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生機身體內在的建造（1）
主今日行動的方向＃1
受基督宇宙身體作神經綸之目標的異象所支配
作神經綸之目標的異象所支配
Ⅰ．主今日行動的方向是要建造基督生機的身體，作經過過
Ａ．這生機的身體乃是滿了基督自己，並以祂自己這賜生命的靈所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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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並分賜之神在祂神聖三一裏的生機體，使祂得著完滿的彰 這靈乃是基督身體的素質和實際。以弗所書 4:4 一個身體和一位靈，正如你
顯：以弗所書 4:16 本於祂，全身藉著每一豐富供應的節， 們蒙召，也是在一個盼望中蒙召的；
並藉著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聯絡在一起，並 Ｂ．這樣的身體成爲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之三一神的生機體，這三一神在
結合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裡把自己建造起 祂神聖的三一裏分賜祂自己，生機的浸透基督的身體，使其成爲祂在宇宙
來。
中完滿的彰顯。
Ａ．父、子、靈與人調和並建造在一起，成爲基督的身體。
Ｂ．基督身體的建造，乃是三 １．這個構成乃是神和人的聯結、調和與合併。
Ⅱ．基督的身體是三一神與在
一神與三部分人在神的靈裏 ２．這樣的構成，乃是神性構成到人性裏面，作人的居所，也是人性建造
基督裏之信徒的神聖構成：
與人的靈裏的構成：
到神性裏面，作神的居所。
Ｃ．基督的身體是生機體，具有神、人二性，以彰顯基督。
Ⅲ．神的經綸乃是要爲祂的兒 Ａ．三一神在我們裏面的工作，是要產生並建造基督的身體。
子產生一個身體；這身體實現 Ｂ．新約的職事乃是爲著產生基督的身體；沒有新約的職事，就不可能產生基督的身體。
神的心願，就是彰顯神，以及 Ｃ．身體乃是召會內在的意義；沒有身體，召會就毫無意義。
毀壞撒但：
Ｄ．今天召會一切的問題，都是由於對基督身體的無知；最大的難處，惟一的難處，就是不認識身體，
羅馬書 12:4 正如我們一個身 不顧到身體，不尊重身體。
體上有好些肢體，但肢體不都 Ｅ．認識身體乃是主正確的恢復；主渴望恢復基督的身體，以及基督身體的一。
有一樣的功用；
Ｆ． 主在地上有一個急切的 １．主今天所要的，不僅是在一地一會之地方立場上的眾召會，更是要得
5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是 需要；祂渴望基督身體的實際 著身體的豐滿。以弗所書 1:23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
一個身體，並且各個互相作肢 顯於眾地方召會中：
者的豐滿。
體，也是如此。。
２．除非基督的身體有具體的顯出，主耶穌就不會回來。
１．眾召會是身體在地方上得彰顯，職事是身體在盡功用，工作是身體在
Ⅳ．身體乃是神兒女生活與工 Ａ．召會、職事與工作，三者 尋求擴增。
都在身體的立場上：
２．召會是身體在雛形上的生活，職事是身體在事奉上的功用，工作是身
作支配的定律：
體在成長中的擴展。
哥林多前書 12:12 就如身體
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 Ｂ．召會、職事與工作，三者 １．我們強調這個原則的重要性，絕不會太過，因爲若沒有這個原則，一
身體上一切的肢體雖多，仍是 都源於身體而存在，都在身體 切就都是人工的，不是神造的。
一個身體，基督也是這樣。 裏有其地位，並且都爲著身體 ２．聯於身體並肢體間彼此相聯的這個原則若沒有被認定，就無法有召
的益處効力：
會、職事與工作。
Ａ．一個身體就是神的一個召會，在許多地方顯爲許多地方召會。啓 1:11 你所看見的，當寫在書上，寄給那七個召會：
Ⅴ．主的恢復 給以弗所、給士每拿、給別迦摩、給推雅推喇、給撒狄、給非拉鐵非、給老底嘉。
是 基 於 基 督 Ｂ．主的恢復是爲著建造基督的身體；恢復是爲著基督的身體，不是爲著任何個人或僅僅爲著任何個別的地方召會。
只 有 一 個 身 Ｃ．在我們的考量裏，基督的身體應當是第一，地方召會應當是第二。以弗所書 2:21 在祂裡面，全房聯結一起，長成在
體這真理：
主裡的聖殿；

以弗所書 4:
４ 一個身體
和一位靈，正
如你們蒙召，
也是在一個盼
望中蒙召的；

Ｄ．基督的身體是神經綸的目標，而眾地方召會是神用以達到祂經綸目標的手續。
１．每一個地方召會都是基督獨一宇宙身體的一部分，是這身體一個地方上的彰顯。
哥林多前書 1:2 ．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召會，就是給在基督耶穌裡被聖別，蒙召的聖徒，同著所有在各處
Ｅ．眾地方召
呼求我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9 祂是他們的，也是我們的；
會乃是基督
２．就宇宙一面說，眾地方召會乃是一個身體；就地方一面說，每一個地方召會都是這宇宙身體在地方上的
在宇宙中獨
顯出。
一的身體：
３．宇宙的基督在每個地方召會裏都有祂自己的一部分；每個地方召會都是基督的一部分，所有的部分
就構成基督的身體。
１．元首基督是那升上，遠超諸天之上的，而我們乃是這基督奧祕的身體，就是祂的豐
Ａ．基督的身體 滿。以弗所書 4:10 那降下的，也是那升上，遠超諸天之上，為要充滿萬有的。
乃是那普及宇
ａ．基督是向著召會作萬有的頭，召會是這宇宙基督的身體，而這宇宙基督的
Ⅵ．我們需要作宇宙的基督
宙、包羅萬有、延
身體乃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徒，有基督宇宙身體的宇宙
展無限之基督奧
觀：
ｂ．基督自己是宇宙般的浩大，宇宙般的延展，而基督的身體是這浩大、
祕的身體：
２．基督的身
以弗所書 1:17 願我們主耶
延展之宇宙基督的豐滿；這意思是，基督的身體也是宇宙的。
以弗所書 3:19 體 是 那 充 滿
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賜給
以弗所書 3:18 使你們滿有力量，能和眾聖徒一同領略何為那闊、長、
並認識基督那 萬 有 之 基 督
你們智慧和啟示的靈，使你們
高、深，19 並認識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使你們被充滿，成為神一切的
超 越 知 識 的 的豐滿，彰
充分的認識祂；18 光照你們
豐滿。
愛，使你們被 顯：
的心眼，使你們知道祂的呼召
『萬有』必定包括整個宇宙。
ｃ．以弗所四章十節說，
『那降 （1）
充滿，成為神
有何等盼望；19 以及祂的能
下的，也是那升上，遠超諸天 （2）基督降下並升上的結果，乃是祂充
一切的豐滿。
力向著我們這信的人，照祂力
之上，爲要充滿萬有的』
：
滿萬有，就是整個宇宙。
量之權能的運行，是何等超越
１．我們可能對基督的身體有看見，但我們所看見的，相較於對基督身體宇宙的看見，
的浩大，20 就是祂在基督身
是很小的。
上所運行的，使祂從死人中復
２．我們需要脫離微小、狹窄的自己，而在一種狂喜裏，看見並摸著基督宇宙的身體，
活，叫祂在諸天界裡，坐在自
就是宇宙、無限之基督的豐滿，彰顯。
己的右邊，21 遠超過一切執 Ｂ．一個宇宙的 ３．我們需要被基督那宇宙般廣 ａ．約翰在靈裏被帶到一座高山，看見新耶路撒冷，
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 基督徒，乃是具 大之身體的異象所震撼：
我們需要像他一樣在靈裏被帶到高『山』
，得著基督宇
的、以及一切受稱之名，不但 有以弗所一章 啓 21:10 我在靈裡，天使帶我 宙身體的宇宙觀。
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在 二十二至二十 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裡 ｂ．在我們的靈裏，我們需要基督身體的宇宙觀，那
內，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 三節和四章十 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給 比我們心思中曾想過有關基督身體的任何事，都要無
並使祂向著召會作萬有的頭； 節所陳明之宇 我看。
限的大。
23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 宙觀點的人：
４．神經綸的目標是要建造基督宇宙的身體，而這宇宙的身體要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
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啓 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
等候丈夫。

經歷
①主今日行動的方向，首先是要建造祂生機的身體，就是滿了祂自
己，並以祂自己這賜生命的靈所建造的身體，這靈乃是作基督生機
身體之召會的素質、元素和實際。這樣的身體成爲經過過程之三一
神的生機體
我們常說，基督的身體是宇宙的，召會是地方的；但基督的身體
不是宇宙的問題，也不是地方的問題，乃是外面架構和內部成分的
問題。光有外面的架構，而沒有內部的成分，就是死的骸骨；有了
外面的架構，還必須有內部的成分，才是活的、生機的身體。今天
神把祂所救贖、重生、變化的人，作成外面的架構；神自己—父、
子、靈三者作內部的成分。
事奉篇：召會生活中有各種服事。有生養教建屬靈的服事、買聚會
所、打掃等物質範圍的服事。不管是哪種類型的服事，裡面若是沒
有三一神的元素，這服事就會變得沒有內容且空虛的。因為我們容
易著重外面的形式或規則，就算進入召會生活，有可能會做形式上
的服事而失去了其素質。
基督身體外面的架構是弟兄姊妹，但是裡面必須要有三一神。就
算外面過著很忙碌的召會生活，也有可能失去了裡面實質上的內容。
事實上，這不只是在召會的服事而已，在職、學校、結婚生活中的
原則也是完全相同的。看不見實質的人絕對無法做好工作。為此，
在服事上要理解事情的時候，請操練靈、將心思置於靈。還要向弟
兄姊妹敞開心、交通。許多時候因你的天然生命被暴露，必須要經
歷十字架、受對付。然後，不是憑著天然的生命，要以基督作生命
和人位來服事。服事時，若是經歷基督、經歷十字架的話，你就有
分於被變化，能夠做出有實質內容且有意義的服事。哈利路亞！
②今天主在地上有一個急切的需要，需要一個實際的身體在各地出現。
把天然擺在一邊，不再憑天然活著，而憑基督，在靈裏活著。這就是長。
天天脫去天然，天天活在靈中。在此沒有任何的天然人，在此只有基督。
因爲我們大家在基督裏都是一個。主今天所要的，不僅是在地方立場上
一地一會的召會，主今天所要的乃是身體來作祂的豐滿。主今天是要身
體，要豐滿。
今天主所要的不是你的屬靈、你的修養，主所要的是身體。身體

只有一個。弟兄姊妹，我可以向你們擔保，除非這個身體今天在地
上有相當的出現，主耶穌永遠不會回來。主說，我必快來；但一直
到今天主還沒有回來。爲甚麼？就是因爲在地上沒有身體，在地上
身體沒有出現。
在職篇：在職生活（business life）就像英文字面上的意思一樣是
忙碌的生活。但是，就算再怎樣忙，也不一定在職場上成功。例如，
有的人為了賺加班費、為了讓上司看到自己拼命工作的樣子而加班。
這樣加班並沒有對焦於職場上成功的目標，所以一定會失敗。與歐
美先進國家相比，能曉得亞洲人的工作效率非常低。有幾個原因，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1)沒有終極的目標，只看到表面和短期的
問題。(2)只顧到自己，沒有看專案整體，只看得到部分正確，看不
到整體合適的樣子。主的恢復裡的召會生活，藉著職事話語的供應，
常常每周重複強調召會生活的目標就是為著建造基督的身體。這會
幫你從不結果子的忙碌中被拯救，大力的幫助你過著滿了結果的在
職生活。因此，不可以認為忙碌的召會生活妨礙到你的在職生活。
而是，召會生活能夠成全你，引導你在職生活中也成功。阿們！
③我乃是願意你們看見亮光，放大眼光，知道我們是在神永遠的經綸裏，
要讓神在地上得著基督的身體。…我們光有地方的眼光不彀，光有國際的
眼光也不彀，必須有宇宙的眼光。
在啓示錄裏，使徒約翰告訴我們，他在靈裏被帶到一座高大的山，
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我們需要在山上（表徵復活和升天）
，因爲神
的建造是在基督的復活和升天裏的事。我們需要在高昇的地位上，
好看見神建造的異象。
學生篇：聖經說「不能因你年輕而小看你」
。你在創世之前被神揀選，
在時間裡的這末後的時代所呼召。然後因著主的憐憫，在恢復中過召
會生活。這是為了要在身體的生活中執行神的經綸、建造基督的身體，
為了要把主帶回來。這些事太高峰，乍看之下跟自己的日常生活無關，
與其做這像夢一樣的事，現實中的考試及格、找到好工作比較重要,
你不可以有這樣的想法。當然，在神經綸中的生活裡，需要正確的人
性和正常的生活，所以神會顧到這些事。但是你應該先看到並歡喜地
尋求神的國和神的義。你因信而實行這事的話，神必定會尊重你的心
願並成全。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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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 建造と合一―主を記念する
われらは主のからだなり、
かずはおおくともいち。
肢たいとされたいのちで、
われらは完ぜんにいち。
(復)宇宙でひとつのからだ、地じょうであらわす。
地方合いつの立ち場で、われらはあらわす。
みからだしめすひとつパン、
さかれ分けあたえらる。
パンを食べ、ともにあずかる、
そは真のいちのあかし。
ひとつパン、ひとつさかずき、
分れつは不可能と告ぐ。
めぐみを受けたもの言う、
「アーメン、主よ、われらはいち」。
キリストより出たいちを、
だれも分離させられず。
いちのなかで食べ飲みす、
しかと見しこの事じつ。
このいちにみなぶんあり、
そはみこころを満たす。
かの日のまえあじわいに、
新郎新婦はいちとなる。

#611 在宇宙中只有一个身体
1. 主，我们是你身体在此聚集，人数虽多，我们仍然是一。
你的生命使我们成为肢体，在生命里，我们完全是一。
(副)在宇宙中只有一个身体，我们将她彰显于地；
我们站住地方一的立场，让所有人同来观赏。
2. 这一个饼乃是表明你身体，曾被擘开，好使众圣分享；
我们吃饼，如此一同领受你，藉此见证我们真正是一。
3.

现在桌上陈列着一饼一杯，说出我们不能分门别类；
同蒙主恩，还有什么话可说，惟有喊说：
“阿们，我们是一！
”

4. 我们是一，不能再被谁分离，因为这“一”出自基督自己。
同一饼杯，我们在这一里吃，有目共睹这个一的事实。
5. 何等喜乐，能有分于这个一！我们深觉，主，这使你满意！
满足之中，我们预尝了那日，新郎新妇那最甜美的一。

#1107. Praise of the Lord – Remembrance of Him
1. We're gathered here, O Lord, as Thy one Body:
Though we be many, yet we all are one.
We share Thy life and own that we are members,
And thus within, in life we all are one.
(Chorus)
There is one Body in this universe,
And we express it here on earth;
We stand as one in each locality
For all to see, for all to see.
2. There is one loaf, the symbol of Thy body:
'Twas broken so that all the saints may share.
We eat this bread and, as we are partaking,
Our actual oneness with all saints declare.
3. One bread, one cup are now upon the table,
Showing that we can be naught else but one.
Christ has redeemed us, made us His own Body:
What can we say but, "Amen, Lord, we're one!"
4. We stand as one, and cannot be divided,
Because our oneness is of Christ alone.
We eat as one: one loaf, one cup partaking,
And thus our oneness visibly is shown.
5. Oh, what a joy to have this blessed oneness!
We sense that Thou, O Lord, art satisfied;
And we too share this blissful satisfaction―
Sweet foretaste of the Bridegroom with His Bri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