神。 

照基督徒传统的观念，当我们向神求一些
东西时，神就进来作事，有所活动。但是照罗
马八章，在神新约的经纶中，祂并不这样作，
那是旧约的经纶。……但……在新约，……
神……是三一神，经过了种种过程，成为内住、
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根据罗马八章，这灵
今天是个律，意思是说，这律是经过种种过程
之三一神的一个自然且自动的原则，在我们里
面运行。神在新约的经纶里，为祂所救赎的子
民作工，不是凭着活动而是凭着自动的原则。 

〔神〕在我们里面的运行不是凭着活动，
而是凭着律，这乃是在神经纶中最大的发现，
甚至是最大的恢复之一。我们不需要祷告得那
么多。我们只需与祂合作就够了。与这个律合
作就是照着灵而行；照着灵而行乃是与这个运
行的律合作的路。这个律已经装置进来了，但
是律的功用与律的运行需要你的合作；你的合
作就是照着灵而行。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篇 
电脑，智能手机里装置了很多便利的软件，

使用它们可以查天气预报。赞美主。经过过程
的三一神作为律也已经装置在我们的灵里。像
打开电源,启动软件那样,回到灵里,操练灵的
话，神作为律就会自动地在我们里面做工。 

这生命之灵的律是自动做工的律,随时随
地只要你呼求主的名,回到灵里和将心思置于



灵的话,无论何时就能自动做工。你只要 (1)
发现生命之灵的律已经装置在你里面(2)呼求
主的名,并操练灵，将心思置于灵，照着灵而
行就可以了。这是你应该有的合作。 神借着
律在你里面运行，这是在神的经纶中最大的发
现。 

堕落使你的身体成为肉体，你的魂成为己。
己关于神的事，是完全无力、无用的，也无法
修理。所以,按照你的肉体生活,或者按照己生
活是" Going down "的生活。 但三一神作为
律被装置在你的灵里，回到这个灵里，照着灵
而行的话，你可以过" Going up "的生活。 你
的身体下沉的倾向，例如,“今天累了，想要
休息”等，和这样的想法对抗，还有，你的心
理状态下沉的倾向,例如“心情不好，想要休
息不去聚会”等和这样的想法对抗，请操练灵
过“Going up’的生活。为了过“Going up”
的生活，你需要警醒，警觉，维持祷告的生活。 
弗 6：17…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
救恩的头盔，并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
18 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事上
警醒，且为众圣徒祈求。。 
祷告：“哦--主耶稣,在召会生活中我发现生命
之灵的律已经被装置在我的灵中。赞美主。 我
操练自己的灵，起来，战胜我的身体和心理下
沉的倾向,在意主的话，警醒祈祷,无论什么时
候都在灵里祷告,维持祷告的生活。愿我因着
建立祷告的习惯，而过“Going up”的学校生
活。” 
Crucial Point③:学习对主主动和被动、被

主充满、让主作一切 
OL1:我们照着生命之灵的律，借着被那灵充满，
并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住在我们里面，就能
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而活基督。OL2:我们照着
生命之灵的律，借着作倒空并敞开的器皿，就
能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而活基督。OL3:我们需
要爱主到极点，保守我们自己全然、彻底并绝
对地向祂敞开，让祂为着祂身体的缘故，成为
我们的一切，并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且为着
我们作一切的事。OL4:生命之灵的律这神圣的
性能在我们里面运行，自然而然地将我们构成
为基督身体的肢体，有各种的功用，使全身叫
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保罗在罗马九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神把
我们造成“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
然后在林后四章七节说，“我们有这宝贝在瓦
器里。”这两处经文可视为我们经历基督与召
会的基本秘诀。你也许听过许多篇论到基督和
召会的信息，但如果你不晓得你必须是一个敞
开的器皿，基督与召会还是没有路。敞开的器
皿是什么意思？敞开的器皿就是不作什么，只
是一直敞开，好得着充满。经过种种过程的神
—三一神、包罗万有的灵、复合的灵—在这里
等候得着一个入口，好进到你里面去。祂进到
你里面有多少，在于你向祂敞开有多少。 

主要你主动而被动。这意思是说，祂要你爱
祂，保守自己一直向祂敞开，但要停下你的作
为。然后你就看见你得救了，你得着加力了，

你得以圣别了。你会成为一个真正享受主作为
的人。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会一直满了感
谢。……你用不着求主帮助你得胜，帮助你胜
过罪，帮助你有忍耐。你这样祷告求主帮助你，
最后不是主帮助你，而是你自己帮助了你自己。
最终你不会满了感谢，因为你晓得是你作成了
一切。你只需要爱祂，把自己向祂敞开，给祂
每一个机会来作祂所要作的一切事。你就成为
享受者，享受祂和祂的作为。所以每当你祷告
的时候，感谢就会从你口中出来，因你向主满
了感谢。 

这意思不是说，你是懒惰的、冷淡的、无
言的或困倦的。不，你是儆醒的、清明的。你
爱主，你保守自己一直向祂敞开，然而你不作
什么，祂要作成一切。这不但是可能的，也是
主所要求的。主要求你停下你的作为，但祂不
要你打盹或漠不关心；祂要你非常儆醒。要爱
祂，把自己一直向祂敞开，天天告诉祂说，“主，
我爱你．主，我在这里向你敞开。主，怜悯我，
因着你的恩典，我不喜欢我的全人有哪一部分
向你是关闭的，我喜欢完完全全地向你敞开。”
如果你这么试一试，你就会看见有些事要发生。
你无需忧虑你的得胜，无需担心你会发脾气。 

应用：青职・研究生篇⑵ 
为了有份新约福音祭司的事奉，你需要被

那灵充满。为此你需要是敞开的器皿。神不是
把你作为一个工具，而是作为器皿创造的。神
不希望你作工，乃是神来充满你这器皿，藉着
你神得以彰显。这是神对你基本的想法。 

在理解了你是器皿的基础上，请学习对神
主动-被动(Active-Passive)。一方面，为着
被那灵充满，你应该主动。这不是说，你是懒
惰的、冷淡的、无言的或困倦的，而是说，你
要是警醒的、清明的，要热烈地爱主，一直向
主敞开。 

另一方面，应该是被动的。你应该停下
你的作为，而让主来作。向主敞开，被主充
满后，让主作成一切。譬如，你要参加公司
一个重要的会议，需要下决定。不只是当
天，应该实行晨晨复兴，天天被那灵充满。
然后，与主一同参加会议，向祂祷告说，“主
啊，请你作我的倾听力、理解力、洞察力、
判断力。我不想凭自己去听、理解、决定。
因为那样的话，我肯定会失败。我要信靠
主，跟随主的说话”。到了真正需要作决定的
时候，向祂祷告说，“主耶稣，我听了各种各
样说法后，感觉应该推进这个项目。但是，
我不能单独地决定这样事。我要跟随你。我
要将心思置于灵，跟随调和的灵。你 Go 的
话，我也去。不然，我就不去。求你作我里
面的决定。” 
林前 15:10 然而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
这个人，并且神的恩临到我，不是徒然的；
反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
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高品福音 第 12 課 慈爱的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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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称义人 
当父亲与小儿子亲嘴时，小儿子就开口说

出所预备的话。他预备了四句话，但刚说了三
句，父亲就开口打断他的话。他说到我不配再
称为你的儿子时，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
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父亲的心不忍得听他说
不配再称为儿子，所以就吩咐人把那上好的袍
子拿来给他穿。这个‘那’字，是很重的一个
字，‘那’袍子是早已预备好了的袍子。父亲
一说，仆人就知道了。所以父亲只要说‘那’
上好的袍子，仆人就领会了。还戴上戒指，穿
上鞋，宰了肥牛犊。这些都出乎浪子的意外。 

我们也像小儿子预备了一套说辞，神却把
预备好了的袍子拿来给我们穿上。这个‘却’
字是新约里的大字，这一‘却’，我们就得救
了。我该定罪，神‘却’来称义；我该下火湖，
但‘却’有分于圣城。穿上袍子指着基督作我
们的义说的；罪人穿上基督，就与神相称，得
称为义。父亲也给儿子穿上鞋，叫他和地有了
分离。鞋把人和地分开了。人一归向神，得称
为义，并有圣灵作印记之后，就能和地分开。
吃肥牛犊，是指着基督作生命给我们享受说的。
基督进到我们里头，我们才能饱足快乐。 

神人同乐 
到这时，父亲与小儿子一同吃喝快乐。儿

子没有回来，父亲是不快乐的；当儿子在外面
流荡痛苦时，父亲在家里也是痛苦的。罪人没
有快乐，神也没有快乐；等到罪人快乐了，神
才快乐。小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一
个罪人归向神，被神接纳而称义得生，就是死
而复活，失而又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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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要回家！要回家！不願再流蕩！ 
現在我要回到父家，永住父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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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