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弟兄在一里同居而有耶和华所命定生命的福（诗歌補） 
Overview：那作神居所的圣殿是建造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上，耶路撒冷的独一立场预表神所选择的独一立场，就是一的立场。诗篇一百三十三篇是一位圣民上锡安时，因弟兄
在一里同居，有耶和华所命定生命的福而有的赞美。当我们觉得枯干、碰壁的时候，需要别的弟兄姊妹为我们代求，那种情形才可以过去。基督徒的生活必须是恩典的生活，
就是恩典的经历。当我们来参加聚会时，应该带着赞美而来。我们越经历基督这赐生命的灵，我们天然的构成和个性就越减少；由于我们经历三一神和祂神圣的属性，使这些
构成和个性减少，我们就被成全成为一。在召会堕落之黑暗时期中那赐给众地方召会的恩典，乃是为着那些寻求答应主呼召，要作主得胜者的信徒。神的祝福因着得胜者临到
召会。 
Ⅰ．那作神居所的圣殿是
建造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
上，耶路撒冷的独一立场
预表神所选择的独一立
场，就是一的立场： 
Ａ．古时所有以色列人一
年三次到耶路撒冷聚集；
唯有借着耶路撒冷这独一
敬拜神的地方，神子民的
一才世世代代得蒙保守。 
Ｂ．新约中神所命定一的
正确立场，乃是一地一会
的独一立场： 
１．召会是由宇宙的神所
构成的，却存在于地上的
许多地方；就性质说，召
会在神里面是宇宙性的；
但就实行说，召会在一个
确定的地方是地方性的，
就如“在哥林多神的召
会”： 
ａ．“神的召会”，意思
是召会不仅为神所有，也
有神为其性质和素质，这
是神圣的、一般的、宇宙
的、永远的。 
ｂ．“在哥林多……的召
会”，意指在一个城里的
召会，留在确定的地方，
为着事务上的行政，以这
地方为其地位、立场和治
理的界限，这是物质的、
专特的、地方的、暂时
的。 
２．缺了宇宙的一面，召
会就没有内容；缺了地方
的一面，召会就不可能有
出现和实行；关于召会在
各地的建立，整本新约的
记载是一致的。』 

Ⅱ．诗篇一百三十三篇是一位圣民上锡安时，因弟兄在一里同居，有耶和华所命定生命的福而有的赞美；每当弟兄们在膏油之
下合而为一，就有神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一道丰满、畅通、无止息的生命流： 
Ａ弟兄在一里同居，其善无法估计，好比上好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其美无法计算，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 
１．作为亚伦所预表的人，召会乃是一个新人，包括头与身体，就是团体的基督，团体的祭司体系。 
２．作为锡安所预表的地方，召会乃是神的居所。 
Ｂ．真正的一是由流淌的膏油和降下的甘露所构成，使基督的身体在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里，渐渐得以建造：』 
１．诗篇一百三十三篇相当于以弗所四章；当我们在身体里，竭力保守那灵的一时，我们就有那灵的膏抹（3~6）；涂抹的膏油
是复合的膏油，预表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包罗万有复合的灵： 
ａ．复合的灵乃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带有神圣的属性、人性的美德、基督的死和死的功效以及基督的复活和复活
的大能。 
ｂ．我们是在一里面，这一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膏抹或“油漆”到我们全人里面。 
ｃ．一天过一天，在召会生活中，神圣、奥秘之复合膏油的一切成分不断地作到我们里面；借着把这些成分应用到我们里面，
我们自然就在一里。』 
ｄ．一的立场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应用到我们身上；这复合、包罗万有、赐生命之灵的涂抹乃是我们一的元素： 
（1）我们若离开我们灵里的那灵行事，我们就是分裂的，并失去了一。 
（2）我们若留在赐生命的灵里，就保守了那灵的一。 
ｅ．复合的灵不是为着那些个人主义者，乃是在身体里，为着身体，并为着建造身体之祭司的事奉。 
ｆ．我们接受那灵的供应，就是身体的供应，乃是借着肢体的代求和交通： 
（1）当我们觉得枯干、碰壁的时候，需要别的弟兄姊妹为我们代求，那种情形才可以过去。（2）我们不能没有身体的供应而
活，因此，我们必须一直应用身体的交通。 
（3）人要看见光就需要进入召会，就是圣所。』 
２．从黑门降在锡安山上的甘露，表征那降下、新鲜、滋润、浸透之生命的恩典，就是三一神作我们生命的供应，给我们享
受： 
ａ．在预表上，黑门表征诸天，宇宙中的最高处。 
ｂ．锡安众山预表众地方召会；锡安只有一个，就是作为一个身体的一个召会，但有许多山头，就是许多地方召会。 
ｃ．恩典乃是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被我们经历、接受、享受并得着。 
ｄ．我们留在召会生活里，就蒙保守在主的恩典中。 
ｅ．借着在锡安山上所接受的恩典，我们就能过一种世人无法过的生活。 
ｆ．基督徒的生活必须是恩典的生活，就是恩典的经历：（1）我们借着主格外增多的恩典，得有信和爱。（2）我们靠着恩典
得着在基督的复活与升天里之生命的救恩。（3）我们得进入并站在神洋溢的恩典中。 
（4）我们在这恩典中享受神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 
（5）我们能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恩典，作应时的帮助。 
（6）我们能从神得着各样恩典洋溢的加给。（7）我们能时常享受神繁增的恩典。 
（8）我们能借着谦卑，得享神更大的恩典。 
（9）我们对神经纶中之恩典的经历，就是享受主在我们灵里的同在。（10）我们需要凭神的恩典活出基督作神的义。（11）我
们需要经历主够用的恩典，就是基督覆庇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12）我们凭恩典能胜过短暂无定之财富的霸
占，慷慨地供给缺乏的圣徒。 
（13）我们经过受苦，蒙全般恩典的神来成全我们，坚固我们，加强我们，并给我们立定根基。 
（14）我们需要作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15）我们的话应当将基督作为恩典分给人。 
（16）我们需要经历基督作恩典，作超凡的人，并为主格外劳苦。 
（17）我们需要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的恩赐，在生命中作王。 
ｇ．在召会堕落之黑暗时期中那赐给众地方召会的恩典，乃是为着那些寻求答应主呼召，要作主得胜者的信徒。 
ｈ．主耶稣基督那分赐给祂整个新约时代之信徒的恩典，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作神之喜悦的终极完成，就是神使祂自己与
人联结调和，作祂的扩大和永远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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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在召会生活中，我们天天被涂抹，蒙恩典；那灵的膏抹和恩典的供应，使我们能在一里生活。』 
４．我们越经历基督这赐生命的灵，我们天然的构成和个性就越减少；由于我们经历三一神和祂神圣的属性，使这些构成和个
性减少，我们就被成全成为一。 

Ⅲ．诗篇一百三十四篇作为一百三十三篇的总结，是末了一首上行之歌，乃是圣民上锡安时，因以色列人对神殿中事奉之祭司的嘱咐和祝福而有的赞美： 
Ａ．一百三十四篇指明最高的子民，就是那些在锡安的人，能祝福每个人，并教导每个人。 
Ｂ．祝福来自锡安，来自最高峰，来自达到了顶点、达到了得胜者地位的人；在每个时代和世纪，神的祝福都因着得胜者临到了召会。』 

第一天：申12:5 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所选择出来立祂名的地
方，就是祂的居所，那是你们当寻求的，你们要往那里去， 

林前1:2 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召会，就是给在基督耶稣里被圣别，蒙召的
圣徒，同着所有在各处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祂是他们的，也是

我们的； 
第二天：诗132:13 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14 

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15 我要丰厚的赐福与其中
的粮，…。16 我要使其中的祭司披上救恩，其中的虔诚人大声欢呼。 
133:1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第三天：弗4:3 以和平的联索，竭力保守那灵的一：4 一个身体和一位灵，
正如你们蒙召，也是在一个盼望中蒙召的；5 一主，一信，一浸；6 一位众

人的神与父，就是那超越众人，贯彻众人，也在众人之内的。 
约一2:27 你们从祂所领受的膏油涂抹，住在你们里面，并不需要人教导你

们，乃有祂的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你们；这膏油涂抹是真实的，不是
虚谎的，你们要按这膏油涂抹所教导你们的，住在祂里面。 

第四天：诗133:1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2 这好
比那上好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 
腓1:19 因为我知道，这事藉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
终必叫我得救。 

诗73:16 我思索要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17 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我才
看清他们的结局。 

太5:14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立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第五天：诗133:3 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

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提前1:14 并且我们主的恩是格外增多，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又有爱。 
罗5:17…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藉着这一人作了王，那些受洋溢之恩，并

洋溢之义恩赐的，就更要藉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 
第六天：约17:23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被成全成为一，叫
世人知道是你差了我来，并且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诗134:1 耶和华的众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颂赞耶和华。2 

你们当在圣所举手，颂赞耶和华。3 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
们。 

【預言ノート】 
 
 
 
 
 
 
 
 
 
 
 
 
 
 
 
 
 
 
 
 
 
 
 
 
 
 
 



经历①：在弟兄们和睦的地方，就有膏油涂抹的祝福 

诗篇一百三十三篇乃是旧约中得着膏的中心篇。…〔一节的〕“和睦同
居”…是团体的，无间隔、不独立。…在这种情形里，他们得着了神的膏。

〔2。〕当膏往下流的时候，自然的，凡在头以下者就得着膏油。旧约的诗篇
一百三十三篇相当于新约的以弗所四章。当我们在身体里，竭力保守那灵的

一时，我们就有那灵的膏抹。我们需要站在头以下，并活在身体里，才能得
着膏油。…我们要得着膏油，一面要顺服在元首之下，一面还要活在身体的
生活中。…我们越在身体的交通中，就越享受那灵的膏抹。 

当膏油的这些成分应用到我们身上时，我们就被涂上了经过过程的三
一神，以及复合膏油中的所有元素。正当的召会生活是一种在一里的生

活，而这一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与信徒的调和。…一天过一天，在召会

生活中，圣膏油的一切成分，都作到我们里面来。借着把这些成分应用到
我们里面，我们自然就在一里了。要我们制造分裂，或持有异议，相当不

容易。召会里的一是何等美善，何等可爱，何等享受！ 

一的立场乃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应用到我们身上。…我们所在的一不
是把一班相信基督的人相加所产生的；那种一相加也容易，减去也容易。
然而，我们一旦让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应用到我们身上，因而被带进这个一
里面，之后要再把这个一减去，就很困难了。…在主恢复中召会的一，包

含着三一神应用到我们里面。 

中高生篇 

关于升学或是学校生活中人际关系所遇到的困难，你必须要与服事者或
大学生的弟兄姊妹交通。越是敞开心交通的话，里面就越得着膏油涂抹，能

够有分于基督的死的功效和复活的大能。因为召会生活是在交通中，在召会
生活、身体的生活中，你能够有分于从元首涌流出来的膏油涂抹。 

例如，在准备大学入学考时，你能够从经历过考试的大学生或在职青年
等人得到帮助。该选择什么科系、自己擅长的科目是什么、不擅长的科目是
什么。将来为了找到适合过召会生活的职业，成为优秀的社会人士，可以交
通如何准备大学考试等等。特别是日本人在准备大学考试时比较不太考虑到

将来的就业。在欧美先进国家，在选择考的大学时而不考虑将来就业的人是

很少见的。在日本未来的时代，也应该在准备大学考试时，势必要考虑到将
来的就业。 

这样地与前辈的弟兄姊妹敞开交通、祷告时，你就能够经历到膏油涂
抹。这膏油涂抹是包含万有的赐生命的灵。这个灵里面有神性、有人性，有
十字架之杀死罪的功效、复活的大能，能够供应你准备考试读书所需要的各
种能力，例如集中力、记忆力、耐力、智慧、行动力。你一定要在召会生活
中向交通敞开、要有分于膏油涂抹的祝福。阿们！ 

经历②：借着有身体建造观念的弟兄姊妹的代祷 

膏油不是为着个人，而是为着身体。凡是与身体分离的、脱节的，都无法
经历这膏油。根据诗篇一百三十三篇的图画，膏油是浇在亚伦的头上，然后扩
散到胡须，再流淌到衣襟。这指明如果我们是单独的，我们就无法经历膏

油。……如果与召会是一，那我们在家中就能适当的与主有接触。但我们如果
离开召会，我们与主的接触就完全两样了。因为膏油不是为着单独的肢体，而

是为着头和身体，甚至是为着头同着身体。 
〔在腓立比一章十九节，〕“你们的祈求”是指明身体的供应。表面看来

保罗在监牢里；实际上他在身体里。监禁没有使他与身体隔离，或使他与身体
的供应隔绝。保罗里面有清楚的感觉，他是在身体里，身体的众肢体在供应他，

扶持他，并与他站在一起。 
我们也许常请某弟兄为我们祷告。但即使他为我们祷告，我们也为他祷

告，这祷告却可能少有功效。缺少功效的原因乃是，我们在祷告上也许离开了
身体。每当我们离开身体而祷告的时候，甚至我们的祷告也会枯干，我们的代

求也会没有功效。膏油涂抹不是个别地在我们身上，乃是在身体上。 

在职青年篇 

你干渴、无法往前的时候，需要其他的弟兄姊妹为你代求。那样，你就可
以有突破。但是这样有果效的代求，不是来自于个人主义的弟兄姊妹，而是来

自身体里正常的弟兄姊妹的代求。因为祝福的膏油是为着身体，不是为着个
人。为你代求的弟兄姊妹如果是在身体里，为着身体的话，借着他们的代求，

你不能突破的能得以突破。 
作为在职的你，必须在很多方面有突破。因为日本的文化包括公司在内

都是拒绝基督，杀死基督的文化。你信主受浸，进入了神的国。现在，需要
在召会生活中被彰显神的文化重新构成。 

譬如，在公司上司和前辈在加班的话，就算你工作已告一段落，也不能回
家的强烈氛围。工作告一段落的员工，应该是早点回家恢复精神，第二天的工
作的效率才会提高。可是那样的合理的考虑不通用，无意义的强制着员工加
班。这样的不合理的氛围，其实是日本特有的。这样的氛围，是神的子民享受

神，服事神的屏障。还有，另外的例子，在日本的文化中，在职者容易把全部

精力都放在不要失败上。他们的焦点是，不受别人责备或是使人不知道失败的
理由。可是其结果，无法产生为了成功而进取的创新思想。iPhone最初被推出
时，其零部件的大部分都是日本制造。还有，其想法其实也是从日本制造的电
器而得到的启示。可是，日本人没有开发出 iPhone。那是因为没有为了成功而
挑战。当今时代，不挑战已成为日本人失败的原因。在这方面，你为了突破，

成为成功的在职者，需要向活在身体的实际中的弟兄姊妹敞开，请他们为你代
求。



詩歌、補８４３番 
１ 見よ、すばらしく、よろこばしい。 
兄弟たち和合し住んでいる！ 
見よ、すばらしく、よろこばしい。 
兄弟たち和合し住んでいる！ 
かしらにそそがれた 
たっといあぶらアロンのひげにながれくだり、 
ころものすそにくだるよう。 

２ 見よ、すばらしく、よろこばしい。 
兄弟たち和合し住んでいる！ 
かしらにそそがれた 
たっといあぶらアロンのひげにながれくだり、 
ころものすそにくだるよう。 

３ ヘルモンのつゆがシオンのやまに、 
エホバはしゅくふくを、 
しゅくふくを命じられた。 
いのちをえい遠まで。 

 
 
 
 
 
 
 
 
 
 
 
 
 
 
 
 
 
 
 
 
 
 
 
 
 
 

补充本,#628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 
(诗篇一三三篇) 
_一_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 
是何等的美，看哪，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这好比那上好的油， 
上好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 
_二_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 
是何等的美，这好比那上好的油， 
上好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 
_三_ 
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 
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 
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Hymns,#1339 
_1_ 
Behold how good and how pleasant it is, 
For brethren to dwell together in unity! 
Behold how good and how pleasant it is, 
For brethren to dwell together in unity! 
It is like the precious ointment upon the head, 
That ran down upon the beard, 
Even Aaron's beard: 
That went down to the skirts of his garments. 
_2_ 
Behold how good and how pleasant it is, 
For brethren to dwell together in unity! 
It is like the precious ointment upon the head, 
That ran down upon the beard, 
Even Aaron's beard: 
That went down to the skirts of his garments. 
_3_ 
As the dew of Hermon, 
And as the dew that descended 
Upon the mountains of Zion: 
For there the Lord commanded the blessing, 
Even life for ever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