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作为天上真帐幕执事之基督的职事下实行召会生活（鸟瞰､诗歌：补 929) 

  

 
 
 
 
 
 
 
 
 
 
 
 
 
 
 
 
 
 
 
 
 
 
 
 
 
 
 
 
 
 
 
 
 
 
 
 
 
 
 
 
 

 

2017/7/24-30 与升天基督天上的职事合作＃7 

Overview：纲要Ⅰ指出升天的基督是天上真帐幕的执事。Ⅱ指出在天上执事之下，应该实行有召会各方面启示的召会生活。Ⅲ是关于在召会生活的实行里，

实际上所需的美德和经历。我们若是不在属天基督的职事之下，就无法有启示和美德，也就无法实行正常的召会生活。 

Ⅰ.升天的基督是“圣所，就是真帐幕的执事(来

8:2)”： 

Ａ．基督是真帐幕（天上帐幕）的执事，把天（不

仅指地方，也指生命的情形）供应到我们里面。 

Ｂ．现在的基督，现今在诸天之上作我们的执事，供

应我们属天的生命、恩典、权柄和能力，并维持

我们在地上过属天的生活，正如祂从前在地上一

样。 

Ｃ．属天的基督在帐幕中尽职，“这帐幕是主所支

的，不是人所支的(8:2)”： 

１．这个帐幕，这个圣所，乃是在第三层天，那里

有属天的至圣所。 

２．基督在天上的至圣所为我们尽职事，这至圣所

乃是联于我们的灵。 

３．基督在诸天之上的职事，顾到我们的需要： 

ⓐ基督从诸天之上，以分赐的方式，将祂自己供应

给我们作食物，作我们生命的供应。ⓑ当祂作我们

的执事顾到我们的需要，祂就执行神的经纶。 

Ｄ．凡基督这属天的执事所执行的，祂都作为那灵

应用到我们身上： 

１．我们所需要的供应来自基督；祂是诸天之上的

主，也是我们里面的那灵。 

２．现今我们能在祂这升天者的一切功用上经历

祂。 

３．祂这属天的执事，将我们所需要的，从作源头

的父神传输到我们灵里，供应并扶持我们。 

Ｅ．基督在祂天上的职事里是真帐幕的执事，用新

遗命的遗赠、祝福服事神的子民： 

２．凡在新约里的事实，都是新遗命里的遗赠；基督

这天上的执事正在执行新遗命里的遗赠。 

Ⅱ. 希伯来书中所启示召会的各方面： 

Ａ．召会乃是神许多儿子活的组合，他们是在基督复活里所生出来

的许多弟兄： 

１．神是我们神圣的父，我们是由祂神圣生命所生的神圣儿子，有

祂神圣的性情。 

２．我们是基督许多的弟兄，和长子一样一式；祂是神而人者，我

们是人而神者。 

３．召会是一个有两种生命和两种性情结合并调和在一起的生机

体：ⓐ召会完全是生命的事—神圣的生命以及被拔高、复活的人

性生命。 

Ｂ．召会是基督团体的同伙： 

１．神在宇宙中经营的目标，乃是要完成祂自己荣耀的彰显。 

２．长子是神所立的后嗣，我们众子已蒙拯救，和祂同作后嗣，不

仅承受救恩，也要与祂一同承受万有。 

３．神的长子基督是神所立的后嗣，而我们这些神的众子是与祂同

作后嗣；因此，我们是基督的同伙。 

４．作为基督的同伙，我们有分于祂的受膏，并在祂的经营里与祂

合作，以达到神经纶的目标，就是神圣者荣耀的彰显。 

Ｃ．召会，基督的扩大，乃是安息日的安息： 

１．个人的基督是神的安息日，而召会是基督的扩大；因此，召会

也是神安息日的安息。 

２．召会是神的满足与安息，因为神在召会中得着祂的居所，使祂

得着彰显与代表。 

Ｄ．来到召会就是来到新约，来到属天的新耶路撒冷： 

１．新约、属天的耶路撒冷和召会乃是一。 

２．接受新约就是进入新耶路撒冷，并来到召会：ⓐ希伯来八章指明

律法的旧约已经被新约顶替。ⓑ希伯来十二章说，我们乃是来到锡

安山，来到活神的城，来到新约的中保这里，并来到召会。 

Ｅ．召会是神那不能震动的国： 

１．我们所要领受那不能震动的国，就是基督和祂的扩大：ⓐ国度

其实就是主自己在我们里面作国度。ⓑ召会是基督在生命上的扩

增，而国度是基督在行政上的扩增。 

２．我们在召会中，就是生活在今天神的国里。 

Ⅲ. 希伯来十三章一至十九节说到实行召

会生活所需的美德和经历： 

Ａ．照内容看，本章是为着正当的召会生活

而写的；这里提起的每一件事，就如弟兄

相爱，接待客旅等等，几乎都是为着召会

生活，而不仅是为着基督徒生活。 

Ｂ．我们要过真实且稳固的召会生活，就

必须持定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

样的基督，不被各样怪异的教训带入歧

途。 

Ｃ．我们越在灵里享受天上的基督，就越

出到宗教的营外，跟随受苦的耶稣。 

Ｄ．我们既在召会生活中享受不变的基督作恩

典，并且跟从祂出到宗教之外，就该借着祂

向神献上赞美的属灵祭物： 

１．我们在召会中该借着基督，常常向

神献上赞美的祭。 

２．在召会中，基督在我们里面歌颂父

神，我们也该借着祂在召会中赞美父

神。 

３．至终，祂与我们，我们与祂，都在

召会中，在调和的灵里，一同赞美父： 

ⓐ祂是赐生命的灵，在我们的灵里赞

美父；我们借着我们的灵，也在祂的

灵里赞美父。 

ⓑ这是我们借着子基督，献给神最好、

最高的祭。 

ⓒ这是召会聚会中极其需要的。 



经历①：召会，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被变化 
神永远的定旨，是要得着许多儿子，作祂团体的彰显。首先，祂的独生

子经过过程，并进入荣耀，全然得着完全，成为标准的模型，就是神的长子，
作神的彰显。自从基督升天以后，神就一直作工，要大量复制那个标准的模
型，就是祂的长子。历世纪以来，很少基督徒看见这事，结果使主受到耽
延。……在主的恢复里，祂正在复制标准的模型，竭力在我们中间作工，要
使我们每一个人与长子一模一样。这就是得以完全的意思。 

为着得以完全，我们需要神性和拔高、复活的人性，也需要了结一切的钉
十字架。我们的完全，必须包括基督那了结一切的钉十字架，因为祂包罗万有
的死，将一切消极的事物，都留在河的对岸，成为历史。我们也需要使我们里
面的各部分，被祂一切的所是浸透。甚至我们里面最小的部分，也必须被祂浸
润。…这就是得荣耀，得完全，以及神儿子之模型的复制和翻版。 

召会是由神的许多儿子组成的，也就是由神长子的许多弟兄所组成的。
这就是召会。……四十多年前，我看见召会是一班真正在基督里的信徒，
聚集在一起。这个解释不能说不对。大约一百五十多年前，有一班弟兄们
得着启示，看见召会不是由石头和砖头盖成的建筑物。他们起来很强地向
基督教国宣告说，召会不是物质的建筑物，召会不是大教堂、小教堂或礼
拜堂。他们宣称，召会乃是一班蒙神所召的人聚集在一起。当真正在基督
里的信徒聚集在一起，他们就是召会。我们从这个启示得了很大的帮助，
在五十多年前也开始传讲，所有蒙神呼召的圣徒聚在一起才是召会。对于
上一世纪这班弟兄们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很感谢。慢慢地我们看见，召会
不仅是一班真信徒聚集在一起，召会乃是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
你把羊聚在一起，羊也不能成为一个身体。大家都知道，身体乃是一个有
生命的生机体，含有生命的构造、生命的细胞、生命的性质、生命的形状、
生命的本能和生命的功用。召会比仅仅一个聚集更深、更高、更奥妙。 

中高中生篇 
召会不是礼拜堂或聚会所等的建筑物。新约圣经中希腊文

「ecclesia」，是「被蒙召的会众」的意思。因此中文及日语恢复本新约

圣经，「ecclesia」不是译为以前的「教会」，乃是译为「召会」。 
有关新约圣经的召会的启示，更加往前，启示召会是「基督的身体」。

为了达到神的目标，召会是被蒙召的会众这样的认识还不够。神的目标
是神的建造，是基督的身体的建造。得救的你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
我们的身体是由各个部分组成，没有不需要的肢体。为了身体的建造每
个肢体都是必要的。同样，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团体的基督得着大大
地彰显，需要召会中全体的弟兄姊妹正确地尽功用。绝不要觉得因为自
己是中高中生，就不需要讲说神的话，声的唱诗歌，在聚会中祷告。实

际上你越尽功用，就越享受基督，被变化。并且越被变化，你就越能为
了更多的建造而尽功用。阿们！ 

经历②：为了成为基督的同伙，经过苦难被变化 

神在宇宙中有一个伟大的经营。这经营的目标，是要得着一个荣耀的彰显。

这荣耀的彰显是我们，要进入的目标。我们的眼界需要扩大，看见神在整个宇宙

中所经营的，乃是要使祂自己得着一个荣耀的彰显。神的儿子被立，是要成就神

的计划。祂已被立来经营这个企业。祂在已过的永远里，就被命定来承当这个职

分。 

因着神的长子基督是神所立的后嗣，而我们这些众子是和祂同作后嗣

的，所以我们是祂的同伙。祂与我们，我们与祂，乃是在神圣的企业中为

同伙，同享权益。…阿利路亚！我们是祂的同伙。假若你是个亿万富翁的

合伙人，你也必定很富有，因为这个亿万富翁的所有也属于你，你和他同

在一个大企业里。照样，神在宇宙中有一个最伟大的企业，叫作“基督与

召会”，我们都是这企业的合伙人。我们不是这企业的雇员，乃是合伙人。

在整个宇宙中，神只有这一个企业—基督与召会，其中有千万的天使为我

们效力。犹太人不该再以天使夸口；天使不过是我们的仆役。 

在职青年篇 

来 3:15 我们若将起初的确信坚守到底，就必作基督的同伙了。 

罗 8:17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只要我们

与祂一同受苦，好叫我们也与祂一同得荣耀。 

在“基督与召会”这个宇宙中最伟大的公司里，我们是最高管理者基

督的合伙人。在公司里的合伙人，指的不是课长或部长，而是合作经营伙

伴。神的经纶，是让你成为基督的合伙人。但是，你不是一得救，马上就

成为合伙人。得救后，被变化，被模成祂的形状之后，才成为基督的合伙

人。 

要被变化，你需要经过苦难。公司的上司、同事、部下，都是为了你

在公司中经历基督，被变化，神带着主权所安排的。请你在公司执行业务

上，经历基督做智慧与能力。另外，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应该怎样行事

为人，请你经历基督做光、智慧、洞察力。还有，很多时候，撒但会在背

后行动，在召会生活中，在身体中，要站起来对抗撒但，与之争战。这样，

你会渐渐地成长为基督的同伙。哈利路亚！ 

弗 6:10 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祂力量的权能，得着加力。 

11 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以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12 因我们

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

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13 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军装，使你

们在邪恶的日子能以抵挡，并且作成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引用经节： 
I. 升天的基督是“圣所，就是真帐幕的执事”： 
来8:2 作了圣所，就是真帐幕的执事；这帐幕是主所支的，不是人所支的。 
1:3 祂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印像，用祂大能的话维持、载着并推动
万有；祂成就了洗罪的事，就坐在高处至尊至大者的右边； 
4:12 因为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能以刺入、
甚至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4:14 所以，我们既有一位经过了诸天，尊大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便当坚守所承认的。15 因我们并非有一位不能同情我们软弱的大祭司，祂
乃是在各方面受过试诱，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 
7:22 祂就成了更美之约的保证。 
7:26 像这样圣而无邪恶、无玷污、与罪人分别，并且高过诸天的大祭司，
原是与我们合宜的； 
8:6 但如今耶稣已经得着更超特的职任，正如祂也是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
是凭更美的应许立定为法的。 
9:15 所以，祂作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第一约之下的过犯，
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16 凡有遗命，立遗命者的死必须证
实出来；17 因为留遗命的人死了，遗命才得确定；立遗命的人还活着的时
候，遗命是没有效力的 
9:24 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那不过是真圣所的复本，乃是进
入了天的本身，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 
弗1:10 为着时期满足时的经纶，要将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
上的，都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林前15:45 ・・・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林后3:17 而且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有自由。 
罗8:11 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
死人中复活的，也必藉着祂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 
II. 希伯来书中所启示召会的各方面： 
罗8:29 因为神所预知的人，祂也预定他们模成神儿子的形像，使祂儿子在
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来2:10 原来万有因祂而有，藉祂而造的那位，为着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
里去，就藉着苦难成全他们救恩的创始者，这对祂本是合宜的。11 因那圣
别人的，和那 

 
 
些被圣别的，都是出于一；因这缘故，祂称他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说，
12 「“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召会中我要歌颂你。” 
1:9 你爱公义，恨恶不法；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欢乐的油膏你，胜过膏
你的同伙。” 
3:15 我们若将起初的确信坚守到底，就必作基督的同伙了。 
4:9 这样，必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 
5:5 这样，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作大祭司，乃是那向祂说“你是我的儿子，我
今日生了你”的，荣耀了祂； 
12:28 所以我们既领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接受恩典，藉此得以照神所喜
悦的，以虔诚和畏惧事奉神； 
彼前1:3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祂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
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的盼望， 
约20:17 耶稣对她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你往我弟兄那里
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到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那里，到我的神，也是你
们的神那里。 
弗1:5 按着祂意愿所喜悦的，预定了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归
于祂自己， 
加3:26 因为你们众人藉着相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约1:12 凡接受祂的，就是信入祂名的人，祂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
13 这等人不是从血生的，不是从肉体的意思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意思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III. 希伯来十三章一至十九节说到实行召会生活所需的美德和经历： 
来13:8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9 你们不要被各样
怪异的教训带入歧途，因为心靠恩典得坚固，不靠祭物作食物，才是好的；
那靠祭物作食物而行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 
13 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祂去，忍受祂所受的凌辱。 
15 所以我们应当藉着耶稣，常常向神献上赞美的祭，这就是承认主名之嘴
唇的果子。16 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供输，因为这样的祭物是神所喜悦的。
17 你们要信从那些带领你们的，且要服从；因他们为你们的魂儆醒，好像
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欢乐的作这事，不至叹息；若叹息，就与你们无
益了。18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深信自己良心无亏，愿意凡事都行得
好。

  



 
 
 
 

约翰福音 13章的里程碑：生命在爱中洗涤，维持交通 

1.主亲自的洗涤(1-11节) 
１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祂既爱世间属自己的
人，就爱他们到底。2 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出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
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3 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祂手里，且知道自
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往神那里去，4 就起身离席，脱了外衣，拿一条手
巾束腰。5 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开始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
擦干。6 来到西门彼得那里，彼得对祂说，主啊，你洗我的脚么？7 耶稣
回答说，我所作的，你如今不晓得，后来必明白。8 彼得说，你绝不可洗
我的脚，永远不可。耶稣回答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9 西门
彼得对祂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10 耶稣说，凡洗过澡
的人，除了脚以外，没有需要洗的，他乃是完全洁净的。你们是洁净的，
然而不都是洁净的。11 耶稣原晓得要出卖祂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
洁净的。 

2.信徒彼此的洗涤(12-17节) 
12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外衣，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作
的，你们明白么？13 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
就是。14 我是主，是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15 我
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作的去作。16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
你们，奴仆并不大过主人，受差遣的也不大过差遣他的。17 你们既晓得这
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3.彼此相爱(34-35节) 
34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诫命，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正如我爱你们，为使你
们也彼此相爱。35 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4节里的外衣，象征主彰显出来的美德和属性。因此，祂脱了外衣，表
征脱去祂彰显出来的所是。束腰表征以谦卑约束、限制自己。 

5节里的水象征圣灵、话和生命。一至十二章说到生命来了，并且产生
了由重生之人所组成的召会。在他们的灵里，他们是在神里面，也是在诸
天界里；但在他们的身体里，他们仍然活在肉体中，行走在地上。因着属
地的接触，他们常被玷污，这阻挠他们与主的交通，以及彼此的交通。因
此，他们需要用圣灵、话和生命来洗涤，洗去他们的污秽，以维持与主并
彼此的交通。这与用血洗他们的罪不同。这就是在十二章之后，还需要本
章这洗脚的事作表号的原因。本福音是一卷表号的书。本章这里所记载的
事，也该视为一个具有属灵意义的表号。我们不能只就着字面，更该就着

灵意接受这洗脚的事。 
古时犹太人所穿的鞋，鞋帮是用条带作的，满了洞孔；由于路上尘埃

多，脚很容易弄脏。他们赴席时，若在席间伸出脏臭的脚，就难免会阻挠
交通。因此，要有愉快的筵席，就需要洗脚。主给门徒洗脚，向他们表明
祂爱他们到底(1 节)，并且吩咐他们要照样在爱里彼此洗脚（14、34 节）。
今天世界是污秽的，我们行在其中又很容易被污染。为了维持与主并圣徒
之间愉快的交通，我们需要让主在祂的爱里，并让众圣徒彼此在爱里，用
洗涤的圣灵、话和生命来洗我们的脚。 

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很自然的会被世界上的往来污染。比
如说网络搜索很便利，能够很容易获取需要的信息。但是，紧挨着搜索到
的信息旁边就有不健康信息的链接。电车里的广告和车站大屏幕上也包含
了不健康或是不道德的内容。而且在酒馆一条街的四周有很多的喝醉的人。
醉酒会降低人的理性，很多时候一喝多就会带来淫乱。人们在这个世界上，
就算不犯罪，也很容易接触到罪孽深重的事物，并受其污染。 

工作之后，会因为公司内部的升职竞争而被卷入嫉妒、愤怒、嫉恨中；
也会接触到周围的人为守住自己的地位而撒谎。另外也会在网络购物中来
回地看最前端流行的东西。虽然这些并不是罪孽深重的东西，但是长久居
于其中的话，我们的心会云层笼罩而疲乏。这些都象征因这世上的往来而
有的污秽。 

约翰福音 13 章中的洗脚，洗涤因世上往来而有的污秽，除去妨碍交通
的东西。感谢主！因这里洗涤的水象征圣灵、话和生命，所以你必须要读
圣经、用其中的话祷读、祷告。如同每天都洗澡，每天你也需要圣灵、话
和生命的洗涤。 

当你犯了罪的时候，你应该要认你的罪，用耶稣的血洁净你受污染的
良心。但是约翰福音 13章生命的洗涤和耶稣血的洗净有所不同。只要你一
天生活在这世界上，就算不犯罪，也会因这世上的往来受到污染变臭。这
种恶臭会妨碍召会生活中生命的交通。 

实际上，请一点点地实行以下事项。 
1. 晨晨复兴：每天早晨利用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读、祷读主话，并祷告。 
2. 每天实行点滴灌溉的祷告。加入 Line等祷告小组，发送一分钟的
祷告语音，听其他小组成员的一分钟祷告。这样互相洗脚，彼此相爱。 
3. 参加每周 BSG等活动，发表自己的感觉或是享受的内容。 

Hymnal (#814) 
1.”Man shall not live by bread alone, 
  But by each word which doth proceed 
  From God’s own mouth”; these we must eat 

And let them be our life indeed. 
 

 

5. Thus, to receive Thy Word is not 
To read it only with our eyes 
And understand it in our mind, 
But ‘tis the spirit’s exercise. 

6. Thy Word in spirit we must eat 
  And to our inmost part receive; 
  ’Tis by our spirit’s exercise 
  To pray with what our minds perceive. 

9. Lord, teach us how to exercise 
Our spirit when Thy Word we read; 
Then will our spirit nourished be 
As thus upon Thyself we fe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