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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基督的身体经历基督作平安祭（詩歌：598）

利未记结晶读经(一)#11

Overview：神是平安的神。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在基督里面我们 Ⅰ．三一神乃是平安（和平）的神：
有平安。由于人的堕落，人类中间有许多规条、风俗、习惯、生活 Ａ．神是平安的神：
方式和敬拜方式；这一切已使人类分裂、离散并混乱。没有基督这 １．我们的父是平安的神，有平安的生命与平安的性情。
成就和平者，宇宙中就不能有和平，所以我们需要基督作我们的平 ２．我们既本于信得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神有了和平。
安祭。那为犹太和外邦信徒成就了完全救赎的基督，就是我们的和 ３．我们所享受的平安乃是神自己。
平，我们的和谐。在身体生活里，我们应该以和平的联索，保守那 Ｂ．新约说到神的平安与平安的神；神的平安与平安的神实际上乃是一。
灵的一。平安的神快要将撒但践踏在你们的脚下。神叫万有与自己 Ｃ．神的平安就是平安的神自己，借着我们与祂交通，注入我们里面。
和好，就是为万有与自己成就和平；这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 Ｄ．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
所成就的。我们乃是在一个身体里，为基督的平安蒙召的。向身体 １．我们的心里受搅扰，因为我们是在世上，而解决这搅扰的路，就是我们借着信入基督进到祂
独立的人从来没有真实的平安；倚靠身体带来真正的平安。为着基 里面。
督身体的生活，我们需要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在我们与祂身体 ２．在十六章三十三节有两个范围：物质的范围，就是一切搅扰所在的世界，以及是灵的基督
众肢体的关系上，仲裁、调整并断定一切的事。
那神圣奥秘的范围，就是平安所在之处。』
Ⅱ．由于人的堕落，人类中间有许多规条、风俗、习 Ⅲ．没有基督这成就和平者，宇宙中就不能有和平，所以我们需要基督作我们的平安祭：
惯、生活方式和敬拜方式；这一切已使人类分裂、离 Ａ．平安祭预表基督是成就和平者。
散并混乱；每个国家和种族之间都有隔离，所以人类 Ｂ．基督是平安祭这预表的应验与实际，祂是我们的平安；借着祂并在祂里面，我们与神并与彼此就有和
中间没有和平，只有仇恨、不和与争战。
平。
Ｃ．离了基督，我们与神或与别人都不能有和平；我们只有借着基督、同着基督、在基督里，才有这样的
和平。
Ｄ．在身体生活里并且为着身体生活，我们需要基督作我们的平安。
Ⅳ．基督乃是为着基督身体的平安祭，启示于以弗所书：
Ⅴ．基督乃是为着基督身体的平安祭，启示于歌
Ａ．那为犹太和外邦信徒成就了完全救赎的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我们的和谐：
罗西书：
１．基督作为平安祭被钉十字架时，祂的死废除、除灭了人类生活和宗教中不同的规条。
Ａ．神叫万有与自己和好，就是为万有与自己成
２．种族间的不同以及社会阶级的差异已被废除。
就和平；这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所成就
３．因着基督在祂的肉体里废掉了隔离的规条，就是除灭了仇敌，将犹太和外邦信徒创造成一个新人，便在所 的。
有的信徒中间成就了和平。』
Ｂ．我们乃是在一个身体里，为基督的平安蒙召的。
４．在一个身体里，犹太人和外邦人借十字架与神和好了；我们不仅是为着基督的身体，也是在基督的身体 Ｃ．向身体独立的人从来没有真实的平安；倚靠
里，与神和好。
身体带来真正的平安。
５．唯有当一切与神的经纶相对的事物都被了结之后，才能有和平。
Ｄ．为着基督身体的生活，我们需要基督的平安
６．借着基督的血，我们已得亲近神和神的子民。
在我们心里，在我们与祂身体众肢体的关系上，
Ｂ．在复活里，基督成为那灵，来传和平为福音；那位作为成就和平者而死，流出祂的血使我们与神和好的基 仲裁、调整并断定一切的事：
督，成了赐生命的灵，甚至成为传福音的灵临到我们，来传和平为福音。』
１．仲裁的原文可翻作“作裁判，作主席，登位作每
Ｃ．在身体生活里，我们应该以和平的联索，保守那灵的一：
件事的管治者和决断者”。』
１．基督在十字架上，已废掉人类中间因规条而有的一切分别，借此，祂已为祂的身体成就了和平；这和平该成为 ２．我们若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作仲裁，这
和平的联索，将众信徒联结在一起。
平安会解决我们中间所有的争执，我们就会与神
２．在我们召会生活的实行里，我们若留在十字架上，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和平就成了我们的联索，使我 有纵的平安，并与圣徒有横的平安。
们借此保守那灵的一。
３．借着基督的平安作仲裁，我们的难处解决
３．帐幕联结的闩，表征调和的灵，就是神圣的灵与人重生的灵调和，成为和平的联索；在我们的经历里，和 了，基督身体众肢体之间的摩擦就消失了；然后
平的联索乃是我们的灵与联结的灵（横过的灵）的合作。
召会生活就能在一和甜美里得保全。
Ｄ．我们要从事属灵的争战，就需要以和平福音的稳固根基，就是和平福音的建立，当作鞋穿在脚上：
４．基督的平安作仲裁，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作
１．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与神并与人成就了和平；这和平成了我们的福音。
工，好在我们身上施行管治，来作结论，下最后
２．和平的福音已经建立成稳固的根基，给我们穿在脚上；这样，我们就有稳固的立足点，使我们站立得住， 的决断。
打属灵的仗。』
５．如果我们一直让基督的平安作王管治，我们
Ｅ．“平安的神快要将撒但践踏在你们的脚下”：（罗16:20）
就不会得罪别人或破坏别人；我们反而会靠着主
１．神应许要将撒但践踏在过召会生活的人脚下，表明践踏撒但与召会生活有关。
的恩典和平安，把生命供应给别人。
２．对付撒但乃是身体的事，不是个人的事。
６．我们在召会生活里需要在每一件事上，在每
３．唯有当我们有正当的地方召会，作身体实际的出现，才会将撒但践踏在脚下。
一方面，与每一个人都有平安；为此，我们需要
平安的主随时多方赐我们平安。』

第一日 罗15:33 愿平安的神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约16:33 我将这些事对你们说了，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
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第二日 弗2:14 因祂自己是我们的和平，将两下作成一个，拆毁了中间隔
断的墙，就是仇恨，15 在祂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好把
两下在祂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成就了和平。
第三日 弗2:16 既用十字架除灭了仇恨，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在一个身
体里与神和好了。17 又来传和平为福音，给你们这远离的人，也传和平为
福音，给那相近的人。
第四日 弗4:3 以和平的联索，竭力保守那灵的一。
弗6:15 且以和平福音的稳固根基，当作鞋穿在脚上；
第五日 罗16:20 平安的神快要将撒但践踏在你们的脚下。愿我们主耶稣的
恩，与你们同在。
西3:15 又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仲裁，你们在一个身体里蒙召，也
是为了这平安；且要感恩。
第六日 西1:20 并且既藉着祂在十字架上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祂叫
万有，无论是在地上的、或是在诸天之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帖后3:16 愿平安的主，随时多方亲自赐你们平安；愿主与你们众人同在。
。

《申言稿》

经历①：通过和神商量，平安的神保卫你的心
神…〔有〕一个属性是平安（和平）。新约说到神的恩典与神的平
安。关于平安的神，罗马十六章二十节说，“平安的神快要将撒但践踏
在你们的脚下。”关于神的平安，腓立比四章七节说，“神那超越人所
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你们的心怀意念。”神的平安实
际上就是平安的神自己，借着我们祷告与祂交通，注入我们里面，抗拒
苦恼，化解挂虑。（约十六33。）平安的神在基督耶稣里，在我们的心
怀意念前守卫。祂在基督里，在我们的心怀意念前巡查。
神的平安与平安的神乃是一。神与我们同在，平安也就与我们同
在。我们所享受真实的平安就是神自己。
一个基督徒可以软弱而觉得刚强，也可以痛苦而觉得平安。觉得痛
苦，是因他在外面，碰到苦难；觉得平安，是因他在里面碰着主，摸着
主。若是我们在外面碰到苦难，而在里面没有平安，这个也是有毛病。
主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祂里面有平安。（约十六33。）一个活
在主里面，就是活在灵里的人，可以在外面碰到许多苦难，而在里面仍
有平安；否则，就证明他不是活在灵里。在苦难中，我们里面没有平
安，都是这样证明；而在没有苦难的时候，我们里面如果也没有平安，
就更要证明我们不是活在灵里了。
中高生篇
约16:33 我将这些事对你们说了，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
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学生的苦难大多来自于人际关系的不和，比如说和课堂的气氛不
和，为课堂上某人的行为而感到恼火，或者觉得老师解题的方式不够完
美自己难以接受。在这样的状况中，你要注视基督，通过与祂的交通来
获得内心的平安。因为不信入主的人内心里没有基督，在外在的世界
中，与撒旦的国的潮流在某种意义上相符着，内里不太有矛盾。但是，
一旦相信并接受主耶稣，受浸后，你的内里就得着基督作生命，迁入了
神的国。然而在这个召会时代，你依然处在这个世界中。这是为了帮助
你在主里不断长大。
在苦难的环境中你必须要实行以下的事情。
i. 不要羡慕这世界和没有矛盾的外邦朋友。因为这世界的结局就是火
湖，没有矛盾其实是很可怕的事情。
ii. 通过与主或者你的属灵同伴以及带领你的弟兄姊妹进行祷告和交通，
请你理解看起来矛盾的环境其实是主耶稣为了是你生命成长所安排
的。
彼前5:10 但那全般恩典的神，就是那曾在基督耶稣里召你们进入他
永远荣耀的，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
加强你们，给你们立定根基。
iii. 在环境上理解神的心意之后，要如何克服这样的矛盾呢？这需要与主
交通，请在祷告和祈求中将你所要的告诉神，与神交通，与神商量。
如果这样做的话，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会在内里保卫你的心
怀意念。哈利路亚！

经历②：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作仲裁
我们基督徒比不信的人还麻烦。得救以前，我们是在撒但那一派的控制之下。
我们纵情属世的享乐，里面一点争执都没有。但如今我们得救了，〔我们里面〕也
许有一派鼓励我们作一件事，另一派却鼓励我们作另一件事。因此，我们需要里面
的仲裁来平息我们里面的争执。我们需要有人来主持我们里面所开的会议。从十五
节来看，这个主持人，这位仲裁者，乃是基督的平安。
我们应当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作仲裁。各派都必须听仲裁者的话。…我们从歌罗西书
清楚看见，基督的平安乃是我们里面的仲裁者。这位仲裁者必须平息我们里面一切的争执。…
每当我们发觉我们里面各派有不同的意见和争执时，我们立刻就要让基督的平安来作主，并让
这个平安，就是新人的一，来管理我们。让这平安，这个一，来下断语。倘若我们让基督作王
的平安在我们心里作仲裁，我们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召会生活，就要蒙保守在一的里面。
在职青年篇
弟兄的见证：我曾经是任职于品质管理相关的责任部长。但是公司被收购，职场环境大
幅地改变，要担负起责任执行业务变得很困难(品管负责人要代表公司对顾客及政府负
重大的责任)。所以就经由同事弟兄的介绍，转职到大阪的日企公司的品质管理部门当
负责人。面试之后，因为我有品管相关经验及英语能力受到高评价而被录取了。但是，
由于从外商公司转职到日企公司，所以年收入少了约200万日元。原本期许1月入社，但
因原来的公司在3月底会有约100万的奖金，所以就联络他们能否让我4月再入社。新公
司面有难色，但也还是愿意让我4月入社。
这时我就很烦恼应该舍弃奖金于1月入社，还是拿到奖金后到4月再入社。当时
就与公司的总部长的弟兄敞开交通、一同祷告。祷告后弟兄就说：“因为已经确定
会转职到新公司，所以不应该太在意金钱。重要的是在祷告中弟兄里面有没有基督
的平安。对1月入社有平安的话就1月入社。若是对4月入社有平安的话就4月入
社。”我和自己的姊妹一起祷告，因着对1月入社有平安，就决定舍弃奖金于1月转
职。
入社后2个多月就只是观察情形，从3月开始正式提携业务，4月就从负责部长晋
升为部长。4月下旬有关于品管的相关单位的查验，接受到重大的指谪。这样的环境
也是在试验身为部长的我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我虽然陷入困境、非常困惑，但与先
前的总部长弟兄交通、一同祷告，由主带领引导公司不至于陷入严重的地步。在这
之后，公司的董事决定有必要再评估其他所有需要关注品管的案件。从经营者的角
度来看这件事，我提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案。
现在回想起来，4月入社的话，我就无法有主导权解决这个案件。若是这样的话，
情况就会陷入大混乱，对因着个人因素而延迟入社的我而言，也就会更严格吧。我无法
看透所有的事，但主知道一切，让主的平安来仲裁心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从上司的姊
妹也听说，去年10月被收购的原公司，因为对品管也消极地处理，劝我还是快点转职比
较好。感谢主的怜悯和带领。回头想起来，若是如此的话，这个时间点就应该决定1月
转职。因着自己的固执而延迟了决定，但是感谢有主满了怜悯的带领。
弟兄的见证，指出了让基督的平安做仲裁，对在职生活是极为重要的秘诀。
５９８ 召会 ― その定義 (英 824)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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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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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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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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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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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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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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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 召会－定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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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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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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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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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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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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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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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4. The Church - Her General Defini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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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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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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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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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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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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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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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