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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兒子的福音上，在我們的靈裏事奉神

建造召會的事奉＃3

Ⅰ．爲着新約裏所啓示與信徒有關的一切要求，特別是在宣揚神福音的事上，我們需要藉着經過過程之三一神的分賜，接受基督身體的神聖供
應。
Ⅱ．我們需要看見，我 Ａ．保羅說，在帖撒羅尼 １．在我們日常生活的每一面，神對我們並在我們裏面必須是活的；祂管治、指引、改正並調整
們在福音上事奉神就 迦的信徒『離棄了偶像 我們，甚至在我們的思想和動機這類小事上，也是如此；這證明祂是活的。
是敬拜神；在新約裏， 轉向神，來服事又活又 ２．我們乃是在活神的管治、指引並改正之下過生活，成爲我們所傳之福音的模型。
事奉神與敬拜神實際 真的神：
上是相同的事：
Ｂ．我們這些在基督裏的信徒，必須在靈裏過一種生活，見證我們所敬拜並事奉的神，在我們生活的細節中是活的；我們
不作某些事或不說某些話，原因該是神活在我們裏面。
Ａ．羅馬一章九節的『事奉』，原文意『在敬拜中事奉』，如在馬太四章十節，提後一章三節，腓立比三章三節，路加二章三十七節者；保羅認
爲他的傳福音，乃是對神的敬拜和事奉，不僅是一種工作。
Ｂ．我們來事奉神，或敬拜神，需要有血所潔淨過的良心；我們污穢的良心需要被潔淨，叫我們能以活的方式事奉神。
希伯來書 9:14 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的獻給神，祂的血豈不更潔淨我們的良心，使其脫離死行，叫我們事
奉活神麼？
Ⅲ．保羅說，他
是『被分別出來 Ｃ．在福音上事奉神，就是在包羅萬有的基督裏事奉祂，因爲福音就是基督自己。
歸於神福音的』 Ｄ．我們要傳神兒子的福音，就必須在我們重生的靈裏；在羅馬書裏保羅強調，我們所是的一切，所有的一切，和向神所作的一
(羅馬書 1:1），並 切，都必須在我們的靈裏。
且他宣告：『我在 Ｅ．保羅事奉神，是在他重生的靈裏，憑着內住的基督，就是賜生命的靈，而不在他的魂裏，憑魂的能力和才能；這是他在傳福
祂兒子的福音
音上第一要緊的事。
上，在我靈裏所 Ｆ．保羅被分別出 １．最頭四卷福音書是關於成爲肉體的基督，就是在肉身裏的基督，生活在祂的門徒當中；羅馬書裏的福音，是關於
復活的基督作爲那靈，生活在祂的門徒裏面。
事奉的神，可以 來歸於神的福
見證我…』(1:9)： 音，這福音乃是 ２．我們需要第五卷福音書—羅馬書，啓示在我們裏面主觀的救主，作爲基督主觀的福音。
３．羅馬書的中心信息，乃是神渴望將肉體裏的罪人變化爲神在靈裏的兒子，好構成基督的身體，顯爲眾地
羅馬書的主題；
羅馬書可視爲第 方召會。
４．我們都需要照着羅馬書的啓示，作神福音的祭司盡功用；我們需要學習福音的要素和細節，需要經歷福
五卷福音書：
音完全的內容，並且需要運用我們的靈，學習如何供應福音。
Ａ．用我們的靈接觸是靈的神，就是喝活水，而喝活水乃是對神真實的敬拜。
Ｂ．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罪人，叫他們信入祂而飲於祂這湧流的三一神，使他們成爲永遠生命的總和，就是新
耶路撒冷。
Ⅳ．『神是靈；敬拜祂 Ｃ．按豫表，敬拜神應該在神所選立爲祂居所的地方，並帶着祭物；神所選立爲祂居所的地方，豫表人的靈，祭物豫表基
的，必須在靈和真實 督。
裏敬拜（約翰 4:24）』： Ｄ．神聖的實際乃是基督，祂是舊約爲着敬拜神之一切祭物的實際，也是活水—賜生命之靈—的泉源，給信徒享受並暢飲，
成爲他們裏面的實際。
Ｅ．藉着在靈裏享受基督作祭物的神聖實際，祂就成了我們的真實和真誠，爲着對神真正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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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真受割禮的，乃
是我們這憑神的靈
事奉，在基督耶穌裏
誇口，不信靠肉體的
（腓立比 3:3）』：

Ⅵ．我們要在神兒子
的福音上事奉神，就
需要看見我們是在
肉體裏的人，一無價
值，只配死與埋葬—
這乃是跟隨主的榜
樣，盡全般的義，而
進入時代的職事：
Ⅶ．我們在福音上爲
主工作勞苦，不是憑
我們天然的生命和
才幹，乃是憑主復活
的生命和大能；復活
乃是我們事奉神的
永遠原則：

Ａ．肉體是指我們天然人的一切所是和所有；任何天然的事物，無論善或惡，都是肉體。
Ｂ．我們在基督裏的信徒，不該信靠我們憑天然出生而有的任何事物，因爲我們天然出生的一切，都是肉體的一部分。
Ｃ．卽使我們蒙了重生，我們也可能繼續活在墮落的性情裏，誇我們在肉體裏所作的，信靠我們天然的資格；所以，我們被
腓立比三章這段經文深刻、切身的摸着，乃是重要的。
Ｄ．關於我們的性情、行爲和我們對肉體的信靠，我們需要主的光來光照；我們需要蒙主光照，看見我們仍然太憑肉體而活，
並且誇我們的行爲和資格。
Ｅ．有一天，光照亮我們這點，我們就要俯伏在主面前，承認自己的性情是何等不潔；然後我們就會定罪自己憑墮落的性情
所作的一切；我們會看見，在神眼中，在墮落的性情裏無論作甚麼，都是邪惡的，都該被定罪。
Ｆ．從前，我們誇我們的行爲和資格；但時候將到，我們要定罪肉體同肉體的資格；那時我們要單單誇基督，領悟我們在自
己裏面，完全沒有立場誇口。
Ｇ．我們惟有蒙了神的光照，才能真說，我們不信靠天然的資格、能力或智力；惟有如此，我們才能見證我們全然信靠主；我
們這樣蒙光照之後，就能真正在我們靈裏，且憑着那靈事奉敬拜神。
Ａ．耶穌受浸的基礎，乃是祂認爲自己照着祂的人性是一個人，特別是個以色列人，是『在肉體裏』的人；雖然祂只是在『罪之肉體的樣
式裏』，是『沒有罪』的，但祂仍是在『肉體裏』，這肉體並沒有善，只配死與埋葬。
Ｂ．基於這個事實，在祂爲神開始盡職時，祂情願受施浸者約翰的浸，承認祂照着自己的人性，並沒有任何資格作神的僕
人。
Ｃ．作爲一個在肉體裏的人，祂需要成爲死了的人，埋在死水中，以履行神照着祂公義而有的新約要求，並且祂這樣作是情
願的，認爲這是盡神的義。
Ｄ．這給我們看見，我們在神福音的事奉上，不該把我們天然生命的東西，肉體的東西，帶到神的職事裏。
Ｅ．我們都該在我們的生活和工作上宣告：『我是一個在肉體裏的人，甚麼也不配，只配死與埋葬；所以我願意使我自己被
了結、釘死並埋葬』。
Ａ．賜生命的靈乃是三一神的實際，復活的實際， 以及基督身體的實際。
Ｂ．復活的意思是：一切都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只有神能，我們不能；一切都是神作的，不是我們作的。
Ｃ．所有認識復活的人，都是對自己絕望的人，他們知道自己不能；凡是死的，全是我們的，凡是活的，全是主的(everything
that is of death belongs to us, and everything that is of life belongs to the Lord.)。
Ｄ．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一無所是，一無所有，並且一無所能；我們必須到了盡頭，才相信自己是一無用處。
Ｅ．復活的基督作爲賜生命的靈，活在我們裏面，使我們能作我們在自己裏面絕不能作到的事。
Ｆ．當我們不憑天然的生命，而憑我們裏面神聖的生命而活，我們就在復活裏，結果就是基督身體的實際，作爲神福音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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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在職篇）
① 藉着我們日常的生活，我們證明神是活的。…我們現今的生活見證我
們所服事的神是活的。祂活在我們裏面，管治我們，指引我們，並對付
我們。祂不讓我們過去，反而在許多事上改正我們，調整我們。神管治、
指引我們，甚至在我們的思想和動機這類小事上，也是如此，這證明
祂是活的。我們乃是活在活神的管治、指引和改正之下。
有的人因為神經質，在執行業務上總是沒有自信、畏畏縮縮的。
又有的人是我行我素，沒有注意到變化。然而，身為基督徒的你，
不管是哪種個性的人，都需要經歷受神管治、指引、調整，得以見
證主活在你裡面。因此，你不只是在聚會和事奉的時候要操練靈、
心向主敞開、呼求主的名，在職生活也是完全一樣的。像是開會的
時候，在心裡呼求主名。然後將心思置於靈與主一同執行業務，主
會向你說「現在立刻下決定」、「再確認一下情況」、「不要說太多」、
「要大膽一點」等等，向你說些必要的調整及改正。你若是服從這
些話，就見證主活在你的裡面。你在日常生活中，特別是在職生活
中，必須要有主活在你裡面的見證的生活。阿們！
③
② 卽使我們蒙了重生，我們也可能繼續活在墮落的性情裏，誇我
們在肉體裏所作的，信靠我們天然的資格。…我們需要主的光
光照我們的性情、我們的行爲和我們對肉體的信靠。我們若蒙
主光照，就會承認，雖然我們蒙了重生，成爲神的兒女，有神的
生命和性情，但我們仍然太活在肉體裏。有一天，光照亮你這點，
你就要俯伏在主面前，承認你的性情是何等不潔。然後你就會
定罪你憑墮落的性情所作的一切。你會看見，在神眼中，無論在
墮落的性情裏作甚麼，都是邪惡的，都該被定罪。
你就算壽在高等的教育、取得再好的學位或資格，也絕對不
可以依賴這些東西。並且，得救後就算因主的指引而有許多經
驗，也不可以驕傲。驕傲的話，就會變得依賴這些東西。在這事
上，你必須要被主的光光照你裡面深處。你不能夠依賴你得到

的學歷或公司裡的地位。並且，也不可以倚靠過去的屬靈經歷。
應該要不斷地向主敞開、享受主、放下先入為主的觀念，聽主現
在的說話。雖然以色列的子民在約書亞的帶領下，聽從主的聲
音，在耶利哥取得勝利，但是那之後馬上在艾城敗北了。那是因
為倚靠在那之前耶利哥勝利的經驗，而不聽主的說話、不倚靠
主，照著天然的能力，迷信地進攻艾城。
你就算靈重生了，也有很大的可能性是照著天然的生命而活。
在主的光照下，不只是要對付罪的事物，也必須要認識到天然
的東西、所有不倚靠主的性情和行為都被神所定罪。請如以下
這樣禱告：「主耶穌，所有不倚靠祢的事物都是肉體。當我看見
榮耀主的光輝，就知道自己的肉體就算再怎樣好都沒有任何價
值。請用光照我的內心深處和心中的角落。許多時候，我下意識
地驕傲、看到自己倚靠肉體。主啊，請憐憫我。榮耀的基督在我
裡面顯現，請光照我，用你自己來吸引我。這是因為我已不再信
靠肉體，要愛主、渴慕主、信靠主。阿們。」
復活就是神，不是我們；復活就是神能，我不能；復活就是神作的，
不是我作的。凡自己以爲不錯的，凡對自己有錯誤估價的，這人永
遠不知道復活是甚麼。…如果有人一直自以爲了不得，以爲自己
行，以爲自己有用，這就是不認識復活的人。你也許認識復活的道
理、復活的理由、復活的結果，但你不認識復活。所有認識復活的
人，都是對自己絕望的人；所有認識復活的人，都是知道自己不能
的人。天然的力量還存在時，復活的能力就無法彰顯。
你不可以會認為自己「會英文或是中文很厲害」、「在公司的業績優
秀所以很偉大」等等。這樣的想法就說明了你不認識復活。主死而復
活，成了賜生命的靈。為了要認識復活，你要不斷地回到靈裡、操練
靈、被賜生命的靈所摸著。然後因著在靈裡工作，成為見證復活的在
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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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 305
主よ、うるわしさのゆえ
わがこころをひらく、
いま、宗教よりとかれて
ただながうちに住む、
主の栄光を見上げつつ
かがやきにみたされ、
わがうちに浸透しませ
なれとわが霊はいち。
主よ、すみわたるそらに
ひとの子､御座に見る
ほのおもて焼き尽くせ
主のみ、かがやくまで
なれの栄光を見るとき
自己愛、恥じて失せぬ
なが名のあまさ、知って
あいと 賛美ささげる。
主耶穌，你美麗奪了我心，
我全心向你完全敞開；
釋放我，脫離宗教的義務，
只讓我永遠享你同在。
當我在此注視你的榮耀，
我的心充滿了你榮耀；
浸透我，主，我今懇切求禱，
以你靈與我靈永相調。
光照者─我的天何等明亮，
我看見人子在寶座上；
聖別者，以神的火焰燒我，
直等我因你灼灼發亮！
主，當我初次 看見你榮耀，
自愛與誇耀同歸羞慚；
今我心湧出愛戴與頌讚，
品嚐你名裡一切肥甘。

1.

2.

1159
Jesus Lord, I'm captured by Thy beauty,
All my heart to Thee I open wide;
Now set free from all religious duty,
Only let me in Thyself abide.
As I'm gazing here upon Thy glory,
Fill my heart with radiancy divine;
Saturate me, Lord, I now implore Thee,
Mingle now Thy Spirit, Lord, with mine.
Shining One — how clear the sky above me!
Son of Man, I see Thee on the throne!
Holy One, the flames of God consume me,
Till my being glows with Thee alone.
Lord, when first I saw Thee in Thy splendor,
All self-love and glory sank in shame;
Now my heart its love and praises render,
Tasting all the sweetness of Thy name.

516 試練の中での慰め ― 主に信頼する
1. 主に信らいするは 何とあまいこと，
やくそくのうえに われ安そくする。
(復)イェス，イェス，信頼する， その都度たしか;
イェス，イェス，とうといイェス， 主は生けるかみ。
2. イェスにしん頼して， とうとい血を信じる;
いやし，きよめる血， 単純にしんじる。
3. イェスにしん頼する， つみ，自己を解く;
歓喜，安そく，いのち， めぐみを受ける。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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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靠耶稣何其甘甜，抓祂话语作把握，安息在祂应许上面，
只知主曾如此说。
（副）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曾试祂多少次；耶稣、耶稣，
我的至宝，祂是活神不误事。
信靠耶稣，何其甘甜，信祂宝血能洗净；信心简单，血有效
验，疾病医治，罪洗清。
信靠耶稣，真是甘甜，救我远离罪与己；从祂接受无限恩
典：生命、喜乐和安息。
568
'Tis so sweet to trust in Jesus,
Just to take Him at His word;
Just to rest upon His promise;
Just to know, Thus saith the Lord.
Jesus, Jesus, how I trust Him,
How I've proved Him o'er and o'er,
Jesus, Jesus, Precious Jesus!
O for grace to trust Him more.
O how sweet to trust in Jesus,
Just to trust His cleansing blood;
Just in simple faith to plunge me,
'Neath the healing, cleansing flood.
Yes, 'tis sweet to trust in Jesus,
Just from sin and self to cease;
Just from Jesus simply taking
Life, and rest, and joy, an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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