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求在上面的事（詩379） 

I. “所以你们

若与基督一

同复活，就

当寻求在上

面的事，那

里有基督坐

在神的右

边”： 

西3:1 所以

你们若与基

督一同复

活，就当寻

求在上面的

事，那里有

基督坐在神

的右边。 

A. 在升天里，基督是坐在神的右边者： 

来 1:3 祂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印像，用祂大能的话维

持、载着并推动万有；祂成就了洗罪的事，就坐在高处至尊至大

者的右边； 

1. “神的右边”表征尊荣的首位。 

2. 神的右边是宇宙中第一且至高之处，神已将升天的基督安置在那里，将全宇

宙的首位和至高的尊荣给了基督。 

来8:1 我们所讲之事的要点，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祂已经坐在诸天之上至

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 

B. 神不仅拯救我们脱离死的地位，也叫

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宇宙的至高之

处： 

弗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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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祂又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

复活，一同坐在诸天界里， 

1. 神是在基督里，使我们一次永远地一同坐在诸天界里。 

2. 这是在基督升天时完成的，并且从我们相信祂起，就借着基督的灵应用到我们身上。 

3. 今天我们在灵里，借着相信这已经完成的事实，就领略并经历其实际。 

弗2:8 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藉着信；这并不是出于你们，乃是神的恩赐； 

彼前1:8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祂，却是爱祂，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入祂而欢腾，有说不出来、满有荣

光的喜乐， 

来11: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质实，是未见之事的确证。 

C. 在上面的事，即在诸

天之上的事，与在地

上的事相对： 

1. 在上面的事，包括升天的基督和关于祂的一切事。 

2. 在地上的事，包括文化、宗教、哲学和人的修行。 

西2:8 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欺骗，照着人的传统，照着世上的蒙学，不照着基督，把你们掳去； 

D.  要寻求在上面的事，我们就必须在这些事所在的地方；因为我们在基督的升天里与祂同有一个地位，我们就能寻求在上面的事。 

弗2:6 祂又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复活，一同坐在诸天界里， 

E. 按新约来看，

在上面的事包

含基督的升

天、登宝座，

以及被立为元

首、为主、为

基督： 

1. 行传二章三十六节说，在升天里，神已经立耶稣为主为基督；祂被立为万有的主，是要得着万有；祂被立为基督，作神的

受膏者，是要完成神的使命。 

徒2:36 所以，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祂为主为基督了。 

2. 基督在升天里，

得以向着召会作

万有的头： 

a. “向着召会”含示一种传输。 

b. 凡元首基督所达到、所得着的，现在都传输给祂的身体—召会。 

c. 在这传输里，召会与基督同享祂所达到的一切：从死人中复活，在超越里坐下，使万有服在脚下，

以及作万有的头。 

弗1:19 以及祂的能力向着我们这信的人，照祂力量之权能的运行，是何等超越的浩大，20 就是祂在基

督身上所运行的，使祂从死人中复活，叫祂在诸天界里，坐在自己的右边，21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

的、有能的、主治的、以及一切受称之名，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在内，22 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

并使祂向着召会作万有的头；23 召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3. 主耶稣已经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祂是开拓者，开了一条进入幔内之荣耀的路，又是先锋；祂是我们的大祭司，是真帐幕

的执事；作为登宝座者，祂乃是照神永远的经纶作神行政的中心。 

4. 这样的事才是在上面的事，我们应当思念这些事。 

5. 寻求在上面的事乃是回应并返照基督在祂天上职事里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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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为着寻求

在上面的

事并思念

这些事，我

们需要转

向我们的

灵并经历

灵与魂的

分开： 

来4:12 因

为神的话

是活的，是

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

刃的剑更

锋利，能以

刺入、甚至

剖开魂与

灵，骨节与

骨髓，连心

中的思念

和主意都

能辨明。 

A. 唯有当我们

在灵里，我们

就在天上，思

念在上面的

事；当我们不

在灵里，我们

就是属地的，

思念在地上

的事： 

西3:2 你们要思

念在上面的事，不

要思念在地上的

事。 

1. 寻求在上面之事的路乃是转到灵里，并呼求主的名。 

罗8:16 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10:12 因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众人同有一位主，祂对一切呼求祂的人是丰富的。 

2. 从天上的基督那里，到地上我们这里，

借着我们灵里包罗万有的灵，有一种传

输在进行： 

弗1:19 以及祂的能力向着我们这信的人，

照祂力量之权能的运行，是何等超越的浩

大，2:22 你们也在祂里面同被建造，成为

神在灵里的居所。 

a. 我们的灵是接受神圣传输的一端，天上神的宝座是输送的一端。 

启5:6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中间，并众长老中间，有羔羊站立，像是刚被杀过

的，有七角和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全地去的。 

b. 我们转到灵里，就被提高到天上。 

启4:2 我立刻就在灵里；看哪，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c. 因着从天上神的宝座达到我们灵里的传输，当我们在地上经历并享受基督时，

就同时也在天上了。 

d. 我们在灵里便与基督同有一个地位，寻求在上面的事。 

B.  我们需要经

历灵与魂分

开： 

1. 帖前五章二十三节表明，魂与灵是不同的，是两个分开的东西；魂与灵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帖前5:23 且愿和平的神，亲自全然圣别你们，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得以完

全，无可指摘。 

2. 魂与灵可以被分开，因为是两个实体，两种本质；不论我们的灵如何深藏在我们的魂里，二者仍是两个不同的器官；所以

我们需要经历分开我们的魂与我们的灵。 

3. 灵是这样深藏在魂里，所以必须借着神那活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的话，把灵从魂分开。 

4. 林前二章十四至

十五节论到两种

人—属魂的人和

属灵的人： 

a. 属魂的人，和魂本身，不能领会或领受属灵的事。 

林前2:14 然而属魂的人不领受神的灵的事，因他以这些事为愚拙，并且他不能明白，因为这些事是凭灵

看透的。 

b. 属灵的人看透属灵的事，并且喜欢领受属灵的事，也喜欢认识并经历在上面的事。 

林前2:15 惟有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看透他。 

c. 我们乃是凭灵领会并看透属灵的事，我们也是在灵里渴望得着属灵的事。 

C.  借着经历魂与灵的分开并借着操练我们的灵，我们就能寻求在上面的事，并思念这些事；于是基督天上职事里的丰富就传输到我们里面，我

们就被变化并为基督所构成。 

来7:25 所以，那藉着祂来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为祂是长远活着，为他们代求。26 像这样圣而无邪恶、无玷污、与罪人分别，并且

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罗 12:2 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藉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

意。林后 3:18 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祂同样的形像，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

灵变化成的。 

  



经历：①在上面的事包含基督的升天，登宝座，他被立为元首，主，基督。我们

因着寻求在上面的事，得以建造新耶路撒冷 

西3:1 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寻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

右边。2 你们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 

主是神，祂一直是主。但主是人，祂是在复活里将祂的人性带进神里面以后，

才在升天里被立为主。神一直是主，但如今在宝座上有一个人是主。耶稣被钉十字

架并埋葬以后，神使祂复活，叫祂坐在自己的右边，使这位拿撒勒人耶稣成为全宇

宙的主。 

基督的为主身分既然在祂的升天里完全得着建立，我们—与元首基督联结为一

之身体上的肢体—只需要领悟这属天的事实。我们一旦领悟基督已经得着为主的身

分，我们召会作为祂的身体，就必须加以应用。 

基督在祂的升天里不仅被立为万有的主，也被立为神的基督，要照着神新约的

经纶，完成福音的广传和召会的建造，使神所拣选的人能得救并得成全，以构成新

耶路撒冷，作神永远的居所和彰显，使神得着永远的满足。 

因此，作为在升天里的一位，基督被立为主为基督，使祂借着祂属天的职事得

着万有并完成神的使命，以成就神的计划。 

在职青年篇： 

作为在职青年，你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所谓在地上的

事是指，在公司里的升职，收入的增加，孩子的教育，购买车和自己的家等。神

知道这些一切东西是你的需要。 

太6:28 你们何必为衣服忧虑？你们细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生长；它们既不劳

苦，也不纺线。29 但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在他极盛的荣耀里，也没有披戴得

像这些花中的一朵。30 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尚且这样给它穿戴，何况你们？31 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要吃什么？喝什么？

披戴什么？32 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急切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

这一切。33 但你们要先寻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一切就都要加给你们了。34 所

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你不可因这些生活的需要而忧虑。反之，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也就是寻求神

的国和神的义，基督与召会。在神，有照着他的心愿的经纶，神经纶的目标乃是

建造神的住所，召会，基督的身体，新耶路撒冷。神爱你，为了你在十字架上流

了宝血。在消极方面是为了你不在火湖里灭亡，而在积极方面是为了你被基督充

满，建造基督的身体。请你摸着神的爱，爱神，爱神的经纶，过寻求在上面的事

的在职生活。 

 

 

经历：②通过灵与魂的剖开，还有操练灵，寻求在上面的事 

林前2:14 然而属魂的人不领受神的灵的事，因他以这些事为愚拙，并且他不能明

白，因为这些事是凭灵看透的。15 惟有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看透他。 

在魂与灵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并且魂能与灵分开，也该从灵分开。不仅如此，

林前二章十四至十五节给我们看见，除非魂被灵征服，并服从灵，否则魂就抵挡

灵，并与灵抵触。……属魂的人是天然的人，活在魂里的人。魂在属灵的事上是

全然无能的。 

在这两节里，我们能看见两种人：属魂的人和属灵的人。属魂的人，和魂本

身，不能领会或领受属灵的事，甚至认为属灵的事是愚拙的。然而，属灵的人看

透属灵的事，并且喜欢领受属灵的事。我们乃是凭灵领会并看透属灵的事，我们

也是在灵里渴望得着属灵的事。我们若是属魂的，我们根本不能领属灵的事，我

们不喜欢任何属灵的事，我们甚至以属灵的事愚拙。 

保罗在歌罗西三章一至二节告诉我们，不仅要寻求在上面的事，也要思念在

上面的事…让我们举目望天，思念那些奇妙、超越的事，就是在上面的事。…。

让我们学习向诸天敞开我们的灵和我们的全人，并一直打开“开关”使神圣发电

厂的传输不断流进我们里面。 

中高中生篇： 

从中高生的时候开始，学习辨别自己的魂和灵，操练自己的灵。魂由心思，

情感，意志组成。心思是考虑并理解事物的器官。情感是爱或憎恶的器官。意志

根据心思和情感来决定。在学校主要是训练心思，也就是训练理解力。可是召会，

教导你辨别你的灵与魂，操练灵。越操练灵，灵越强，你的灵变得可以支配魂。 

从年轻时开始学习区别灵与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主只会在灵里才可以供应

你，引导你，成全你，建造你。可是如果你不在灵里，而在魂里的话，你会将主

的祝福视为愚蠢的事。神祝福的应许，对属灵人来说是莫大的祝福，不过对属魂

的人来说是愚蠢。如果理解这个大的差异，你应该会迫切渴望辨别灵与魂，操练

自己的灵吧。 

将来，你还会有为进大学，就业和结婚而必须下大决定的时候。许多人选了

不该选的，在非常混乱中变得低沉。譬如，在公司中有人事变动。上司为了公司

职员的成长决定了那件事。可是，在魂里的人，因为在黑暗中，缺乏洞察力，复

杂，往往变的叛逆，憎恨决定人事变动的上司，有的还辞职。这样属魂人把祝福

误解成咒诅，陷入大混乱里。那是因为由他们不区别灵和魂，不操练灵理解状况，

而下决定。 

为了区别灵与魂，你需要神活的话。神的话活而有功效，比一切两刃的剑更

锋利，能辨别灵与魂。因此，关于灵与魂的辨别你绝对不能依靠自己的能力，要

依靠神的话。在实行上，每天早晨，请圣别 5到 15分钟呼求主的名，祷读主的话。

如果你从年轻时开始学习这个事，你的前途会大大地被祝福。阿门！ 



约翰福音第 7章中的里程碑：干渴人的需要－生命的解渴 

By神大BSG OB/OG 

约7:2 当时犹太人的住棚节近了。 

37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38 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39 耶稣这话是

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住棚节是收割的节期，作为一年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期，含示人一生的完满和

成功。这一切都要到尽头，结果仍是干渴。7章 37节的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

日，是人生的成功顶点的日子。那也表示，来自人生的成功的享受是有结束的时

候。 

比如大学祭对学生来说是快乐时光，学生渴望那个享受一直持续，不过，那

个享受有结束的日子。这时，节期的末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

我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还有学生与亲近的朋友一起去旅行，度过快乐时光。可是快乐的旅行也有最

后的日子，旅行回来有说不出来空虚的感觉，干渴。在人生的成功和享受上必定，

有“节期的末日”。并且那日人人干渴。可是感谢主。你可以来到主这里，喝活水。

你口渴的话会来到饮水机来喝。同样的，因为主是属天的饮水机，你可以到主这

里来喝。 

你喝这个活水的话，不仅仅医治你的干渴，从你里面满足你，从你里面流出

活水的江河来。那个作为喜乐的河，安慰的河，鼓励的河，爱的河，力量的河等

都要从你里面流出。那是为了把喜悦，安慰，鼓励，爱，力量等，流给你周围的

人，医治他们的干渴。 

信入他里面的人喝活水是指那灵说的，主耶稣在地上时那灵还没有。关于“那

时还没有那灵(39节)”，请读以下的注解。 

神的灵从起初就有了，（创一 1～2，）但那灵，就是基督的灵，（罗八 9，）耶

稣基督的灵，（腓一 19，）在主说这话时还没有，因为他尚未得着荣耀。耶稣是在

复活时得着荣耀的。（路二四 26。）他复活后，神的灵就成了那成为肉体、钉十字

架、复活之耶稣基督的灵。基督在他复活的晚上，已将这灵吹到门徒里面。（二十

22。）现今这灵乃是另一位保惠师，就是基督受死之前所应许实际的灵。（十四16～

17。）当这灵还是神的灵，他只有神圣的元素；当他藉着基督成为肉体、钉十字架

并复活，成了耶稣基督的灵，他就兼有神圣与属人的元素，连同基督成为肉体、

钉十字架和复活的一切素质和实际。因此，他现今乃是包罗万有耶稣基督的灵，

作了活水给我们接受。 

现在，主经过种种过程，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十字架，复活，成为了包罗

万有，赐生命的灵。这个赐生命的灵是，我们应该要喝的活水。活水现在在这里。

在神这边全部已准备就绪。现在是轮到你的时候。你，单纯的信入接受他，每天

喝这活水，就能够经历被医治！！ 

赛 58:11 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时使你的心满足，使你的骨头强壮；

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水泉。 

请读以弗所书5章的以下的话。 

弗 5:18 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放荡，乃要在灵里被充满，19 用诗章、颂辞、灵歌，

彼此对说，从心中向主歌唱、颂咏，20 凡事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里，时常感

谢神与父， 

喝活水的秘诀之一是用诗歌赞美，讲说，祷告。请用以下的诗歌赞美，对说。

越唱，你越可以喝活水，活水的江河就要从你腹中流出来。   

1069. Gospel - Testimony (J 698) 

 

 

 

 

 

 

 

 

 

 

 

大学和大学院毕业之后，许多人在企业开始上班。一旦进入企业的话，在同

世代的人们竞争中，一部分人晋升到经理，一部分人晋升到部长。可是不管成为

经理，还是成为部长，里面还是干渴的。更有从部长中些许的一部分人成为董事,

不过，人里面干渴的感觉，随着成功不是减少反而增加。这个不是说你不需要成

功。不是那样，不管你坐上什么管理职，这些成功的结果还是干渴。 

请你在年轻时相信接受主，喝活水。主医治你的干渴，从你流出，为使能医

治你周围的人的干渴。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在企业中就能成为优秀的领导。即使

你不在为了升职而有的竞争行列中，最终，你也一定可以凭着出色的表现和领导

能力而成功。如果你先寻求神，喝活水，主与你同在，你生活的全部需要神都会

看顾。感谢主。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