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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生機身體內在的建造（2）
在以弗所書中基督身體的啓示與建造

主今日行動的方向＃2

Ⅰ．以弗所書的每一章都從特別的觀點，揭示基督的身體這三一神生機體的奧祕；我們必須禱告，好得著智慧和啓示的靈，使我們看見基
督的身體是聖經中拔尖的啓示。
以弗所書 1: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 2 使祂 3 向著 4 召會作萬有的頭；23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5:29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體，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召會一樣，30 因為我們是祂身體上的肢體。
Ａ．父在祂揀選並豫定中的分賜，產生出祂許多的兒子，在聖別中作祂的家室。以弗所書 1:4 就如祂在創立世
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愛裡，在祂面前，成為聖別、沒有瑕疵；
Ⅱ．以弗所一章啓示，基督
Ｂ．子在祂救贖並拯救中的分賜，產生出信徒，在變化中作神的基業。
的身體乃是經過過程的神
Ｃ．靈在祂作印並作質中的分賜，擔保神作信徒的基業，使他們得到完全的成全。
聖三一之分賜與超越基督
Ｄ．超越的基督在祂復起並升高裏的輸供，產生祂的身體作祂的彰顯，使信徒達到終極的成就。以弗所書 1:19
之輸供的結果：
以及祂的能力向著我們這信的人，照祂力量之權能的運行，是何等超越的浩大，20 就是祂在基督身上所運行
的，使祂從死人中復活，叫祂在諸天界裡，坐在自己的右邊，
Ａ．基督的身體這一個新人，是基督在自己裏面藉著祂的死與復活所創造之神的傑作，祂的詩章，
Ⅲ．以弗所二章啓示，基督的身體是一個 以彰顯神無窮的智慧和神聖的設計。
新人，乃是三一神的傑作：以弗所書 2:15 以弗所書 2:10 我們原是神的傑作，在基督耶穌裡，為著神早先豫備好，要我們行在其中的善良事
在祂的肉體裡，廢掉了那規條中誡命的 工創造的。
律法，好把兩下在祂自己裡面，創造成一 Ｂ．基督在十字架上，在祂的肉體裏，廢掉了那規條中誡命的律法，就是一切使人類分開之生活與敬
個新人，成就了和平；16 既用十字架除 拜的禮儀和方式，而在祂自己裏面，創造了一個新人。
滅了仇恨，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在一個 Ｃ．世人認爲文化的差異乃是聲望的源頭，但在基督的身體這一個新人裏，我們都失去了這個聲
望；現今我們惟一的聲望乃是基督，以及真正的一。
身體裡與神和好了；
Ｄ．在一個新人裏只有一個人位—包羅萬有的基督；這一個新人只有一口，同心合意說一樣的話。
Ａ．神有一個經綸，要將基督追測不盡的豐富分配到我們裏面，使我們成爲神的豐滿，
神的彰顯。
以弗所書 3:19 認識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使你們被充滿，成為神一切的豐滿。
Ｂ．保羅向父這源頭禱告，求父藉著那靈作憑藉，加強我們到裏面的人裏，使子基督運行
作工，安家在我們心裏，結果使我們成爲基督的身體，作三一神的豐滿。
Ｃ．我們需要每天禱告，使我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使三一神完成祂獨一的工作，
將祂自己在基督裏建造到我們心裏，使祂成爲我們內在的構成，作神與人相互的住
處。
Ⅴ．以弗所四章啓示，基督 Ａ．一位靈、一主和一位神與父，與信徒調和在一起，成爲一個實體，作基督生機的身體。以弗所書 4:4 一個身
的身體乃是經過過程的三一 體和一位靈，正如你們蒙召，也是在一個盼望中蒙召的；5 一主，一信，一浸；6 一位眾人的神與父，就是那超
Ⅳ．以弗所三章啓示，基督的身體成了三一神的豐
滿，是藉著我們得了基督豐富的供應，並藉著基督
安家在我們心裏：
以弗所書 3:16 願祂照著祂榮耀的豐富，藉著祂的
靈，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裡面的人裡，17 使
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裡，叫你們在愛裡生根
立基，

神與重生信徒的調和，並且
這一個身體是由一個職事建
造起來的：
以弗所書 4:12 為要成全聖
徒， 目的是為著職事的工
作，為著建造基督的身體，

Ⅵ．以弗所五
章啓示，基督
的身體由光的
兒女所組成，
作基督的新
婦，使基督得
滿足：

Ⅶ．以弗所六
章啓示，基督
的身體是三一
神團體的戰
士，爲著擊敗
神的仇敵：

越眾人，貫徹眾人，也在眾人之內的。
Ｂ．基督身體的一乃是那靈的一，那靈的一乃是在我們靈裏的那靈自己；我們要保守一，就必須留在調和的靈
裏。
Ｃ．基督的身體是由一個職事建造起來的，這一個職事成全我們，使我們在凡事上長到元首基督裏面，並且有
本於元首的功用，以供應身體，使身體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
以弗所書 4:16 本於祂，全身藉著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著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聯絡在一起，
並結合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裡把自己建造起來。
Ａ．我們從前不僅是黑暗的，並且就是黑暗本身，因爲那時我們與撒但是一；如今我們不僅是光的兒女，並且就是光本身，
因爲我們在主裏與神是一。
以弗所書 5:8 你們從前是黑暗，但如今在主裡面乃是光，行事為人就要像光的兒女，9 （光的果子是在於一切的善、義和
真實，）
Ｂ．燈臺表徵召會作三一神的複製，乃是活的金樹，帶著復活的生命開花，作照耀的光，就是光的果子，使三一神得著完滿的彰
顯。
Ｃ．我們是光的兒女，在愛和光中行事爲人，就被賜生命的靈聖化，並被話中之水的洗滌所潔淨，得以豫備好成爲基督榮
耀的新婦。
以弗所書 5:25 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召會，為召會捨了自己，26 好聖化召會，藉著話中之水的洗滌潔
淨召會，
Ａ．屬靈的爭戰不是個人的事，乃是身體的事；召會作爲身體乃是團體的戰士，只有團體的戰士才能穿戴神全副的軍裝。以弗所書 6:10
末了的話，你們要在主裡，靠著祂力量的權能，得著加力。11 要穿戴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能以站住，抵擋魔鬼的詭計，12 因我們並
不是與血肉之人摔跤，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黑暗世界的、以及諸天界裡那邪惡的屬靈勢力摔跤。13 所以要拿起神全副
的軍裝，使你們在邪惡的日子能以抵擋，並且作成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14 所以要站住，用真理束你們的腰，穿上義的胸甲，15 且
以和平福音的穩固根基，當作鞋穿在腳上；16 此外，拿起信的盾牌，藉此就能銷滅那惡者一切火燒的箭。17 還要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
求，接受救恩的頭盔，並那靈的劍，那靈就是神的話；18 時時在靈裡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醒，且為眾聖徒祈求，19 也替我
祈求，使我在開口的時候，有發表賜給我，好放膽講明福音的奧祕，
Ｂ．一切的爭戰都源自撒但的意志與神的意志之間的衝突；我們必須藉著苦難使我們的意志被基督降服並變化，以致我們
的意志服從基督的元首權柄，揀選神的旨意，而在復活裏富有基督防衞的能力。
Ｃ．禱告是惟一、具決定性、不可或缺的憑藉，叫我們藉以應用神全副的軍裝，使神軍裝的每一項能供我們使用。
Ｄ．我們要在主（子神）裏得著加力，穿戴父神全副的軍裝，並取用那靈的劍，從事屬靈的爭戰；這就是我們甚至在屬靈的
爭戰中，也經歷並享受三一神。

經歷：
①聖言中拔尖的啓示是甚麼？我們曉得聖經有六十六卷書，歷時一千六
百多年才寫完。這六十六卷書論到從已過的永遠到將來的永遠許多的事，
論到創造、救恩以及其他許多的事。聖經學者和聖經教師由聖經中選出
了許多的主題，但我們都必須看見，身體才是拔尖的點。在聖經的千言
萬語中，身體對我們該是突出的，聖經裏最重大的辭就是身體。聖經裏
最被人遺漏、最被人忽畧、最被人失去的點就是：召會是基督的身體。…
〔基督〕除了自己肉身的身體以外，還有一個奧祕的身體。
婚姻生活篇：人結婚生子後，妻子就變得忙於照顧和教育孩子與家事。
而且丈夫為了要支持家庭的經濟在職場上變得忙碌。但是，家庭生活
的核心是夫妻的婚姻生活。因為丈夫與妻子表徵基督與召會。換句話
說，正常的婚姻生活要成為基礎，在其上建立育兒、家事、在職生活、
召會生活等等。婚姻生活不正常的話，就無法有長期穩定且蒙祝福的
育兒、在職、召會生活。因此聖經說到：「所以作監督的必須無可指責，
只作一個妻子的丈夫，節制適度，清明自守，端正規矩，樂意待客，善
於教導；(提摩太前書 3:2)」，表明對召會的負責人而言，正常的婚姻生
活是很重要的。
神經綸的目標和核心是基督身體的建造。若是沒有身體就沒有目標
和核心。同樣地，有著建造基督身體的異象來建立正常的婚姻生活是
你人生的核心。沒有東西能像婚姻生活這樣能夠暴露、對付你隱藏的
罪、缺點、怪癖。換句話說，婚姻生活有問題，就暗示你有隱藏起來的
罪。你的人生裡有許多東西，但實際生活中的核心乃是建立正常的婚
姻生活。你也不可以將你的婚姻生活變成一個小王國。一定要向在身
體生活中帶領你的弟兄姊妹敞開，接受他們的建議。神能夠讓你正常
的婚姻生活成為基礎，大大地祝福你的家庭生活、在職生活。阿們！
②這樣一種分賜的工作使我們成爲神的傑作。…〔在以弗所二章十節〕
『傑作』的原文也可譯爲『詩章』。詩章表現作者的智慧和設計。我們—
召會—是神工作的傑作，也是一首詩章，彰顯神無窮的智慧和神聖的
設計。…我們必須看見基督在我們裏面，我們也在基督裏面這個神聖
的事實。我們在基督裏已經活過來，從死人中復活，並坐在諸天界裏。
如今我們是神的傑作，因爲神已經將祂的所是分賜到我們裏面。在我
們裏面有一位，比宇宙中任何事物都更寶貴，更美妙。我們有神在我
們裏面，使我們成爲美妙的，成爲神的傑作。

在職篇：在公司，優秀的上司用培育社員的計畫來監督部下。因此對在
職著者而言，有優秀的上司是極為重要的，感謝神。神是宇宙中最優
秀的經營者，是成全信徒的你最棒的上司。神要使召會成為宇宙中最
棒的傑作而作工。而你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所以作為傑作的一部分，
神必須要變化你。你在實際的在職情況裡，應該要向宇宙最棒的上司
敞開，將自己交給祂。哈利路亞！
③我們在主裏面旣是光，行事爲人就要像光的兒女。･･･光的兒女行事
爲人，不該像不智慧的人，乃該像有智慧的人，贖回光陰，因爲日子邪
惡。要贖回光陰，就要憑著基督活在召會中，就是在召會生活中活基
督。我們若不過召會生活，就是在浪費自己的光陰。
大學生篇：與歐美先進國家的大學生相比，日本許多的大學生，過著沒
有目標的學生生活。大學入學時的日本學生相對有競爭力，但是畢業
時競爭力非常低。你不可以認為因為從日本的大學畢業、在日本企業
工作，所以與全球化的競爭沒有關係。現在的時代是全球化時代，你
必須要明白你是一直在全球的競爭其中。在學生的時候贖回光陰，勤
奮地學習，同時要進到召會生活的事奉裡。為了要成為有全球競爭力
的人才，在大學勤奮地學習專業的同時，也務必要在召會的事奉裡勤
奮地學習。就職後，在召會生活的事奉所學的，就會實際感覺到對你
是相當棒的成全。感謝主。
④祂聖化我們，乃是藉著那進到我們裏面、浸透我們之聖化的生命和
聖別的性情；每一天，甚至每一分鐘，祂藉著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我們
（26）。在話中，就是在聖經中有水。我們憑著經歷知道這一點。我們進
到這水裏，這水就洗滌我們。每天早上，我們都需要在聖經裏洗滌。
以弗所書 5：26 好聖化召會，藉著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召會，27 祂好
獻給自己，作榮耀的召會，沒有斑點、皺紋、或任何這類的病，好使她
成為聖別、沒有瑕疵。
中高生篇：你身為中高生，要從年輕的時候親近聖經的話。特別是建立
每天晨興的生活。早上至少花10到15分鐘禱讀主話。這樣話中之水的
洗滌就會新陳代謝地潔淨你的斑點(天然生命的缺點)、皺紋(老舊)。必
須要每天早晨與弟兄姊妹一同晨興。不然，就不會繼續實行下去。與
弟兄姊妹一同呼求主名、導讀主話、相互禱告、扶持的晨興生活，會拔
高、支持你每天的學生生活。在學校的考試期間，也要持續每天晨興。
願主保守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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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 召会 ― その定義
召会，主のからだ， かみの住まい，
召された聖徒の 結集，神人，調和;
かみにえらばれ， あがなわれた;
その性しつ，地位， 天にぞくする。
召会，復かつ通し 新人に生まれ，
れいとことばで あらわれ，せい。
主，召会のいのち， 召会のかしら，
性しつはおなじ， 万有超えつす。
主イェス・キリスト， 召会の土だい;
召会のすべては 主と同様，神聖。
十字架の死，通り， 復かつにあり，
金，銀，宝せきとし 建ぞうされる。
かみ，主，霊ひとつ， 要素はひとつ，
信仰，希望，バ+>テマ， からだひとつ。
三いちのかみは 召会のちゅう心，
信仰でむすばれ， 再臨をのぞむ。
諸こく民より出， 肢体とされる，
身分の高低なく， ひとつとなる;
ユダヤ人，異邦人， 自由，奴隷なく，
あるはひとりの あたらしいひと。
宇宙のからだは かく地にあり，
地方のたち場で あらわれ出る。
行政は地方てき， 主はその元首，
まじわりは宇宙， へだてはなし。
諸召会の完成は 新エルサレム;
キリストの豊満， みやこの光景;
主は燃える燈火， 召会はしょく台，
栄光のみかたち 完成，到たつす。

3.

598 召会─定义
召会是主的身体，也是神的居所；
是众圣徒的结集，也是神人调和；
创世以前神所选，十架主死所赎；
性质、地位全属天，地上任何不属。
她是新造的新人，基督复活所生；
圣灵里面受了浸，藉道之洗成圣。
基督是她的生命，又是她的元首；
她与基督同性情，高升远超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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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根基已立定，乃是耶稣基督；
能与基督同神圣，才是她的事物。
凡属她者都需要 经过十架妙死，
在复活里被建造，全是金、银、宝石。
她的元素全是一： 一神、一主、一灵、
一身、一信并一洗， 一望，神所命定。
三一之神在里面， 众人成为一身，
藉信联结，因洗断， 凭望等候主临。
她的所有众肢体，出自各方、各民，
全都结合成为一，不分任何身分；
没有犹太或外邦，没有自主、为奴，
没有卑下或高尚，只有新人“基督。”
宇宙之中独一个，分在各地出现；
一地一会为原则，地方立场为限。
地方行政虽独立，各向元首负责，
宇宙交通却一体，无何离异间隔。
她在各地的出现，都是撒冷雏形；
为作基督的丰满，先有圣城情景：
基督是灯，神是光，她是灯台照明，
显出荣耀的形像，直到撒冷完成。

3.

824. The Church - Her General Definition
The Church is Christ's own Body,
The Father's dwelling-place,
The gathering of the called ones,
God blended with man's race;
Elect before creation,
Redeemed by Calv'ry's death,
Her character and standing
Of heaven, not of earth.
New man of new creation,
Born through her risen Lord,
Baptized in God the Spirit,
Made holy by His Word;
Christ is her life and content,
Himself her glorious Head;
She has ascended with Him
O'er all her foes to tread.

6.

4.

5.

7.

Christ is her one foundation,
None other man may lay;
All that she has, as Christ, is
Divine in every way;
Her members through the Spirit
Their death on Calv'ry own;
They're built in resurrection―
Gold, silver, precious stone.
One God, one Lord, one Spirit―
Her elements all one―
One faith, one hope, one baptism,
One Body in the Son;
The triune God is in her,
One Body members own,
By faith they are united,
In hope of glory shown.
From every tribe and nation
Do all the members come,
Regardless of their classes
United to be one.
No high there is, nor lowly,
No Jew, nor Gentile clan,
No free, nor slave, nor master,
But Christ, the "one new man."
One Body universal,
One in each place expressed;
Locality of dwelling
Her only ground possessed;
Administration local,
Each answ'ring to the Lord;
Communion universal,
Upheld in one accord.
Her local gatherings model
The New Jerusalem;
Its aspects and its details
Must show in all of them.
Christ is the Lamp that shineth,
With God within, the Light;
They are the lampstands bearing
His glorious Image br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