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认识并经历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作我们
的生命和新人的构成成分 

(感恩节特会) 2020/2/17-23因纲要太长，鸟瞰省略 
Ⅰ．我们需要认识并经历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
督作我们的生命： 
Ａ．我们要经历基督作我们的生命，就需要看见我
们与基督同有一个地位、一个生命、一个生活、一
个定命和一个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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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6:17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１．我们的地位乃是在基督里；因着我们在祂里面，
所以祂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坐在神的右边： 
ａ．我们的地位乃是在基督里；因着我们在祂里面，
所以祂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坐在神的右边。 
ｂ．当我们在灵里，我们在实际上和经历上就在基
督里、在父里并在天上： 
⑴从天上的基督那里，到地上我们这里，借着我们
灵里那包罗万有的灵，有一种传输在进行着。 
⑵那在天上坐在宝座上的基督，现今也在我们里面，
也就是在我们灵里，这灵就是神居住的所在。 
⑶我们的灵今天既是神居住的所在，现今也就是天
的门，在那里基督是梯子，把我们联于天，并把天带
给我们。 
⑷我们的灵今天既是神居住的所在，现今也就是天
的门，在那里基督是梯子，把我们联于天，并把天
带给我们。                                月 
２．神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又成了
我们的生命： 
西3:3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
藏在神里面。 
4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祂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祂
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火・木) 
ａ．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意思就是说，祂对我们是
主观到了极点的。 
ｂ．不可能把一个人和他的生命分开，因为人的生
命就是人自己；因此，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意思
就是说，基督成了我们，我们与祂同有一个生命和
生活。 
ｃ．基督是信徒的生命，有三种特点，将基督的生
命与天然的生命区别出来： 
⑴基督的生命是钉十字架的生命。 
⑵这生命是复活的生命。 
⑶这生命是藏在神里面的生命。             火 
３．寻求在上面的事，并思念那些事，就是加入主
天上的职事，也就是祂神圣的事业；这就是活基督，
过与基督的生活是： 
ａ．在基督天上的职事里，祂今天是活着作大祭司，
为众召会代求。 
来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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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 所以，那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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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4:2 你们要坚定持续地祷告，在此儆醒感恩。 
ｂ．在基督天上的职事里，祂今天是活着作属天的
执事，以基督的丰富供应圣徒。 
ｃ．在基督天上的职事里，祂今天是活着作神行政
的宇宙管理者，为了完成神的定旨： 
⑴从诸天之上的宝座那里，神圣的传输正把在上面
的事带进众地方召会中。 
⑵启示录四、五章里有“中央政府”的异象；一至
三章里有众地方召会作“大使馆”的异象；借着七
灵，有一种传输从天上的“总部”传到众召会这些
“大使馆。 
⑶众地方召会中所发生的事，该受天上神宝座的指
引；这恢复要成为“主的”恢复，就必须受主指引。     水 
４．我们的定命乃是荣耀；基督正在领我们进荣耀
里去，叫我们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Ｂ．我们的生命乃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这生命
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隐藏在神里面的基督，由
隐藏在金罐里的吗哪所预表： 
启2:17 …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吗哪赐给他，并
赐他一块白石，上面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
没有人认识。 
１．作为隐藏吗哪的基督，在作为金罐的父神里面；
父在作为约柜的基督里面，基督有神性与人性这两
种性情；基督作为内住的灵，活在我们重生的灵里，
成为至圣所的实际。 
２．我们吃基督这隐藏的吗哪时，就合并到祂里面，
作神与人相互的住处。 
Ｃ．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有力地指明我们要以祂为
生命而凭祂活着，要在日常生活中活祂： 
１．基督必须在实际上、在经历上是我们的生命；
一天过一天，我们需要在祂的生命里得救。 
２．新人乃是我们接受基督作生命并活基督的自然
结果。                                   木 
Ⅱ．我们需要认识并经历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
督作新人的构成成分： 
Ａ．在新人里只有基督有地位；祂是新人一切的肢
体，也在一切的肢体之内；在新人里祂是一切。 
Ｂ．在新人里基督是中心，也是普及；祂是构成新
人的成分；在新人里祂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Ｃ．我们若要活基督作新人的构成成分，就需要受
基督的平安管治，并被基督的话内住： 
西3:15 又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仲裁…  
１．我们需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作仲裁： 
弗2:15 在祂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
法，好把两下在祂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成
就了和平。 
ａ．“作仲裁”一辞的希腊文也可译为：“作裁判，
作主席，登位作每件事的管治者和决断者”；基督
那作仲裁的平安，消除我们与任何人的嫌隙。 
ｂ．我们常常发现我们里面有三派：一派是积极的，
另一派是消极的，还有一派是中立的；因此，需要
内里的仲裁来解决我们里面的争执： 
⑴每当我们感觉我们里面各派在争执或争吵时，我
们需要让基督的平安作主席，并让这平安，就是新



人的一，在我们里面管治并下最后的断语。 
⑵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意见、观念摆在一边，听内住
之裁判的话。 
ｃ．我们若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作仲裁，这平
安会解决我们中间所有的争执；我们就会与神有纵
的平安，并与圣徒有横的平安： 
⑴借着基督的平安作仲裁，我们的难处解决了，圣
徒之间的摩擦也消失了；然后召会生活就能甜美地
得保全，新人也实际地得以维持。 
⑵基督的平安作仲裁，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作工，
好在我们身上施行管治，来作结论，下最后的决断。 
⑶如果我们一直让基督的平安作王管治，我们就不
会得罪别人，破坏别人；我们反而会靠着主的恩典
并带着祂的平安，把生命供应给别人。 
⑷这平安应当将所有的信徒联结一起，成为他们的
联索。 
弗4:3 以和平的联索，竭力保守那灵的一。      金 
２．我们若要活基督作新人的构成成分，就需要让
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住在我们里面： 
西3: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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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你们所作的，无论
是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在主耶稣的名里，
借着祂感谢父神。 
ａ．当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作仲裁，保守我们在
满了一与和谐的光景中，我们就成了神说话的地方，
成了神的出口： 
⑴神的说话要求一；分裂使神的说话减少，甚至使
神的说话完全停止。 
⑵既然一是神说话的必要条件，我们就需要让基督
的平安在我们心里作仲裁。 
⑶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住在我们里面，意思就是这
话在我们里面有充分的地位，而浸润并浸透我们全
人；我们要让基督的话进到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
面，在我们里面得胜，顶替我们的观念、意见和哲
学；这是极重要的。 
ｂ．我们需要让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居首位，使我们
经历神话语的功用在我们里面运行，并将基督的丰
富供应到我们这人里面： 
⑴神的话光照、喂养并滋润我们，解我们的干渴。
⑵神的话加强、洗涤并建造我们。 
⑶神的话借着圣别我们，使我们完备并完全，且造
就我们。 
ｃ．我们让基督的话住在我们里面，借此就能成为
正确的人，就是神人，充满基督作神属性的实际。
３．我们若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作仲裁，若被
基督的话所充满，我们就实际地有新人；所有在主
恢复里众召会的众圣徒，都要在一个新人里活基督。 
                                          土 
Crucial Point⑴:作信徒的生命的基督，是钉十
字架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藏在神里面的生命，将

基督的生命与天然的生命区别出来 
OL1:我们要经历基督作我们的生命，就需要看见我
们与基督同有一个地位、一个生命、一个生活、一

个定命和一个荣耀。 
OL2:不可能把一个人和他的生命分开，因为人的生
命就是人自己；因此，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意思
就是说，基督成了我们，我们与祂同有一个生命和
生活。 
OL3: 基督是信徒的生命，有三种特点，（钉十字架
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藏在神里面的生命）将基督
的生命与天然的生命区别出来。 

基督作信徒的生命有三个特征。第一，这生命
是钉十字架的生命。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始终活
钉十字架的生命。我们若真经历基督作我们的生命，
我们也要活钉十字架的生命。这样一个钉十字架的
生命，乃是经过过程并彻底受了对付的生命。基督
作我们的生命，第二个特征乃是这生命是复活的生
命。没有一样事物，包括死，能压抑它。最后，这
乃是藏在神里面的生命。只有神圣的生命能藏在神
里面。我们若经历基督作我们的生命，我们在召会
中所作的，就不会采取显扬的方式，乃会凭着藏在
神里面的生命来作。 

应用:新人篇 
你通过信主受浸而得救。在得救中既有法理上

的救赎的一面，也有生机的生命的一面。在救赎的
一面，因为基督代替你满足了神对义的要求，所以
你已经从律法的诅咒中完全释放了出来。赞美主。
这救赎不仅是从火湖的灭亡得以释放，也是神为你
开辟了将基督作生命分赐到你里面的路。救赎是得
救的基础，但分赐生命才是得救的目的。 

作为得救的人，你里面的基督成为了你的生命。
通过照着作生命的基督来生活，你便能够得到成长。
依照这个生命而生活，是指，⑴钉十字架的生命，
⑵复活的生命，⑶藏在神里面的生命。 
⑴钉十字架的生命：你与生俱来的天然生命是不平
衡的生命。可是基督的生命是完全平衡的。在召会
生活中如果被光照自己的想法和行动不平衡的时候，
请立即呼求主名，把自己的旧人钉在十字架上，活
出住在你里面的基督。 
⑵复活的生命：即使职场和学校环境对你来说有些
严酷，也决不能灰心丧气。基督住在你里面作生命，
是经历死而复活的生命。请活出这复活的生命，突
破重重困难。 
⑶藏在神里面的生命：天然的生命是容易显扬的。
“我做了这个，也做了那个”，人们期待得到别人的
称赞。你以基督作生命，行善也不会大声宣扬。 
祷告：“哦哦主耶稣，我被救赎，从火湖的毁灭中
得救了。感谢主。基于这救赎，基督在我里面作了
生命。我现在要经历这生命的三个特征，即（1）钉
十字架的生命，（2）复活的生命，（3）藏在神里面
的生命，在主的生命中得以成长！”              
Crucial Point⑵:作中央政府的宝座的行政需要
传输给作大使馆的地方召会，更进一步地传输给地

方召会中的各区和小排 
OL1:寻求在上面的事，并思念那些事，就是加入主
天上的职事，也就是祂神圣的事业；这就是活基督，
过与基督的生活是一的生活。 



OL2:从诸天之上的宝座那里，神圣的传输正把在上
面的事带进众地方召会中 
OL3:启示录四、五章里有“中央政府”的异象；一
至三章里有众地方召会作“大使馆”的异象；借着
七灵，有一种传输从天上的“总部”传到众召会这
些“大使馆”。 

寻求在上面的事，并思念在上面的事，乃是在
主天上的职事里联于祂。我们需要联于那代求、尽
职事、执行神行政的一位。我们的生活，该是一种
寻求并思念这些属天之事的生活。在启示录里，我
们看见更多在上面的事。这卷书不仅是一扇窗户，
更是一个开启的天。天向约翰开启了，他就看见“有
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这
宝座不仅是施恩的宝座，更是权柄的宝座，神圣行
政的宝座。 

〔启示录〕头一个异象乃是地上的众召会，但
第二个异象乃是在诸天之上所发生的事。把这两个
异象合起来看，指明在地上众召会中所发生的事，
与在诸天之上的行动有关。……主在众召会中的行
动，也与天上宝座的行动一致。这意思是说，众地
方召会中所发生的事，该受天上神宝座的指引。这
恢复要成为“主的”恢复，就必须受主的指引。只
要有从诸天而来的传输，众召会中就有神圣的水流。 

应用:青职・研究所篇 
作中央政府的宝座的行政机关，向作大使馆的

地方召会传输，细目分解(Breakdown)，并且需要进
一步向地方召会中的区和小排传输，细目分解。恢
复的召会必须寻求在上面的事，在主的带领下往前。 

在这一异象下，请理解，主恢复的地方召会不
是为了你人生计划的实行。为此，请为中央政府和
大使馆的异象祷告。这样的话，你将凭着属天电力
的传输被加强拔高。恢复是主的，是在主的指挥下
执行神的经纶。因此，主会要你更新并改变你的人
生计划，以主的恢复为人生计划。请你学习照着自
己的度量，将自己奉献给主，同着主，在主里，并
为主而活。这样的话，借着地方召会，天上的旨意
就会在地上执行。这是多么的荣耀！  

例如，神户市政府在日本政府的大政策下正在
努力着发展神户市。1995年的大地震后，虽然神户
市从约152万人，人口减少了约10万人，在之后的复
兴，人口比地震前的增加了。这是日本近年(1975年
~，从在当时日本人口几乎不增加的时代)的大灾害
的复兴中，首次的事。所有在神户市政府重建部门
工作的人都会为这一成功感到自豪 。 

现在你、在你的所在地正在与主一同建立新的
历史和时代。在近代的日本历史上，没有真正昌盛
的教会，基督徒团体。但你回应主的天上的职事，
在地上执行神的旨意。请你有意愿和执行，建造一
个你从来没有在日本看到过的祝福和昌盛的召会。
这是何等被祝福的人生。 
祷告：“哦主耶稣，我看见了宝座的中央政府和作
大使馆地方召会的异象。赞美主。但这一异象与我
目前的人生计划大相径庭。我觉得我必须奉献自己，
并根据这个异象修改或改变人生计划。凭着属天的

传输加强我。否则，即使看到异象，也会过着违背
异象的生活。主耶稣，向你敞开。请怜悯我。愿我
可以按照属天的异象过在职生活。阿门！” 
Crucial Point⑶:通过使用神的话向主敞开， 
和主诚实地交通，让主的平安在你心里作仲裁 

西 3:15 又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仲裁，16 
当用各样的智慧，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
里面， 
OL1:“作仲裁”一辞的希腊文也可译为：“作裁判，
作主席，登位作每件事的管治者和决断者”；基督
那作仲裁的平安，消除我们与任何人的嫌隙。 
OL2:我们常常发现我们里面有三派：一派是积极的，
另一派是消极的，还有一派是中立的；因此，需要
内里的仲裁来解决我们里面的争执。 
OL3:每当我们感觉我们里面各派在争执或争吵时，
我们需要让基督的平安作主席，并让这平安，就是
新人的一，在我们里面管治并下最后的断语。 
OL4: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意见、观念摆在一边，听内
住之裁判的话。 
我们需要让神的话居首位。如果我们这样作，我们
就经历神话语的功用。…首先，神的话光照我们。
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就在黑暗里。但因着神
的话满了光，并且光照我们，就使我们清楚许多事
情。……其次，神的话是食物，满了滋养。这意思
是说，神的话光照我们的时候，就滋养我们。我能
作见证，多年来我借着神的话得着充分的滋养。
(并且)神的话也使人完备并完全。……我们既是基
督身体上的肢体，就都该尽功用。但如果我们要尽
功用，就必须先借着神的话得以完全。因为神的话
滋养我们，我们就长大。然后借着长大，就产生功
用。 

適用:青少年・大学生篇 
各位青少年，你可能会羡慕未信主的朋友们可

以毫无限制的玩游戏、看YouTube、看漫画，然后因
为你基督徒的父母限制你玩这些东西，而恨他们。
虽然这些东西不一定都是不好的，但被这些占有就
是不好的。 
约一2:15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16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
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出于父，乃是出于世界。
17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正在过去；惟独实行神旨
意的，永远长存。 

这里说的“世界”，是说占有你的东西。一旦
游戏、漫画等完全占有你的话，那些东西对你来说
就成了“世界”。如果你让这些东西在你的掌控下
为你所用，那些对你来说就不是“世界”。因而，
限制时间是为了不让你被占有。人一旦被占有了，
读书、读经和聚会的时间就不够了，让时间不够用
就是问题。并且这些东西中，有些满了挑起肉体的
情欲、眼目的情欲以及生活的骄傲的因素。关于这
些，就明显是“世界上的事”，所以就算限制了时
间也不该去接触。你需要极其警醒、逃避和这些东
西的接触。 



彼前2:11 亲爱的，我劝你们作客旅和寄居的，要禁
戒属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魂战斗的；12 你们在
外邦人中，要有佳美的品行， 

我想这些圣经的启示和你的观念会有冲突。这
时，请你理解圣经是神对你的说话，请你向神的话
敞开，和主诚实地交通。那样基督的平安就在你心
里作仲裁。 
祷告：“哦哦主耶稣，我喜欢玩游戏。我明白就算
游戏里没有情欲、淫乱、杀人、虚荣等要素，也不
能被游戏占有，但是当我看到可以不受限制玩游戏
的朋友，我就很羡慕他们。一旦有了这种想法，我
心里就很烦躁。主啊，请你指教我该怎样离开游戏
的占有而开心的玩。还有，我是要盛装神的器皿，
我需要警醒撒旦和属肉体的情欲、淫乱、杀人、虚
荣等。请拯救我脱离肉体的情欲”。 

你是幼小的神・人。神爱你，为了你死在了十
字架上。那是因为希望你过召会生活，成为彰显神
的青少年。如果没有你和召会在这地上，撒旦就会
欺骗人们、为所欲为。但是有幼小的神・人在，撒
旦的行动就会被限制。不光是为了你自己，也为了
神、为了同学、为了学校、为了地区社会，请你慢
慢学习实行活基督的美好的生活态度。你绝不能这
么想“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不需要考虑那些事”。
作为信徒的你，在神的眼中是宇宙的VIP。    

本周话题:中国武汉冠状病毒的扩散和 
福音的传扬⑶ 

  中国的冠状病毒感染者44,726人，疑似感染者
21,675人，死亡1,114人，治愈4,732人（截至2月12
日9:36）。虽说急剧增加的趋势有所缓和，但还是
处于不可轻视的状态。 
⑴为了预防要彻底洗手：医疗专家指出，关于预防
感染，洗手最重要。请看下图(a)～(h)： 
(a)取下手表和戒指，指甲要剪短。(b)首先用流动
的水冲湿双手。(c)在手上打上肥皂在手心上搓起泡
沫。认真地洗30秒以上。唱2次“哦，主耶稣！哦，
主耶稣！呼喊你名何甘甜！比酒更美，比蜜更甜；
哦，主耶稣！阿们。”时间就差不多了。(d)特别注
意指尖（指甲）。(e)转动清洗拇指。(f)手腕也不
要忘记了洗。(g)用流动的水冲洗双手。※热水会溶
解皮脂，手容易干裂。(h)用干净的手帕或毛巾擦干
双手。 

 
 

 
 
 

 
 

 
 

⑵不要感染上担心的病毒：请你小心感染上伴随着
冠状病毒扩散而产生的“担心病毒的扩散”。虽然
有很多人已经被感染了，但是其几万倍以上的人感
染了“担心病毒”，“我是不是已经被感染了？”，

“我是不是很快也要被感染？”，“坐电车是不是
会被感染？”，“让孩子去学校是不是会被感染？”，
“去聚会人太多，为了不被感染还是不要去比较好
吧？”等等，被各种各样的担心所充满。然而，基
督徒的优良美德乃是，“不挂虑”。 
腓4:6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
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FN“告诉神”:希腊文常译为“与…同在，”。表示
向前的动作，有活的联合并交往之意，含示交通。
因此，这里告诉神的意义，乃是在与神的交通中。 
7 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卫你们的心怀意念。 
FN“平安”:在祷告中与神交通的结果，乃是得享神
的平安。神的平安实际上就是平安的神自己，借着
我们祷告与祂交通，注入我们里面，抗拒苦恼，化
解挂虑。 
FN“保卫”:或，守卫。平安的神在基督里，在我们
的心怀意念前巡查，保守我们平静安宁。 
⑶病毒不会临近与主联结的圣徒： 
诗91:6 也不怕黑暗中流行的瘟疫，或是午间损毁
人的毒病。 
7 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灾
害却不得临近你。 

病毒在黑暗里行走，感染给人。但是病毒无法
临近与主联合，与主成为一的圣徒们。哈利路亚！
赞美主。 
⑷传扬福音： 

人们都害怕感染了冠状病毒，在感染上“担心
的病毒”的同时，召会要站起来，要更加地加快白
马（福音的传扬）的奔跑。 
祷告：“哦，主耶稣，我看到冠状病毒扩散的时候，
为了预防要彻底地洗手。但是，洗手对‘担心的病
毒’不起作用。我要将自己担心的事在与神的交通
中告诉神，卸给神。求你将我从忧虑中拯救出来。
哈利路亚！病毒也不会临到在与神的交通中与神联
合的我。还有，我要站起来大胆地传扬福音！”     

(b) 

)) 

(c) (d) (a) 

(g) (h) (f)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