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5-1/21
真正的召会生活＃1
实行召会生活的基本原则（诗歌：606）
Overview：我们必须看见并站住神的众地方召会独一的立场，实行一个城只有一个召会。我们必须看见并持守基督宇宙身体独一的一。我们必须借着服从主的作头并受
身体的平衡而实行召会生活。我们必须要取用十字架、基督作生命、圣灵、基督作头、身体、对同作信徒者持包容的态度以及神的话作为召会属灵的宪章（属灵的规则
和规律）。因为这个宪章不是外面的规则，所以你需要通过操练灵祷告、与主交通，在内里主观地经历。
Ⅰ．我们必须看见并站住神的众地方召会独一的立场—早期召会生活的实行乃是一个城一个召会，一个城只有一 Ⅱ．我们必须看见并持守基督宇宙身体独一的一：
个召会：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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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基督宇宙身体独一的一，乃是属那灵的，信徒
稣基督之名的人；祂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林前一2：１．召会是“神的”，这是指召会在其素质上的内容。
不该破坏这一，乃该以和平的联索，竭力保守这个
２．“在哥林多的”召会，这表明哥林多这个地方，是为着召会的存在、出现和实行；这样的地方，成了众召会个别 一。
地建造在其上的地方立场；因此，地方自然而然成了召会的立场。３．“在基督耶稣里被圣别，蒙召的圣徒”乃是召 Ｂ．在整个宇宙中，只有一个独一的基督身体，有三
会的构成分子，作召会的架构。
一神为其内容：１．一位灵为其内容的素质。２．一
４．“同着所有在各处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指明本书信在历代以来曾被千万地方的人念诵，且要一直被 位主为其内容的元素。３．那三而一的超越众人，贯
各地的人念诵；甚至今天我们也是这卷书的受信者。５．基督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意即基督是在哥林多当地 彻众人，也在众人之内的父神为其内容的源头。
圣徒的分，也是在任何地方众圣徒的分，他们都有分于基督的交通（享受），这交通乃是众信徒蒙信实之神呼召所进 Ｃ．我们必须看见并实行基督宇宙身体的调和：
入的』
１．神已经将身体调和在一起；这是基督身体所有个别
Ｂ．在圣徒中间的分裂被使徒—元首基督的代表权柄—所定罪。
肢体的调和，在某些地区内众召会的调和，众同工的调
Ｃ．基督不是分开的—基督是独一的，是不能分开的，也是不分开的。
和，以及众长老的调和。２．这样的调和不是交际，乃
Ｄ．分裂是属肉体的，是照着人的样子。
是个别肢体、区内的众召会、同工、长老所享受、经历
Ｅ．我们需要知道，在今日基督教分裂混乱的堕落之下，我们的实行是什么：１．我们不有分于，也不该有分于 并有分于之基督的调和。３．调和是为着建造基督宇宙
天主教的异端、更正教的公会和任何一种基督徒的自由团体。２．但我们承认并接纳在基督里的个别信徒，只要 的身体，好照着神的喜悦，完成那作神经纶最终目标的
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蒙祂的血救赎，由圣灵重生，并且不是分门结党的，不是造成分立的，不是拜偶像的，也 新耶路撒冷。』
不是活在罪中的，即使他们仍然与前面所列的任何一种分裂有关联。３．我们与全世界在主恢复中所有的信徒都
是一，并且按非拉铁非的原则，我们拣选爱所有的弟兄。４．我们没有任何信经；我们只有一本由圣经本身且按
圣经本身正确翻译并解释的独一的圣经。』
Ⅲ．我们必须借着服从主的作头并受身体的平 Ⅳ．我们必须实行召会属灵的宪章（属灵的规则和规律），就是十字架、基督作生命、圣灵、基督作头、身体、对同作信徒者持包容的
衡而实行召会生活：Ａ．我们必须从使徒行
态度以及神的话：Ａ．．圣殿的祭坛（结四十47）表征基督的十字架，不仅是内院的中心，也是殿整个范围的中心；这祭坛，预表十字
传，并从十五章使徒和长老的经历有所学习， 架，事实上乃是宇宙的中心：１．十字架作为宇宙的中心，指向基督包罗万有的死，其中牵连了神、人和一切受造之物；在十字架上的
绝不要凭自己下断案；此外，我们也不该给别 死对神是释放，对人和一切消极的事物是了结。２．在基督的死里，神在人里经过死而得释放，人在神里受死而被了结；主的死乃是祂的
人建议或指示；我们没有一个人够资格这么
释放；我们越经过十字架，基督这生命就越被释放到别人里面。３．十字架朝每个方向扩展到神建造的每个角落；因此，我们若要在神
作：１．我们不是主，不是主人，也不是庄稼 的殿里接触神，并享受祂的丰富，就必须经过十字架。
的主；唯有主耶稣才是庄稼的主，祂是主人， Ｂ．我们若没有基督作生命，就没有召会生活；召会生活就是基督作生命被我们团体地实化出来。』
是身体的头，我们必须尊重祂，而不凭自己下 Ｃ．我们若用十字架核对自己，并且尊荣、显大、高举并尊重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在对的地位上，在我们灵里经历圣灵；那灵是我们
断案。２．我们若吩咐别人去哪里，他们就不 的宪章；我们说话时，若没有里面那灵膏油的涂抹，就该停止。
需要祷告，而只要照我们的话行动；这样作就 Ｄ．在升天里，基督正式就职，得着全宇宙中完满的元首权柄；神使基督在三层天上向着召会作万有的头，基督也是各人的
篡夺了主的地位，把自己当作主，这对主是最 头：１．基督的元首权柄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的“头”或“小头”；任何其他的头对基督都是侮辱。２．我们要知道在神的家中
大的侮辱。３．每一个人都必须祷告，直到清 当怎样行，首先必须留意，在所作的一切事上都不要侮辱基督的元首权柄。３．许多弟兄常常不经意地侮辱了基督的元首权
楚主的引导；每一个人都必须被带到主的面光 柄，告诉圣徒该作什么，而没有鼓励他学习如何接触主。
中来接触祂。』
Ｅ．我们必须受基督身体的规律、约束和限制；一面，我们必须留在我们作为基督身体肢体而有的度量之内；另一面，我们必须“尽
Ｂ．为着主的行动，我们也需要受基督身 〔我们〕的职事”，就是在身体里并为着身体充盈我们职事的完满度量；凡我们所说并所作的，都必须在身体里，借着身体，并为着身
体的平衡：：
体。Ｆ．基督徒是分裂的，因为他们缺了包容的灵；他们也许谈论罗马十二章的身体，但如果我们没有十四章，就绝不会有身体
１．假设领头的人经过许多祷告以后，对 生活：１．要实行十二章所启示的身体生活，我们必须学习十四章所启示接纳信徒的实际功课，使召会生活成为包罗万有的，能
某件事情有真实的负担；那么他们所该作 容纳各种的真基督徒。２．这样的接纳，需要十二章二节所提的变化；我们若仍是天然的，就不能接纳那些在道理或实行上和我
的，就是借着交通把负担传给众圣徒，并 们持不同看法的人。３．只要人是真基督徒，有新约的基本信仰，我们就不该见外，即使他在道理上的看法与我们不同；反之，
请求众圣徒祷告。２．最终，圣徒从主得 我们该在同一的主里接纳他。
着个人的引导，于是有所行动；这样，就 Ｇ．“你的话极其精炼，为你的仆人所爱”（诗119:140）：
没有一个人是个人主义的或背叛的。
１．圣经，神的话，乃是神的呼出；神的说话就是神的呼出；因此，祂的话就是灵或气；所以，圣经乃是这位是灵之神的具
体化２．因此那灵乃是圣经的素质、本质，犹如磷是火柴的基本本质；我们必须用我们的灵，划擦圣经的灵，以点着神圣
的火。

第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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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1:11 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寄给那七个召会：给以弗所、给士每拿、给别
迦摩、给推雅推喇、给撒狄、给非拉铁非、给老底嘉。
第二日：林前1:10 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你们中间也不可有分裂，只要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
13 基督是分开的么？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么？或者你们是浸入保罗的名里么？
第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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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3:8 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
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9 并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
的经纶，向众人照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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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日：徒15:22 那时，使徒和长老同全召会，都认为该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
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
25 所以我们同心合意，认为该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
往你们那里去。
28 因为圣灵和我们，认为……。
路10:2 就对他们说，庄稼固多，工人却少；所以要祈求庄稼的主，催赶工人收割祂
的庄稼。
第五日：林前12:13 因为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或自主的，都已
经在一位灵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且都得以喝一位灵。14 身体原不是一个肢
体，乃是许多肢体。
第六日：约壹2:20 你们有从那圣者来的膏油涂抹，并且你们众人都知道。
罗14:1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是为判断所争论的事。

《預言の準備》

经历①：为了和他人相调、调整，要经过十字架
神已经将身体调和在一起。 “调和”这辞的意思也是调整、使之和谐、调
节、并调在一起。神已将身体调和，将身体调整，使身体和谐，将身体调节，
并将身体调在一起。“调和”的希腊文含示失去区别。一位弟兄的特性也许是
快，另一位的特性也许是慢。但在身体的生活里，慢消失了，快也除去了。所
有这样的区别都消失了。神已将所有不同种族和肤色的信徒调和。谁能使黑人
和白人失去他们的区别？只有神能作这事。丈夫和妻子唯有借着失去他们的特
性，才能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有和谐。
在身体的生活里，要和谐、调和、调整、相调并调节，我们就必须经过十
字架，凭着那灵，为着基督身体的缘故，将基督分赐给别人。…无论我们作什
么，都不该为着我们的利益，并照着我们的味道，而该为着召会。只要我们实
行这几点，就会有调和。
在职青年篇
在公司里，有各种人被摆放在你之上、之下、旁边、周围。这是主的安排。在这些人
之中，有持有恶意的人、善意的人、会工作的人、不会工作的人、是好人但不会工作、会
工作却有恶意的人等等，有各式各样的人。你若对任何人都傻傻的敞开，就被骗、陷入极
大的混乱之中。你必须要在敞开心与保持警戒中取得平衡来接触人。
在有这样基本的认识以后，你应该就能够与各种人沟通、与各种人共事。为此，
你要呼求主名并训练以下事项。
a) 与人对话时，要操练从主赐予的「能力、爱、并清明自守的灵」
，在与主的交通
中，明确地认识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明确地认识，不只是分辨好人坏人，还有对能力等各方面有粗略的把握。并且，
为了要正确地了解，所以要花时间，首先应该把握整体。借着这个了解与那个
人在组织上与你的关系，认识到之间的距离感和说话的方式。你不可以说「我
办不到这么难的事」
。请读以下经节。
提后 1:6 为这缘故，我提醒你，将那藉我按手，在你里面神的恩赐，再如火挑
旺起来。
7 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能力、爱、并清明自守的灵。
b) 尽可能敞开心与对方调和：
在有适当警戒心的前提下，必须尽可能敞开心与对方调和。这时，你必须要将你
的喜好或自己的步调钉十字架。不然，沟通就变成一件痛苦的事，对方也同样感
受得到，就无法与那个人调和。你越经历十字架，你的心就越宽广。特别是与不
擅长相处的人接触时，你应该要事先经历十字架，被那灵充满，并祷告祈求心被
扩大。
因着有如此的训练，你将来就会成为优秀的领袖吧。阿们！

经历②：真正的召会生活，不是外面的规则，而是内里属灵的规律
事实上，我们对于召会不该有任何一种外面的规则、规律和法规。反之，我们该
有召会属灵的宪章，就是给召会属灵的规则和规律。
a)召会第一个属灵的规律乃是十字架：召会是借着基督而产生的，但基督的十字架
乃是基督所借以并凭以产生召会的凭借。
b)召会属灵宪章的第二项是基督作生命：在消极一面，十字架对付了一切消极的意
见、想法，不同的观念、观点和欲望，以及出于己、世界和罪的事物。在积极一
面，十字架释放基督作生命。
c)召会属灵宪章的第三项就是在我们灵里的圣灵：神的灵，基督的灵，生命的灵，
乃是活的规律。我们若用十字架核对自己，并且尊荣、显大、高举、并尊重主耶稣
基督，我们就在对的地位上，正确地经历圣灵。我们必须受十字架核对，也必须有
基督的保障，然后才会正确且充分地经历那灵。
d)召会属灵宪章的第四项是基督的作头：我们没有外面的规条，却有规律我们的元
首。…单单主基督的作头，就会规律我们，并排除许多难处和错误。
e)召会属灵宪章的第五项乃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必须受身体的规律、约束和限制。
f)召会属灵宪章的第六项是一般〔包容〕：我们到别人那里，不坚持任何特别的事
物。…我们就是来在一起交通、讨论、祷告、并寻求主的手；等到我们都赞同主是
如何带领我们，我们就往前一步；不然，我们就等候。我们若要实现真实的召会生
活，就必须是一般〔包容〕的。
g)召会属灵宪章的第七项，也是末了一项，乃是神的话：在许多重要、关键的事上，我
们必须受神的话所核对。圣经，神的话，乃是神的呼出。神的说话就是神的呼出。因
此，祂的话就是灵或气。…我们必须用我们的灵，划擦圣经的灵，以点着神圣的火。
中高中生篇
召会属灵的宪章是、1）十字架、2)基督作生命、3)圣灵、4)基督的作头、5)基督的身
体、6)一般〔包容〕
、7)作为神的气的神的话。因为这些全都不是外面所写的宪章，
你必须运用自己的灵，呼求主的名，向主敞开心，边与主交通，边来经历七个属
灵的宪章。日本人是被训练照着规则生活的国民。因此日本的城市被保持地非常
干净。特别是即使法律不约束，大家也照着社会一般的想法上的规则行动。可是
你信了主，开始了召会生活，虽然没有外面的规则,不过自然而然有将召会生活规
则化的倾向。你要从照着日本的文化而来的照着外面规则的生活出来，学习在内
里成为基督徒。在内里成为基督徒，不是那么难的事。你需要学习秘诀。那个秘
诀就是，操练不断地与主说话。你要祷告：
“我有将召会生活的规则化的弱点。可
是在外面规则化，召会无法被建造。哦--主耶稣，帮助我操练灵在内里成为基督
徒，在内里经历十字架，生命，圣灵，元首权柄，身体”。

６０６ 召会 ― その建造
１
自己，てん然を捨て， けんぞうされて，
ともにみやとなり， えいこう満たす。
たかぶり，たんどく， とく異せいを捨て，
主の権威にふくし， 主の住まいとなる。
２
せい長し，変えられ， 供給し，建造され，
機のうを果たして， ひとをじょう就す。
自分にぞくすもの， たかくひょう価せず，
すべてかたよらず， きん衡をたもつ。
３
かしらにつながり， 主の豊富，享受す;
かみ増しくわわり， 円じゅくにいたる。
主のあいを知って， かん全にせい長し，
キリストの豊満の 身のたけとなる。
４
み住まい，からだに， けんぞうされて，
主のうつわとなり， えい光あらわす。
はなよめ，みやこは， いまや地上にあり，
なが栄こう照らし， ひとにかがやく。

一
救我脱离自己、天然，主阿，我愿被建造，
同众圣徒作你圣殿，为着充满你荣耀。
救我脱离乖僻个性，脱离骄傲与单独；
使我甘愿服你权柄，让你有家可居住。
二
生命供应，活水流通，长进、变化又配搭；
守住等次，尽我功用，成全别人，不践踏。
自己所经，自己所见，所是、所有并所能，
不再高估，不再稍偏，接受一切的平衡。
三
持定元首，联络供应，享受基督的丰富；
充满神的一切丰盛，因神增加得成熟，
同尝基督莫测大爱，赏识基督的阔长；
长大成人，不作婴孩，满有基督的身量。
四
作神居所，作你身体，主阿，我愿被建造，
成为你的团体大器，让你来显你荣耀。
圣城景色、新妇荣美，今在此地就彰显，
透出你的荣耀光辉，将你照耀在人间。

840. The Church - Her Building
1
Freed from self and Adam's nature,
Lord, I would be built by Thee
With the saints into Thy temple,
Where Thy glory we shall see.
From peculiar traits deliver,
From my independent ways,
That a dwelling place for Thee, Lord,
We will be thru all our days.
2
By Thy life and by its flowing
I can grow and be transformed,
With the saints coordinated,
Builded up, to Thee conformed;
Keep the order in the Body,
There to function in Thy will,
Ever serving, helping others,
All Thy purpose to fulfill.
3
In my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 would not exalted be,
But submitting and accepting
Let the Body balance me;
Holding fast the Head, and growing
With His increase, in His way,
By the joints and bands supplying,
Knit together day by day.
4
By Thy Spirit daily strengthened
In the inner man with might,
I would know Thy love surpassing,
Know Thy breath and length and height;
Ever of Thy riches taking,
Unto all Thy fulness filled,
Ever growing into manhood,
That Thy Body Thou may build.
5
In God's house and in Thy Body
Builded up I long to be,
That within this corporate vessel
All shall then Thy glory see;
That Thy Bride, the glorious city,
May appear upon the earth,
As a lampstand brightly beaming
To express to all Thy wor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