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ct.ITERO#6: 进入基督身体之实际的内在意义
— 神经纶中的最高峰以及圣经拔尖的启示      

1/11-17 

OL Summary: 
Ⅰ. 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神经纶中的最高峰以及
圣经拔尖的启示，借由智慧和启示的灵启示出
来:A. 我们需要启示以认识基督身体的实际，并
进入基督身体之实际的范围和内在意义，这身体
乃是神的心愿并祂终极的定旨。B. 唯有从神来的
启示，能把我们带进基督身体的实际这范围里；
唯有如此，基督的身体才能成为我们的经历。 
C. 我们要看见神终极的定旨这属天的异象，其秘
诀乃是愿意付代价｡ 
Ⅱ. 由锡安所预表的得胜者，乃是基督身体的实
际，并且终极完成众地方召会中基督身体的建造，
带进永世里终极完成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作
神居所的至圣所；在新天新地里，整个新耶路撒
冷将成为锡安，所有的信徒都是得胜者: 
A. 由锡安所预表的得胜者乃是基督身体的实际，
是召会的高峰、中心、高举、加强、丰富、华美
和实际—｡ 
B. 耶路撒冷（召会）的特色、生命、祝福、建立，
都是来自于锡安（得胜者）｡ 
C. 神每次都是借少数的信徒，把生命流到召会里，
以复兴召会；得胜者代替召会在苦难中站住基督
得胜的地位；我们要求神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
们愿意被基督征服、俘掳并击败，好叫祂在我们
的经历中可以是得胜的。』 
D.予按预表说，得胜者—得成全并成熟的神人—
就是今日耶路撒冷（召会生活）里的锡安｡ 
E. 主的恢复是要建造锡安—得胜者作基督身体
的实际，终极完成 
于新耶路撒冷；在召会生活中我们必须竭力达到
今日的锡安。 
F. 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得成全的神人，就是得胜
者，所过的团体生活；他们是真正的人，但他们
不凭自己的生命，乃凭经过过程之神的生命而活，
经过过程之神的属性借着他们的美德彰显出来。
Ⅲ. 为要与其他肢体一同活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
我们都需要有基督身体的感觉： 
A. “关于基督的身体，倪弟兄教导说，凡我们所
作的，我们必须考虑众召会有什么感觉”｡ 
B. 在身体里不可能有独立或个人主义，因为我们
是肢体，而肢体无法脱离身体而生活｡ 
C. 我们的生活连同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身体里，都
是经过身体，也都是为着身体的；这是神今天所
寻找的人；愿主拯救我们脱离个人主义。 
D. 那些看见自己是肢体的人，定规宝爱身体，并
且看重别的肢体；在基督的身体里，每一个人都
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也只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
肢体；所以每一个肢体都不能缺少别的肢体，更
不能轻看别的肢体｡ 
E. 每一个肢体都有其功用，所有的功用也都是为
着身体；一个肢体的功用，就是全身体的功用；

因此，我们不要仿效别的肢体，或羡慕别的肢体；
同时也不要以为自己最行，最有用，以致轻看别
的肢体；每一个信徒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都
是不可少的。』 
F. 保罗在歌罗西四章七至十七节所提及的每一
个名字，指明保罗里面有身体的感觉，就是一个
新人的感觉。 
G. 我们各人都知道自己的度量，并且不越过这度
量，这对身体的长大和发展乃是必需的；我们需
要学习与别的弟兄姊妹调和在一起。 
H. 每一个肢体都该知道自己的度量，不要看自己
过于所当看的；这样就没有妒忌，没有野心，没
有雄心要作别人所作的了｡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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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除去了。
Ⅳ. 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神已经将身体调和在
一起； “调和”这辞的意思是调整、使之和谐、
调节并调在一起，含示失去区别；这调和的目的
是要将我们众人引进基督身体的实际： 
A. 我们需要在作为手续的众地方召会里，好被带
进基督身体的实际这目标里。 
B. 主恢复的最高峰，能真正、实际、真实完成神
经纶的，不是叫神以有形的作法产生许多地方召
会，乃是让神产生生机的身体作祂的生机体。 
C. 保罗认为召会是一个饼，这种想法不是他自己
发明的，乃是取自旧约里的素祭；素祭的细面，
每一部分都是用油调和的—那就是相调。 
D. 少有人说到相调，因为这事不仅非常高深，也
非常奥秘；相调不是一件物质的事；我们相调的
意义，乃是基督身体的实际。 
E. 我们要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而相调，就必须经
过十字架，凭着那灵，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将
基督分赐给别人。 
F. 调和的意思是，我们总该停下来与别人交通；
我们若有基督身体的感觉，并在基督身体的调和
与实际中，我们就不会作任何事却不与我们一同
配搭的圣徒交通；因为交通调节我们，调整我们，
使我们和谐，把我们调在一起。 
G.一位同工要作什么之前，该与其他同工交通；
长老该与其他长老交通；在召会生活里，在主的
工作中，我们在配搭里都必须学习，若没有交通
就不要作什么。 
H. 一班负责弟兄也许常常在一起聚会而没有相
调；相调的意思是，我们要经过十字架，凭着那
灵行事，并且作每件事都为着基督身体的缘故分
赐基督，借此我们就被别人摸着，我们也摸着别
人。 
I. 这样的调和不是交际，乃是个别肢体、区内的
众召会、同工、长老所享受、经历、并有分于之
基督的调和。 
J. 调和就是身体，调和就是一，调和就是同心合
意。 
K. 调和是为着建造基督宇宙的身体，好照着神的
喜悦，完成那作神经纶最终目标的新耶路撒冷。  



CP1:在末了的时代，神在呼召得胜者。为了答应
这呼召，在任何时候都要在灵和真实里交通 

OL1: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神经纶中的最高峰以
及圣经拔尖的启示，借由智慧和启示的灵启示出
来。以弗所 1:17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
的父，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的
认识祂 
22-23 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并使祂向着召会作
万有的头；召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
万有者的丰满。 

现今祂仍然需要一个“身体”来彰显祂自己。
正如人要有身体才能显出这个人的一切；基督的
身体也是这样，它的作用就是作基督一切的彰显。
人不能借耳朵、眼睛、鼻子或任何局部的肢体彰
显他整个人的性情，照样，基督也不能借个别的
肢体彰显祂的自己，祂必须得着整个身体，才能
彰显祂自己。我们必须看见，基督的一切乃是借
着基督的身体而得着彰显。不仅如此，基督的身
体就是基督在地上的延长，在地上的继续。曾有
过三十余年，基督在地上启示祂自己，那是个人
的基督；而今天祂乃是借着召会将祂启示出来，
这个乃是团体的基督。 
OL2:由锡安所预表的得胜者，乃是基督身体的实
际，并且终极完成众地方召会中基督身体的建造，
带进永世里终极完成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作
神居所的至圣所；在新天新地里，整个新耶路撒
冷将成为锡安，所有的信徒都是得胜者。 
OL3:没有锡安（得胜者），耶路撒冷（召会生活）
就无法蒙保守并得维持；在一个地方召会里如果
没有得胜者，那个召会就像耶路撒冷没有锡安一
样；那个召会就会变成像瘪气的轮胎一样。 
启 14:1 我又观看，看哪，羔羊站在锡安山上，
同祂还有十四万四千人，额上都写着祂的名，和
祂父的名。 
21:16 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
城，共有一万二千斯泰底亚，长宽高都相等。 

要达到这高峰，除了祷告以外，别无他路。
耶路撒冷在此是一个大的范围，包括所有的基督
徒，这是非常明显的;然而，锡安，就是得胜者，
在哪里?...得胜者就是锡安，就是神所在之处。
这是神圣言中属灵启示的内在实际。我们必须领
悟什么是主的恢复;主的恢复就是要建造锡安。 

锡安是圣城召会的高峰、中心、高举、加强、
丰富和实际。在一个地方召会里如果没有得胜者，
那个召会就象耶路撒冷没有锡安一样。  

 
 
 
 
 
 
 
 

 

应用:新人、青少年・大学生篇 
新人和年轻人要清楚地看到召会是基督的

身体这个异象。基督的身体作为基督团体的彰显，
是个人的基督的延长和继续。作为神在新约的经
纶的开始（Initiation），个人的基督在四福音
书 中 被 启 示 出 来 。 而 作 为 经 纶 的 发 展
（Development），基督的身体在新约的二十二卷
书信中被启示出来。在启示录中，神的经纶末了，
得胜者作基督身体的实际，迎接主的再来。  

现在你处于神新约经纶末了的时代。这个时
代神在呼召得胜者。愿你答应这个呼召，走得胜
者的路。成为得胜者意味着做正常的基督徒。如
果想着因为自己还年轻，成为得胜者“太难了做
不到”，这就是陷入了撒旦骗人的诡计里。成为
得胜者的能力，是内住的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灵的
全备的供应。 

例如，你可能只是形式地祷告说：“让我做
得胜者”，这并非真心诚意的，带着信心的祷告。
你和主交通的时候，要在灵和真实里交通。如果，
现在你不想认真地走得胜者的路，请这样祷告：
“主啊，我还没有想要认真地，为着产生得胜者，
走恢复的路的负担。根据圣经，这是想着“主人
必来得迟”，懒惰的奴仆的感觉。但是我不想再
像懒惰的奴仆这样下去。主啊，我照着本相来到
你的面前。心向你敞开。请帮我解决这个矛盾。”
和主交通，是和一个活的人位交通。在和主的交
通里，主可以分赐自己，你可以理解是在讨神喜
悦，还是在令神悲伤。 

即使在令神悲伤的时候，主也在爱着你，想
着你。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
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
的信里，与祂联结所活的，祂是爱我，为我舍了
自己。”(加拉太2:20) 

同样的，主爱你，为你而死。主不想你毁灭，
期待你活在神的经纶中，成为得胜者，为你在十
字架上死了。这里有爱。一定不要只把主当做位
于天上的客观的神。愿基督的爱从四面八方困迫
你。你里面内住的基督会供应你成为得胜者所需
要的一切。  
祷告：“哦主耶稣，在现在这个神的新约经纶末
了的时代。神在呼召得胜者。我面对这个呼召，
诚恳地来到主的面前祷告。向主敞开，主会分赐
自己到我的里面。我令主悲伤的时候，主也一直
想着我，爱着我。主啊，你的爱困迫我。我相信
你会供应我成为得胜者所需要的一切。”  



CP2:在身体里,同着身体,为着身体,凭
Available, Burden, Capable来服事 

OL1:主迫切需要得胜者连同他们的神人生活，作
为基督身体的实际彰显在地方召会中；除非这个
身体有相当的彰显，否则主耶稣不会回来。 
  三十三年半之久，这位神人耶稣，乃是一个

真正的人，但祂不凭人的生命而活，乃凭神的生
命而活。要活这样的生命，祂必须被钉十字架。
新约提到的钉十字架，乃是在各各他山上木头的
十字架。但你们必须看见，基督被钉在物质的十
字架上之前，祂已经是天天被钉死，有三十三年
半之久。耶稣不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么？是
的，但祂不凭那个真正的人活着，而是把那个真
正的人一直摆在十字架上。然后，在复活的意义
上，祂活出神的生命。神的生命，带着其一切的
属性，从这神人耶稣里面活出来，彰显为这神人
的美德。 
  这生命起初只是在个人的耶稣基督里。然而，

这生命现今已经在许多人身上被重复、复制出来，
这些人蒙了救赎、重生，如今在他们里面有神的
生命。他们都得着滋养、圣别、变化、成全，不
仅成为成熟的基督徒，更是成为神人。基督身体
的实际乃是被成全之神人所过的团体生活。 
OL2:为要与其他肢体一同活在基督身体的实际
里，我们都需要有基督身体的感觉。 
林前12:26-27 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
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
同欢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作肢体。 
  圣经中有许多的相对辞，如清洁与污秽、圣

别与平凡、得胜与失败、圣灵与肉体、基督与撒
但、国度与世界、荣耀与羞辱，这些都是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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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看见了基督的身体，就脱去了个人主义，不再
为自己，乃为身体。当我蒙拯救，脱离个人主义，
我就自然在身体里面。。 

林前十二章十四至三十六节中，说到作肢
体的有两种不该有的想法：❶“我不是…所以
不属于身体”（15節），这是自暴自弃的，羡
慕别人的工作；❷「“我不需要你”（21
節），这是骄傲自大的人，以为一个人就能包
罗万有，而看不起别人。这两种都是伤害身体
的。我们不要仿效别的肢体，羡慕别的肢体，
以为自己不能像他那样，以致自暴自弃；也不
要以为自己是最了不起、最行、最有用，以致
轻看别的肢体。 

 
 
 
 
 
 
 
 
 
 

应用：服事者篇 
余洁麟弟兄是 Living Stream Ministry 的

负 责 人 ， 交 通 了 作 为 服 事 者 的 资 格 。
Available(可以随时服事)，Burden(有负担)，
Capable(有能力)。这个 ABC 与罗马 12 章中所启
示的身体生活和服事是一致的。在身体生活中，
首先，为了成为 Available，需要实际献上身体，
献上时间。如果召会有需要，你应该随时
Available。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被祝福的。 

神的分赐顺序是灵→魂→体的顺序，但在身
体生活的实行中，是按照体→魂→灵的顺序。 
罗 12:1 所以弟兄们，我借着神的怜恤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这是
你们合理的事奉。 
2 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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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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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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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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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事主。 

能不能“In the Body，with the Body，for 
the Body，with ABC(在身体里，同着身体,为着
身体，凭 ABC)”来服事，决定了你的用处。因此，
学习身体(里)的服事对你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你
不能把自己看得太高，也不能把自己看得太低。
请在身体里尽自己的功用。 

在身体的服事上，不能只有一个或几个人大
显身手。相反，为了使别人尽功用，请在成全的
工作中大显身手。如在我们物质的身体里,每一
个肢体都尽功用一样，，基督的身体也该全部肢
体尽功用。每个人都尽功用，这是圣灵涌流的原
则。因此，成全圣徒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召会从児童、年轻学生、在职青年、壮年、
年长的，各年龄层的人都应该根据各自的度量尽
功用。 
祷告：“主耶稣啊，主需要一个在地上彰显基督
的团体身体。为使我能在基督身体的实际中生活，
就需要经过十字架，有基督身体的感觉。在身体
的生活、服事中，Available(随时可以服事)、
Burden(有负担)、Capable(有能力)的 ABC 很重
要。首先将身体献上，在心思中被更新，在灵里
火热，在身体里，同着身体，为着身体，凭 ABC
有份于服事。”  



CP3:看见基督身体的异象，从个人主义中被拯
救。在身体的供应下突破难关 

OL1:看见基督，就自然有一个结果，就是从罪得
释放；看见身体，就自然有一个结果，就是从个
人主义得释放；基督身体的范围不是借着作什么
进入的，乃是借着看见而进入的。 
西4:15-16 请问在老底嘉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
里的召会安。这书信在你们中间念了之后，务要
叫在老底嘉的召会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嘉来
的书信。 
    如果你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你就必须受别
的肢体的限制。这里就需要十字架。 
    基督的身体不仅是众肢体的覆庇，基督的身体
对各个肢体也有约束。…我们不该任凭自己有单独
的自由，需要学习与别的弟兄姊妹合得起来。个人
的特性与乖僻，在召会中是不能用的。每一个肢体
都需要尊重别人的天赋，也要忠心于自己的那一分；
并且，每一个肢体还要知道自己的分量，不看自己
过于所当看的，这样就没有贪心，没有野心，没有
雄心作别人所作的了。…今天有许多人没有看见自
己的分量有多少，结果，越过了自己的分量。…召
会中若多有这样的人，就有人包办，有人退缩，结
果，召会就受亏损。我们不该作这样的人，我们要
回到身体的地位里去，受身体的约束，才不至叫召
会受亏损。 
    我们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觉得枯干、
碰壁的时候，需要别的弟兄姊妹为我们代祷，那种
情形才可以过去。 
OL2: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神已经将身体调和在一
起；“调和”这辞的意思是调整、使之和谐、调节并
调在一起，含示失去区别；这调和的目的是要将我们
众人引进基督身体的实际。 
林前12:24  至于我们俊美的肢体，就不需要了。
但神将这身体调和在一起，把更丰盈的体面加给那
有缺欠的肢体。 
10:17 因着只有一个饼，我们虽多，还是一个身
体，因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 
    在我们中间，该有基督身体所有个别肢体的调
和，在某些地区内众召会的调和，众同工的调和，
以及众长老的调和。调和的意思是，我们总该停下
来与别人交通。这样，我们会得着许多益处。 

 
 
 
 
 
 
 
 
 
 
 
 
 

应用：在职者・大学院生篇 
    在职和研究者的圣徒们，请认识到自己是身体上
的肢体，学会把自己放在身体里，接受身体的供应。
遇到无法突破的环境时，请向身体敞开交通。当身体
为我们代祷时，你就可以突破。 
弟兄的见证:当我在公司遇到无法突破的问题时，我会
向身体敞开，有过多次通过代祷而突破的经历。有一
次，我被强力推荐到东京总公司，担任更重要的工作。
其实这是第二次的推荐，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明明
之前已经拒绝了，为什么还来呢？”。而且，得知这
个推荐来自美国总部No.3的Executive VP，我更加困
惑了。但是，考虑到召会的事，我真的不能离开神户。
因为不接受这个提案，所以受到上司严厉的斥责，在
公司的立场也变差了，所以请主要的弟兄姊妹为我的
工作祷告。并且通过圣徒们的祷告，明白了这是通过
试练在考验自己的信心。我明确地理解了为了召会生
活不能离开神户是身体的限制。之后，在主的引导下，
换到了关西的其他公司。新公司的待遇和充裕的权限
远比在以前的公司要好得多。转职后，我发现上述的
困难是为了让我从那家公司出来，进入下一家公司而
预备的环境。我学到了，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要向
弟兄姊妹敞开，需要请他们为我代祷。没有身体的祷
告，就没有我里面异像的更新，也不会有内里和外面
的圣灵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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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想把自己放到身体里，或者想在身体里服事
时，你必须对付个人主义。身体的任何肢体都不能为
自己尽功用。身体里不可能有个人主义。如果有个人
主义的话，因为无法向身体敞开，所以也不能受益。 
    例如，你要看和自己合得来的人是否参加了某种
服事，然后再决定是否参加那个服事。这是个人主义
的一种形式。另外，考虑自己是否能被接受，是否能
发挥积极作用。这是个人主义的另一种形式。这些原
则在公司也一样。 
    另外，请你参加各种相调。通过相调，可以有
份于基督身体的实际。 
祷告：“哦，主耶稣，我作为基督身体里的肢体，要
留在身体里。那时，不仅是借着身体被保护，也会受
到限制。个人主义在身体里尤其是不能被接受的。请
把我从个人主义中拯救出来。当我碰壁的时候，我会
向同为肢体的弟兄姊妹敞开，如果请他们代祷就能得
到身体的供应而突破难关。哈利路亚，在基督的身体
里就是得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