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经历基督的内在意义 
( 国殇节特会 ) 2019/7/1-7 

Ⅰ．对基督的经历是个奥秘： 
Ａ．神是个奥秘，基督是神的奥秘，而召会是基
督的奥秘；因此，召会实际上是奥秘中的奥秘。 
Ｂ．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个奥秘，譬如，人的爱
虽然有限，但基督徒所活出正确的爱却是无限
的；因此，基督徒的爱是个奥秘。 
Ｃ．显大基督就是无止境地彰显基督，也就是对
全宇宙表明，我们凭以活着的基督，乃是无限的。
腓1:20 这是照着我所专切期待并盼望的，就是
没有一事会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
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 
D．保罗经历基督作他无限的忍耐，乃是显大无
限的基督；我们凭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而
活基督，所显的任何属性都是无限的，因此是奥
秘的。 
腓1:21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月 
E．甚至我们对人的赦免也必须是基督的显大；
我们的赦免就是那没有穷尽的基督自己在我们
里面得显大。 
F．在苦难中，我们只要单纯地爱主并经历祂；
这样，我们就会显大基督，彰显祂作无限的一位；
借着苦难显大基督，乃是喜乐的事。 
林后12:9 祂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
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极
其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Ｇ．经历基督乃是个奥秘，举凡我们对基督的经
历都是无限的；我们若看见这个异象，这异象就
不仅会控制我们的生活，更会加强我们基督徒
的行事为人；神的心意是要借着我们显大基督。 
Ｈ．召会生活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总和；我们都
活基督，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加起来，就成为召
会生活；当我们作为召会来在一起时，我们乃是
一个完全的奥秘。 
提前3:15 倘若我耽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
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活神的召会，真理的柱石
和根基。 
16 并且，大哉！敬虔的奥秘！这是众所公认的，
就是：祂显现于肉体，被称义于灵里，被天使看
见，被传于万邦，被信仰于世人中，被接去于荣
耀里。 
Ｉ．保罗说，“在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意思
是说，我们能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所经历并所活
的基督是个奥秘；我们不该对我们的经历有把
握，因为一切对基督的经历都是奥秘的。   火 
Ⅱ．腓立比书揭示，经历基督乃是我们在推广福
音上有交通，直到主耶稣回来： 
腓1:3 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 
4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总是欢欢喜喜
地祈求， 
5 为了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在推广福音上
所有的交通； 
6 我深信那在你们里面开始了善工的，必完成

这工，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 
Ａ．从我们得救起，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
的基督徒生活该是传扬福音的生活： 
１．经历并享受基督的生活，乃是推广福音的生
活，传扬福音的生活，不是个人的，乃是团体的；
我们越在推广福音上有交通，就越经历并享受
基督；这杀死我们的己、野心、喜好和拣选。 
２．无论我们说话或保持静默，我们的生命、生
活、所是和全人，都必须是基督的传扬。  水 
Ｂ．保罗嘱咐我们行事为人要“配得过基督的福
音”，就是要“在一个灵里站立得住，同魂与福
音的信仰一齐努力”： 
腓1:27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配得过基督的福音，
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关
于你们的事，就是你们在一个灵里站立得住，同
魂与福音的信仰一齐努力。 
１．为着福音的工作同魂，比在一个灵里经历基
督更难。 
腓2:20-21因我没有人与我同魂，真正关心你们
的事，…因为众人都寻求自己的事，并不寻求基
督耶稣的事。 
２．同魂需要我们在灵里得着重生以后，进一步
在我们的魂里得着变化。 
３．我们若在情感、思想和决定上不是一，我们
就不是同魂；只要我们不是同魂，我们就不在推
广福音上所有的交通里，行事为人就配不过福
音。 
４．当召会的众肢体都在一个灵里同魂时，这个
一就能说服人、征服人并吸引人，我们就会经历基
督并享受基督。                                  木 
Ⅲ．严格地说，腓立比书不仅论到经历基督，也
论到享受基督： 
Ａ．腓立比书既是说到对基督的经历和享受，其
结果乃是喜乐，所以该书也是一卷充满喜乐、欢
喜的书。 
腓2:2 你们就要使我的喜乐满足，就是要思念
相同的事，有相同的爱，魂里联结，思念同一件
事， 
4:4 你们要在主里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
乐。 
Ｂ．经历基督主要是在我们的灵里，而享受基督
乃是在我们的魂里；我们就象那些被迫吃食物
而没有享受食物的孩子，许多时候我们经历基
督而没有享受基督。 
Ｃ．因此，我们可能经历基督而没有享受基督；
这里的难处是在于我们的魂——我们的心思、
情感和意志。 
Ｄ．“我多少担心你们对基督的享受可能不是那
么多”；许多人失去了对基督的享受，原因是他
们在魂里有难处；你们若对基督没有很多的享
受，就指明你们没有在魂里是一，没有在魂里联
结。                                   金 
Ｅ．在腓立比人中间，他们在思念上不合，这令
使徒受搅扰；因此，他要求他们思念相同的事，



甚至思念同一件事，使他的喜乐可以满足： 
１．从本书全文看，“同一件事”必是指对基督
主观的认识和经历；基督，唯有基督，该是我们
全人的中心和普及。 
腓3:8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看作亏损，因我以
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因祂已经亏损万
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 
２．同一件事乃是为着召会生活，身体生活，主
观经历基督作我们的享受；这同一件事该一直
占有我们的心思；我们若思念同一件事，对基督
的享受就立刻成为我们的分。  
３．我们的思念应当集中在对基督宝贵的认识
和经历上；集中于任何别的事物，都会使我们的
思念不同，因而造成我们中间的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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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不思念同一件事，而思念别的事，就是背叛
神的经纶；神的经纶就是要我们思念同一件事。 
５．腓立比的信徒因着思念上的不合，而有不同
程度的爱；他们对众圣徒没有相同的爱以保守
一；我们对圣徒的爱若受过调整并对付，我们爱
圣徒时就会享受基督。 
６．在魂里是一，魂里联结，不仅是为着经历基
督，更是为着享受基督；我们对基督的经历，也
该是对基督的享受。 
７．我们对基督的经历要有享受，就必须在一个
灵里，并且要同魂；我们要享受基督，就需要有
正确的魂，就是“共同的魂”，与其他圣徒的魂
是一的魂。 
８．我们该作的最重要的事，乃是今天就经历基
督作我们的享受，使召会能建造起来，使祂得着
荣耀；这是我们蒙保守在主的恢复里，直到祂回来
的路。                                        土 
 

Crucial Point①: 经历基督乃是个奥秘 
OL1:神是个奥秘，基督是神的奥秘，而召会是基
督的奥秘；因此，召会实际上是奥秘中的奥秘。
西 2:2 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在爱里结合一起，
以致丰丰富富地在悟性上有充分的确信，能以
完全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OL2: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个奥秘，比如，人的爱
虽然有限，但基督徒所活出正确的爱却是无限
的；因此，基督徒的爱是个奥秘。 
OL3:显大基督就是无止境地彰显基督，也就是
对全宇宙表明，我们凭以活着的基督，乃是无限
的。 
腓 1:20 这是照着我所专切期待并盼望的，就是
没有一事会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
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 
OL4:召会生活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总和；我们
都活基督，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加起来，就成为
召会生活；当我们作为召会来在一起时，我们乃
是一个完全的奥秘。 

经历基督乃是个奥秘，举凡我们对基督的

经历都是无限的。我们若看见这个异象，这异象
就不仅会控制我们的生活，更会加强我们基督
徒的行事为人。。…召会生活是我们基督徒生活
的总和。我们都凭基督活着，而我们基督徒的生
活加起来，就成为召会生活。 

所有属人的美德都是有限的。譬如，属人的
容忍终究会耗尽；但我们若活出基督的显大，就
不会耗尽。这个奥秘能征服魔鬼、污灵和所有邪
恶的天使，也会使所有的人信服。所有的人会因
着看见基督的显大而信服。我们基督徒的忍耐
是个奥秘，因为那是基督的显大。基督的显大不
仅是基督的显明，更是基督显明为无限的一位。 

甚至我们对人的赦免也必须是基督的显大。
彼得在马太十八章问主，他应该赦免他的弟兄
多少次，是否该赦免七次。但主告诉他必须赦免
七十个七次。这是没有穷尽的赦免。。 

显大基督的意思就是彰显祂作无限的一位。
借着我们苦难的加增，祂就被显大。不要害怕苦
难，因为借着苦难显大基督，乃是喜乐的事。。…
保罗在这卷书中一再地告诉我们，要在主里喜
乐。当我们在欢愉的环境中，喜乐可能没有多少
意义。但是当我们在监牢中喜乐，那就大有意义。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篇 
因为你经历的基督是奥秘的，所以应该显

大无限的基督。例如，你能够在人际关系中经
历基督作为爱，并用这爱爱人。这个经历是很
棒的，但请记住，基督的爱是无限的。还有你
在联考、定期考试、英检或 TOEIC、日语检定
考中，经历基督作智慧、理解力和忍耐力。但
基督的智慧、理解力和耐力是无限的。你不能
留在过去的基督经历中。今天，需要和弟兄姊
妹一同，重新向主敞开，新鲜的，更加经历
阔、长、高、深的基督。基督的每一面都是无
限的。不要以为你一点的经历就已经把基督经
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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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searchable riches of Christ)，当作福
音传给外邦人， 
18 使你们满有力量，能和众圣徒一同领略何
为那阔、长、高、深， 
19 并认识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使你们被充
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 
祷告：“哦，主耶稣，我主的丰富是无限的。开
我的眼，使我经历无限扩大的基督，显大基督。
经历基督是奥秘的。让我每天和弟兄姊妹一同
经历、享受无限的基督。并且被神的丰满充满。
愿我在召会生活中随时都向主完全敞开，一直
保持对无限的基督有胃口”。 
 
 
 
 
 



Crucial Point②: 经历基督，就是在推广福
音的交通，并持续到主耶稣的回来 

OL1: 经历并享受基督的生活，乃是推广福音的
生活，传扬福音的生活，不是个人的，乃是团体
的；我们越在推广福音上有交通，就越经历并享
受基督；这杀死我们的己、野心、喜好和拣选。
OL2: 同魂需要我们在灵里得着重生以后，进一
步在我们的魂里得着变化。 
OL3: 我们若在情感、思想和决定上不是一，我
们就不是同魂；只要我们不是同魂，我们就不在
推广福音上所有的交通里，行事为人就配不过
福音。 
OL4: 当召会的众肢体都在一个灵里同魂时，这
个一就能说服人、征服人并吸引人，我们就会经
历基督并享受基督。 
腓 1:3  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 
4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总是欢欢喜
喜地祈求， 
5 为了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在推广福音上
所有的交通； 
6 我深信那在你们里面开始了善工的，必完成
这工，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 

保罗在一章二十七节说，『只要你们行事为
人配得过基督的福音。』我多年前读这节经文时，
以为行事为人配得过福音，意思就是说，在那些
我们传福音给他们的人面前，行为要完全。但这
不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二十七节下半说，『叫
我…可以听见关于你们的事，就是你们在一个
灵里站立得住，同魂与福音的信仰一齐努力。』
保罗在这里不是说要爱我们的妻子，服从我们
的丈夫，孝敬父母，以仁爱的态度行事为人。反
之，他乃是告诉我们，要在一个灵里同魂站立得
住。我们若不是在一个灵里同魂，我们的行事为
人就配不过福音。…我们乃是借着在一个灵里
同魂而享受基督。我们借着传福音，彰显了我们
在灵里并魂里的一。…我们传福音时，若不是这
样享受基督作筵席，就指明我们有了问题…主
要的是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饱尝了基
督作筵席，并且享受了祂。 

应用:新约福音的祭司篇 
（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新约福音的祭司） 
新约的所有信徒都是福音的祭司，所以你

需要过传福音的生活。保罗传福音，牧养新人，
建造众召会，并环游各地。途中，他写了新约的
书信。 他在传福音时，经历基督并更新了他的
异象。如果你没有进入到推广福音的交通中，你
就不能正常的经历并享受基督。换句话说，如果
你没有实行马路福音，没有向亲戚、朋友和邻居
传扬福音，那么你对基督的经历就是贫乏的，你
对基督和召会的异象也不会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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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3：16）”。
一个人是否在火湖中直到永远的毁灭，只取决
于一个人是否相信基督。 信的人得着永远的生

命，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你希望你的亲戚和朋
友灭亡，还是希望他们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并
团体地彰显神的荣耀呢？ 

由于推广福音的交通不是个人的事，而是
团体的事，因此不仅要求同一个灵，也要求同魂。
例如，即使你对福音没有太多负担，也不要批评
召会的福音活动，而要在同心合意地为福音祷
告。在同魂祷告时，如果你接受了从主来的负担，
请参加福音活动，一个小时也可以。那样，你可
以在推广福音的交通中更丰富地经历和享受基
督。哈利路亚！  
祷告：“哦主耶稣，在召会生活中，我有分于推
广福音的交通。我在传福音上，操练同灵同魂。
主啊，请你从我的灵扩展到魂的心思、意志、情
感，变化我的魂。在推广福音的交通中，我能丰
富地经历和享受你。与弟兄姐妹一起为福音朋
友祷告，向他们传福音。请拯救我周围的人。愿
他们免于沉沦，团体地彰显神。阿门！” 

 
Crucial Point③:正常的召会生活不仅是经历

基督，也是享受基督的生活 
腓 2:2 你们就要使我的喜乐满足，就是要思念
相同的事，有相同的爱，魂里联结，思念同一件
事，． 
4:4 你们要在主里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
乐。。 
OL1:腓立比书既是说到对基督的经历和享受，
其结果乃是喜乐，所以该书也是一卷充满喜乐、
欢喜的书。 
OL2:经历基督主要是在我们的灵里，而享受基
督乃是在我们的魂里；我们就象那些被迫吃食
物而没有享受食物的孩子，许多时候我们经历
基督而没有享受基督。 
OL3:“我多少担心你们对基督的享受可能不是
那么多”；许多人失去了对基督的享受，原因是
他们在魂里有难处；你们若对基督没有很多的
享受，就指明你们没有在魂里是一，没有在魂里
联结。 
OL4:不思念同一件事，而思念别的事，就是背叛
神的经纶；神的经纶就是要我们思念同一件事。 

召会生活将属鬼魔的事物从我们的心思夺
去。在召会生活中，我们帮助众圣徒思念同一件
事—为着召会生活享受基督。我们都为着召会
生活思念经历基督的事。我们这样作，就是顺从
的。…每当我们思念别的事物，我们就是不顺从
并背叛的。不思念同一件事，而思念别的事，就
是背叛神的经纶。神的经纶就是要我们思念同
一件事。某位弟兄得罪了你么？你不该思念那
件得罪你的事，因为神的经纶不容许。你若思念
那件事，你就是背叛神。这是严肃的事。发怨言
也是背叛。神的经纶不容许我们发怨言；这样作
就是不顺从。我们都有自己的性情；我们都习惯
发怨言、起争论并埋怨人。但我们若在起争论和
发怨言的事上蒙光照，我们就会说，“主啊，赦



免我的背叛。……我要顺从你的经纶，思念同一
件事。虽然有人得罪了我，我不要思念那些事，
我只要思念对基督的享受和经历。” 

应用：青职・硕士篇 
神的经纶不允许你发怨言，背叛。发怨言，

抱怨这件事实际上是在你魂里的魔鬼的思想，
是从魔鬼而来的。因此，你需要停止和魔鬼撒旦
的对话。反对召会，误解憎恨弟兄姊妹的不是你，
而是你肉体里的魔鬼。 
彼前 5:5 照样，年幼的，要服从年长的；你们
众人彼此相待，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因为神敌挡
狂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6 所以你们要谦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使祂到
了时候，可以叫你们升高．… 
7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祂顾念你们。
8 务要谨守、儆醒。你们的对头魔鬼，如同吼叫
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8 节 FN「寻找可吞吃的人」：这里彼得警告在逼
迫中受苦的信徒，他们若不肯谦卑，服在神大能
的手下，将忧虑卸给神，他们就会被对头魔鬼，
这吼叫的狮子所吞吃。这教训我们，狂傲和忧虑
会使我们成为丰美的猎物，满足吼叫狮子的饥
饿。 

如果与撒旦对话,就会成为撒旦的猎物。 
绝不能回应从撒旦的话,和与撒旦对话。 因此,
请操练谦卑和将担心的事交托给神。你越是和
撒旦对话、撒旦就越使你成为高傲，满了担忧，
不信的人。你要谦卑，将忧虑交给神的话,就能
拒绝和撒旦对话，对付魂深处的恶魔思想，思念
和弟兄姊妹一样的事，在魂里联结是一。这时，
你在召会生活中就能丰富地经历并享受基督,
充满喜乐。 

赶出魂里魔鬼的思想,拥有被喜乐充满的
召会生活的话,也会对你的工作和研究生活产
生很棒的积极影响。 
祷告：“哦主耶稣,请消除我魂里的邪恶思想。
因此，请开我的眼，绝不和魔鬼对话，特别是说
出高傲和担心的事。这是为了让我思念和弟兄
姊妹一样事，在魂里联接，享受基督，充满喜乐。
还有，在神的经纶中,请祝福我的工作生活。” 

 
 
 
 
 
 
 
 
 
 
 
 
 
 

高品福音 第 13 课 耶稣是罪人的朋友（上） 
太 11:19 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看哪，
一个贪食好酒的人，一个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
智慧从她的行为得称为义。 

在福音书里，主耶稣被陈明为罪人的朋友，
因为就历史的观点来看，祂在人中间的行动，首
先是作他们的朋友，然后才作他们的救主。但今
天你有否看见，为要成为我们的救主，祂首先仍
然是作我们的朋友？在我们达到愿意，或能接
受祂作救主的地步之前，祂是作一位朋友临到
我们，使我们能不受拦阻的亲身遇见祂，使救恩
的门一直敞开，叫我们能接受祂作救主。这是一
个宝贵的发现。 

自从我看见了这位救主是罪人的朋友，我就
带了许多不寻常、不容易得救的人到主面前。我记
得在一个地方，一位年轻女子来向我挑战说，她不
想得救。她说，她还年轻，希望过好日子，不愿放
弃自己的生活方式，过严肃、有节制的生活，因为
那样生活就没有欢乐了。她说，她不想离弃她的罪，
对救恩更没有丝毫的渴慕！事实上，她对于福音知
道得不少，因为她是读教会学校的，所以这是她对
福音的反抗。在她向我近乎吼叫了一会儿之后，我
说，‘我们祷告，好么？’她轻蔑的说，‘我要祷
告什么？’我说，‘我不能代替你祷告，但我愿意
先祷告，然后你可以把刚才所告诉我的都告诉主。’
她有点吃惊的说，‘哦，我不能这样作！’我说，
‘你能，难道你不知道祂是罪人的朋友么？’这句
话摸着了她。她真的祷告了——一个非常不正统
的祷告；但从那个时候开始，主就在她心里作工。
过了几天，她就得救了。 
领人遇见主: 那些仅仅靠知识得救的人往往变成
大头脑。他们似乎不太觉得需要神就能往前了。
他们一切都知道，甚至觉得自己有资格批评传道
人陈明事实的方式。但当他们遇到危机，失去方
向，必须信靠主的时候，他们却作不到。他们与
主没有活的接触。然而另有些人，可能知识不
多，却从自己出来，摸到了活的神，甚至在极重
的试炼中因信而得着长进。这就是为何我们首要
的目的必须是领人遇见主。乃是活的主成了我们
的救主。耶稣不再是钉十字架的那一位，乃是掌
权的一位；所以今天我们要得救，不是去到十字
架底下，乃是来到宝座前，相信祂是主。也许我
们需要更清楚看见救赎与救恩的分别。救赎是主
耶稣二千年前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我们今天的
救恩乃是根据这个救赎，那是在时间里一次永远
完成的。 
救恩是个人主观的经历(1): 这样看来，救恩是
个人主观的经历，可以说是根据主的复活，过于
根据主的死。为了在神面前客观的遮罪，基督的
死是必需的。但为着救恩，新约强调我们要相信
祂的复活，因为复活乃是祂的死蒙悦纳的证明。
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个人已经复活，并升天进
到荣耀里，我们现在就是要努力把罪人带到与
祂直接的接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