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召会生活 --- 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的生活（诗歌：779） 

Overview：神永远的目的是要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这基督已被设立作宇宙的头。撒但的目标乃是要败坏神的创造，而造成混乱。我们都需要从崩溃的混

乱里蒙拯救，并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召会生活乃是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的生活。我们若不认识什么是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就不会认识召会。

我们在召会生活中，在神圣经纶里借着神圣的分赐，凭着生命与光，正在被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我们应该宝爱召会生活，在召会生活中，领先长到基督里，被归一于元

首之下。借着召会被归一，神就可以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Ⅰ．神永远的目的是要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这基督已被设立作宇宙的头： 

Ａ．神永远的定旨是要在时期满足时的经纶里，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B．借着神在所有世代中一切的安排，万有要在新天新地中，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这就是神永远的行政和经纶。』 

 

Ⅱ．撒但的目标乃是要败坏神的创造，而造成混乱： 

Ａ．当撒但将他自己注射到人里面时，撒但对人就成了死亡和黑暗；罪带进死，死带进黑暗，黑暗带进混乱。 

Ｂ．整个宇宙都因为撒但把他自己作为死的因素，注射到神的创造里，而崩溃混乱。 

Ｃ．神正在作工，要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使祂的造物从捆绑中得着释放，而得享自由。』 

Ⅲ．我们都需要从崩溃的混乱里蒙拯救，并在基督里归一

于一个元首之下： 

Ａ．由撒但的背叛和人的堕落所引起宇宙的崩溃，给神一

个大好的机会，来彰显祂的智慧。 

Ｂ．照着圣经，神的救恩不仅拯救我们脱离堕落、罪恶的

光景，也脱离崩溃的混乱。 

 

Ⅳ．召会生活乃是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的生活： 

Ａ．神要借着召会，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而叫万有服在基督之下。』 

Ｂ．召会是神所拣选的人，以基督作头，归一于一个元首之

下： 

１．在正确的召会生活里，我们正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

之下。 

２．我们若不认识什么是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就

不会认识召会。 

３．在召会生活中，我们领先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为此，我们需要在生命里长大。 

Ｃ．神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所采取的第一步，

是将祂所拣选的人，祂的众子，从宇宙的崩溃中带出来，将

他们摆在基督的元首权柄之下。 

Ｄ．当召会领先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时，神就有路

使万有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１．召会是神所使用的器皿，以解决祂的问题并完成祂的定

旨，这定旨就是祂借着将自己与人调和，而借着人彰显祂自

己。 

２．最至终，身体同作头的基督，乃是万有宇宙的头。』 

Ⅴ．在神圣的经纶里借着神圣的分赐，我们在召会生活

里正在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Ａ．神圣的经纶已经进到我们里面： 

１．基督就是神圣的经纶；因此，当我们接受基督时，

我们就接受神圣的经纶到我们里面。 

２．神圣的经纶已经进到我们里面，作为一种行政、安

排和计划，使一切都有秩有序。 

Ｂ．神正在借着一个行政，将祂自己作到祂所拣选的人

里面，这行政乃是甜美的分赐、亲密的管家职分和令人

舒畅的家庭安排： 

１．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乃是借着亲密

的管家职分，令人舒畅的家庭安排。 

２．在神的家中行事为人的路，乃是有令人愉快的家庭

行政，亲密的管家职分，将基督分赐到神所有的家人里

面。』 

３．神洋溢的恩典要完成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

首之下；这洋溢的恩典正在我们身上作工，为使万有在

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４．我们作为神的基业越被那灵这活的印记所浸透，在

宇宙中就越有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的光景。 

Ⅵ．在召会生活中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是借着生

命和光而有的： 

Ａ．神恢复的路乃是基督与撒但相对，生命与死亡

相对，光与黑暗相对，井然有序与混乱相对。 

Ｂ．崩溃来自死这因素；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来自

生命这因素。 

Ｃ．神在祂造物中间恢复一的路，乃是将祂自己分

赐到我们里面作生命。 

Ｄ．我们要实际地从崩溃的混乱中蒙拯救，就需要

在生命里长大；我们越在生命里长大，就越归一于

一个元首之下，也越从宇宙性的崩溃中得着拯救。 

Ｅ．当神进入我们里面作生命时，生命的光就在我

们里面照耀；这生命吞灭死亡，这光驱尽黑暗： 

１．当我们满了作生命的基督时，我们就在光底下，

受光的大能所管制。 

２．神就是光，因此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乃是光的儿

女，甚至是光本身，因为我们在主里与神是一。 

３．在生命里，并在光底下，我们就蒙拯救脱离混

乱，被带进井然有序、和谐与一里，并在基督里归

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2018/1/22-1/28 真正的召会生活＃2 
 
 
 



第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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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
并使祂向着召会作万有的头； 

第二日：罗8:19 受造之物正在专切期望着，热切等待神的众子显示出来。20 
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那叫它服的，21 指望
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从败坏的奴役得着释放，得享神儿女之荣耀的自由。
22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一同受生产之苦，直到如今。23 不但
如此，就是我们这有那灵作初熟果子的，也是自己里面叹息，热切等待儿子
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第三日：西1:12 感谢父，叫你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给众圣徒的分；13 祂
拯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祂爱子的国里；弗1:8 这恩典是神
用全般的智慧和明达，使其向我们洋溢的， 

弗3:10 为要藉着召会，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 
罗11:33 深哉，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祂的判断何其难测，祂的道路何其
难寻！ 
第四日：弗4:15 惟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祂，就是
元首基督里面； 
林前11:3我且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
的头。 
西1:18祂也是召会身体的头；祂是元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使祂可
以在万有中居首位； 

第五日：弗3:2 谅必你们曾听见那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神恩典的管家职分， 
提前1:4 也不可注意虚构无稽之事，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引起辩论，对
于神在信仰里的经纶并无助益。 
3:15倘若我耽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活神的召会，真
理的柱石和根基。 
第六日：约8:12 于是耶稣又对众人讲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绝
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1:4 生命在祂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罗8:6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 

10 但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固然因罪是死的，灵却因义是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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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言预备稿》 



经历①：长到作头的基督里，从混乱和崩溃中得救 
当撒但这死的权势，将他自己注射到人里面时，撒但对人就成了

死亡和黑暗。死带进败坏，而黑暗带进混乱。撒但的目标乃是要败坏
神的创造，而造成混乱。但是赞美主，凡死亡泛滥的地方，生命就更
加洋溢！撒但进来杀死之后，神就进来点活，分赐生命。哪里有生命，
哪里也就有光。 

没有神的许可，甚至天使中间的背叛也不可能发生。神许可祂的一
个天使背叛祂，这是照着神的智慧。正如一幅画的黑色背景，使主体
更加显出，撒但的背叛也有同样的效用。…创世记这卷书启示，撒但
来把他自己注射到宇宙的中心—人—里面。当撒但把他自己注射到人
里面时，撒但就成了人致命的死和黑暗。每当撒但临到我们或进到我
们家中，就有死和黑暗；这死和黑暗的结果就是崩溃。一个满了生命
的人能站得正直。 

光…带进正当的秩序。…撒但进来杀死神的创造，死亡带来毁坏，
黑暗带进混乱。然而，神进来点活被杀死的创造，并且带进秩序。在
这秩序中，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我信在要来的年日
里，神要更多把我们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结果，召会的光景会比今
天更好。 

中高生篇 
学校生活里面有混乱是因为死和黑暗的控制。这死和黑暗的结果

就是崩溃，所以不仅有混乱还有崩溃。能够与这混乱以及崩溃对抗的
只有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复活的生命，胜过死。还有，这个生命带
来光，黑暗不能胜过光。而生命和光带进正当的秩序。 

撒旦在所有堕落的人的肉体和魂中运作，在学校生活里带进混乱
和无秩序。撒旦也在信徒的肉体和魂中运作。但是赞美主。作为信徒，
你的灵得到了重生，被神所保护着。你不要按照你魂的感觉生活，而
要学习根据灵的感觉生活。在你魂里的决定中有死和黑暗。从而，你
不该让魂掌握主动权，而是让你的灵掌握主动权并支配你的魂。 

你在升学、学习、学校的人际关系上，要通过以基督做头、和弟
兄姊妹交通，学习取得平衡。比如说，在升学的事上，你不能在自己
的魂中做决定，还求主祝福你的决定。就算你那么求，主也不能帮助
你。因为那是你在魂中的决定，没有以基督做头。在与弟兄姊妹的交
通中取得平衡也是成长到作头的基督里的重要部分。因为基督是头，
召会是基督的身体。弗 4:15 惟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
事上长到祂，就是元首基督里面； 
报考生的姊妹的见证：我因为决定选报大学的事而非常的烦恼，但是
我向主敞开祷告“哦主耶稣，我不应该自己决定，而应该去主给我选
择的地方。在这件事情上，我要以基督作头。”我这样祷告过后，里面
的混乱和黑暗就不在了，而有了从主而来的平安。哈利路亚！ 

 

 

 

经历②：神在基督里借着召会将万物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在召会中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乃是在生命里的事，这个看见是重要的。我

们若要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却没有在生命里长大，就会落到组织里。人手或组

织都无法完成这事。在召会生活中，人的努力不能帮助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我

帮不了你，你也帮不了我。只有在生命里长大才有用。哦，我们需要长大，并帮

助别人长大！我们需要以生命的供应彼此服事，彼此帮助长大。在召会生活中归

一于一个元首之下，完全在于生命里的长大。 

在职青年篇 

在正常的召会生活里，你在基督里，正渐渐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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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并使祂向着召会作万

有的头； 

所以，就算你的工作再忙，还是要过正常的召会生活。你的在职生活能蒙

神祝福的秘诀，就是将召会生活摆第一、结婚生活第二、在职生活第三。这并

不是叫你找一个轻松地工作就业。而是要为了支持召会和家庭，尽可能从事好

的工作。这也是为了在世上要成为主的优秀的见证人。 

选择职业时，请注意下列事项。 

a. 与罪无关的职业 

b. 主日能够为主圣别的职业：主日要参加主日聚会，在擘饼聚会中赞美主、

敬拜父。还要在申言聚会讲说神的话。并且可能的话，周六及假日也为着

召会生活而使用。 

c. 经济独立、能够支持家庭和召会的职业：为了经济独立，收入不可以太低。

你不要将职业当做兴趣的延长。职业是为着让你经济独立、得以支撑家庭

和召会，基本上和你的兴趣没有关系。许多时候，将工作当做兴趣的延长，

收入会变得非常少。然而，只要符合以上的条件，结果也可能符合你的喜

好。 

d. 优先顺序：第一是召会生活、第二是家庭、第三是在职生活。若是这之间有冲

突的话，你必须要有正确的优先顺序。这个优先顺序就是神的子民是绝对为着

神而活。为了要实际实行，你必须要取用并且经历在地上绝对为着神而活的基

督作为燔祭。神对你起初的要求，不是要你为着自己，而是为着神，而且是彻

底为着神而活。你若是这样做，你的在职生活就必定被提升、蒙福。 
请如以下祷告：「主耶稣，我自己无法绝对为着神，但是你却过着绝对

为着神的生活。在召会生活中，请让我享受你，让我活出绝对为着神的生
命。借着召会生活，请提升并祝福我和我的在职生活。我爱召会生活，主
动率先长到作为元首的基督里面。阿们！」  



７７９究極的な現れ―万物をかしらにつり上げるキリスト 
 
1. キリスト、かしらに万ぶつつり上げ、 

いちへと帰するは、かみのエコノミー。 
2. かみとキリストはともに座に着き、 

こころのねがいがひょうげんされる。 
3. いのちの主は内容、聖徒らはうつわ。 

万ぶつをつり上げ、栄光をひょう現す。 
4. サタン自身を注入し、万ぶつ破かいす、 

腐はいをもたらし、ご計かく、はばむ。 
5. 主は来て、ご自身を分与してすくう。 

死、やみのちからは、もはやおよばず。 
6. 万ぶつはかしらにつり上げられる。 

召会通し万ぶつはたいけいとなる。 
7. キリストのもとで万ぶつ存在する。 

召会通し、万ぶつは、つり上げられる。 
8. 主はかしら、中しん、からだかがやき、 

万ぶつは調和して、へい和をたもつ。 
9. やみ、堕らくはなし、死も空虚もなし。 

万ぶつ、なわめよりとわに解放さる。 
 
 
 
 
 
 
 
 
 
 
 
 
 

 
 
 
 
 
 
 
 
 
 

779终极的显出─基督归一万有 
 
一 
在基督里归一万有，乃是我神的经营； 
基督作头并作中心，万有和谐而安宁。 
二 
基督元首要作中心，神在其中作亮光； 
基督和神同坐宝座，使其心愿全得赏。 
三 
基督要作生命、内容，归一万有于光中； 
众圣要作祂的器皿，永远彰显祂光荣。 
四 
撒但已将他的自己注到人里，毁万有， 
带进黑暗、败坏、紊乱，使神计划难成就。 
五 
基督来将祂的自己分赐与人作生命， 
拯救人脱黑暗权势，黑暗、死亡，再无能。 
六 
藉召会─祂的身体，要将万有归于一； 
万有都要联得合式，无论大小成一系。 
七 
在这元首基督之下，万有联结而存立； 
在祂召会所照光中，万有全都归于一。 
八 
有祂作头并作中心，万有全都能和谐； 
藉祂身体所有光照，万有相安无间歇。 
九 
再无黑暗，再无死亡，再无败坏与虚空； 
万有都要脱离辖制，永远居于自由中。 
 

 
 
 

 
 
 
 
 
 
 
 
 
 

981.UltimateManifestation-ChristHeadingUpAllThings 
1 
In His Christ to head up all things is our God's economy; 
Taking Christ as Head and Center,all is one in harmony. 
2 
Christ as Head will be the Center; God with in will be the Light; 
Christ enthroned, with God, His substance, will fulfill His heart's 
delight. 
3 
Christ as life will be the content, heading up all things in light; 
All the saints will be the vessel, to express His glory bright. 
4 
Satan hath himself injected into man all things to spoil, 
Bringing darkness and corruption God's eternal plan to foil. 
5 
Christ has come, Himself imparting into man as life to save, 
That the pow'r of death and darkness may no more all things 
enslave. 
6 
Thru the Church which is His Body Christ as Head will sum up all; 
All will fitly join together,all things either greator small. 
7 
Under Christ, by His full headship, all in union will subsist; 
In the light the Church expresses all in oneness will  exist. 
8 
Owning Christ as Head and Center, all will be in harmony; 
Thru the shining of His Body all will share His liberty. 
9 
No more darkness and corruption, no more death and vanity; 
All will be released from bondage through out all eter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