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召会生活＃3
生命的结果—召会生活作为筵宴之家，为着神的建造（诗歌：「成为耶稣的见证」的诗歌、补 305）
Overview：生命应付人各种情况的需要，以建造神的家。生命 Ⅰ．生命应付人各种情况的需要，以建造神的家：
Ａ．道德人的需要是生命的重生。
的结果是召会生活作为筵宴之家。这筵宴之家乃是由复活的生 Ｂ．不道德人的需要是生命的满足。
命所产生。召会是这复活生命的产物、在宗教之外、在伯大尼 Ｃ．垂死人的需要是生命的医治。
患麻风的西门家。从外表看，召会也许是贫穷的、困苦的。然 Ｄ．软弱人的需要是生命的点活。
Ｅ．饥饿人的需要是生命的喂养。
而，从里面看，召会里样样都是宝贵、甘甜又可爱的。因为我
Ｆ．干渴人的需要是生命的解渴。
们对主同在的享受是丰富的。还有、我们都必须作召会中三个 Ｇ．为罪奴役之人的需要是生命的释放：
角色的肢体—“马大—拉撒路—马利亚”。这是我们众人当有 １．谁是没有罪的？２．谁能定人的罪并赦免人的罪？３．谁能使人从罪得自由？４．谁是罪的
的名字。在基督里的信徒，为了筵宴的召会生活，该有价值观 源头？谁是罪的繁衍？５．耶稣是谁？
Ｈ．宗教中瞎眼人的需要是生命的视力与生命的牧养。
的改变。基督自己在信祂的人是宝贵的。
Ｉ．死人的需要是生命的复活。』
Ⅱ．生命的结果是召会生活作为筵宴之家：Ａ．这筵宴之家乃 Ｈ．在召会生活中有不同的功用：服事，作见证与爱主：１．服事的功用是由马大所代表；我们
是由复活的生命所产生；召会是这复活生命的产物。
都必须改变我们对马大的观念，而不轻看她：ａ．我们必须有一些在主里殷勤、能干、主动、活
Ｂ．这筵宴之家乃是在宗教之外，在伯大尼患麻风的西门家：
的并实际的马大。ｂ．在召会事奉中，首要的功用是照料一些实际的事务。
１．主若怜悯我们，祂的灵若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就会看见，神在 ２．作见证的功用是由拉撒路所代表：ａ．拉撒路是主复活生命之大能活的见证和见证人。ｂ．这
宇宙中所作的，并不是仅仅使人敬拜祂或事奉祂；在这世代中，神 见证使人感受到复活的大能，复活生命的显出，以及对主这生命的享受。』
的愿望和心意乃是在子里，凭着祂的灵，并借着祂的话，进到人里 ３．爱主的功用是由马利亚所代表；她代表那些爱主到极点的人，将他们所持有最宝贵的东西
面，作人的生命，使人可以凭祂活着。
倾倒在主身上：ａ．在她的估价里，主比任何东西都更有价值、更可爱。ｂ．用我们上好的爱来
２．这与宗教和宗教的观念迥然不同；宗教连同其道理、形式、仪 膏主，乃是召会生活主要的彰显、方面和特征。ｃ．“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召会在这里被比
文和规条没有基督的同在，并且是生命的仇敌。
喻为屋子，香膏倒在主耶稣身上，屋里就满了宝贵、甘甜、悦人的香气。
Ｃ．在伯大尼有一个家，主能住宿、安息、筵宴并得着满足； ｄ．犹大和其他门徒认为马利亚向主爱的奉献是枉费：（1）已过二十世纪以来，千千万万宝贵
在犹太教弃绝了祂之后，祂总是离开耶路撒冷，到伯大尼去住 的性命、心爱的奇珍、崇高的地位以及灿烂的前途，都曾“枉费”在主耶稣身上。（2）对这些
宿。
爱主的人，祂是全然可爱，配得他们献上一切。（3）他们浇在主身上的不是枉费，乃是馨香的
Ｄ．召会是由患麻风的西门所代表之蒙洁净的罪人所组成的； 见证，见证祂的甘甜。ｅ．在基督里的信徒，该有价值观的改变；基督自己在信祂的人是宝贵
他必定得了主的医治：
的：（1）信徒正确的价值观，可见于他们对基督和祂完满救恩、以下各方面的估计和评价：
１．他感激主、爱主，便在家中为主和祂的门徒摆设筵席，以 （a）对于主耶稣的估价。』
享受祂的同在；得救的罪人总会这样作。
（b）对于十字架之话的估价。（c）对于神的国和神的义与人日用所需之间的估价。
２．主已经使我们从死人中复活，也洁净了我们的罪；现今我 （d）对于主耶稣与他们亲人之间的估价。（e）对于人的魂与全世界之间的估价。
们所在之处成了召会聚会的地方。』
（f）对于他们身体与罪的严重及结局之间的估价。（g）对于宗教阶级地位与作主奴仆并彼此
Ｅ．从外表看，召会也许是贫穷的、困苦的；然而，从里面看，作奴仆之间的估价。（h）对于基督为义的珍宝与属地珍宝之间的估价。（i）对于罪的享受与
召会里样样都是宝贵、甘甜又可爱的，因为我们对主同在的享 看不见的赏赐之间的估价。（j）对于基督的认识与万事之间的估价。』
受是丰富的；我们与主同在，主也与我们同在。
（2）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亮光，叫我们的价值观有彻底的改变，使我们不断的拣选基督并祂一
Ｆ．从里面看，召会生活是在主的同在中与主同筵的生活：
切的所是，作我们绝佳的分。
１．在召会生活中，我们所需要的第一件事就是主的同在；没 （3）“你若将宝贵的从低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作我的口”：（a）我们必须看重主的话，过
有主的同在，召会生活就是虚空的。
于派定给我们的饮食，在主的话里品尝主作涌流着滋养的奶和新蜜之美地的实际，使我们将其分赐
２．乃是在召会中，我们和主才有安息、享受和满足；在这里，给神的子民，为着他们完满的救恩。（b）我们必须看重主的话，过于一切地上的财富，使我们能
一直有筵席为主和祂的子民预备。
讲神的谕言，分赐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作为神诸般的恩典。４．我们都必须作召会中三个角色的
３．召会是主能与祂的子民一同享受的地方，也是祂子民能享 肢体—“马大—拉撒路—马利亚”；这是我们众人当有的名字：ａ．在召会生活中，必须有对主殷勤
受祂同在的地方；召会是主和祂的子民聚在一起，彼此一同坐 的服事、主复活生命活的见证以及倾倒在主身上绝对的爱。ｂ．在真实的召会生活中，该摆上对主
席，也彼此享受的所在。
的服事，给人看见主的见证，并倾倒出对主的爱；这是主身体真正的彰显，这身体乃是盛装主
Ｇ．原则上，在活的召会中，姊妹比弟兄多。
并彰显主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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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约翰3:5…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12:1…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祂从死人中所复活的拉撒路所在的地方。2 有人在那
里为耶稣预备晚宴，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
3 那时，马利亚就拿着一磅至贵的真哪哒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
祂的脚，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4 祂门徒中的一个，就是那将要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
5 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百银币分给穷人？
6 他说这话，不是因他顾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
7 耶稣就说，由她罢，她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
8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9 有一大群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都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祂
从死人中所复活的拉撒路。
第二日：约翰12:1 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祂从死人中所复活的拉撒
路所在的地方。
马可14:3 耶稣在伯大尼患痲疯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
贵的真哪哒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祂的头上。
第三日：约翰12:2 有人在那里为耶稣预备晚宴，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
席的人中。
路加10:40 马大伺候的事多，各方忙乱，就进前来，说，主阿，我妹妹留下我独自一人伺
候，你不在意么？
第四日：诗118:22 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约翰12:3 那时，马利亚就拿着一磅至贵的真哪哒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
发去擦祂的脚，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4 祂门徒中的一个，就是那将要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
5 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百银币分给穷人？
第五日：马太18:8 若是你的手或你的脚绊跌你，就把它砍下来扔掉；你残废或瘸腿
进入生命，比有两手两脚被扔在永火里更好。
9 若是你的眼绊跌你，就把它剜出来扔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生命，比有两只眼被
扔在火坑里更好。
来11:24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拒绝称为法老女儿之子；
25 他宁可选择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有罪的短暂享受；
26 他算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望断以及于那赏赐。
第六日：腓3:7 只是从前我以为对我是赢得的，这些，我因基督都已经看作亏损。
8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看作亏损，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因祂已经
亏损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
9 并且给人看出我是在祂里面，
耶15:19…你若将宝贵的从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作我的口；…

《申言预备》

经历①：像马大一样实际的服事，像拉撒路一样作复活的见证
在召会生活中有不同的功用。在召会事奉中有三类功用，由这家的三
个人所代表。首先是马大所代表，服事的功用。历代以来，马大受了不公
平的待遇。……约翰十二章明说“马大伺候”。这是非常美好的，因为在
召会的事奉中，召会的事务必须料理。没有马大，谁来管我们吃的事情？
我们需要她预备食物。我欣赏马大的服事。我们都必须改变我们对她的观
念，不该轻看她。我们该鼓励姊妹作马大。……假定所有的姊妹都是马利
亚，都很属灵地静静坐着，谁来预备饭食呢？我们必须有一些殷勤、能干、
主动、活的并实际的马大。我们虽然是属灵的，但我们还必须实际地服事。
在那个家里，马大的服事是必需的。照样，在召会事奉中，首要的功用是
办事，是照料一些实际的事务。
在召会的服事中，第二类功用由拉撒路所代表。拉撒路似乎没有作什
么，他只是坐在那里和主同席吃饭。但我们必须记得，拉撒路是复活生命
活的见证。他不是借着作什么事来见证，乃是借着活在复活的生命中来见
证。马大的服事是美好的，但并不吸引人。吸引人的是拉撒路的见证。……
那不是一种工作，乃是一种生命。这不是借劳苦，乃是借享受主。这使人
感受到复活的大能，复活生命的显出，以及对主这生命的享受。
中高中生篇
请你在召会生活中，有份于各种各样实际的服事。譬如，准备饭食，
打扫卫生，为着弟兄姊妹将真理的要点应用到实际生活而制作晨兴圣言的
总结，为着相调而在家里接待弟兄姊妹，以及带去观光等等。这些服事都
是为着建造召会所必须的。你不可以只是享受。为了在聚会和相调中享受，
需要很多实际的服事。孩子小的时候，不知道父母的辛劳，只是享受。中
高中生的弟兄姊妹，不可以像不知道在召会中属灵父母们辛劳的小孩子一
样。要尽可能地积极地参与实际的服事。
这样的服事，在你将来就业时，会大大地帮助你。学生生活的本职是
学习，但从年轻时，除了学习以外，参与这样的服事，对你来说是非常重
要的。很多高学历的在职者，学习很认真努力，但是不知道怎样应付这样
实际的事。其结果，不太能很有效率的执行工作。
此外，你要像拉撒路一样经历主复活的生命，在每周的主日聚会，家
庭聚会，小排聚会，福音聚会等中作见证。特别是在每周的主日申言聚会
中，准备那一周所追求的真理和应用，操练每周都申言。这样的见证，是
吸引新人，向弟兄姊妹供应基督的生命的职事。哈利路亚！

经验②：像玛利亚一样单纯的爱主，将贵重的香膏倒在主身上
马利亚将贵重的香膏倒在主耶稣身上，是正当召会生活的标记。虽然你晓
得马利亚用上好的香膏抹主耶稣，但你可能还不知道这就是召会生活的标记。
召会生活的主要特征就是用我们上好的爱来膏主。召会生活主要的彰显和特征，
乃是将我们的香膏倒在祂身上。召会在这里被比喻为屋子，香膏倒在主耶稣身
上，屋里就满了香甜的气味，悦人的气味。这应该是地方召会主要的彰显。你
进入地方召会，首先应该闻到倾倒在主耶稣身上的爱的香膏。马利亚不但爱主，
她也将她上好的倾倒在主身上，这成为正当召会生活的标记。
门徒认为马利亚向主爱的奉献是枉费。已过二十世纪以来，千千万万
宝贵的性命、心爱的奇珍、崇高的地位以及灿烂的前途，都曾“枉费”在
主耶稣身上。对这些爱主的人，祂是全然可爱，配得他们献上一切。他们
浇在主身上的不是枉费，乃是馨香的见证，见证祂的甘甜。
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一种价值观的改变：从前所认为宝贝的，现在都
不宝贝了；从前所不宝贝的，现在都宝贝了。这就叫作价值观的改变。
在职青年篇
地方召会的主要的事是要表现出“我们要像玛利亚一样爱主，宝贵的
性命、心爱的奇珍、崇高的地位、以及灿烂的前途枉费在主耶穌身上”。
你作为在职者，要想事业成功必须要勤劳、积极地工作。如果你为着
召会的建造同主一同来实行这件事的话，主一定会祝福你的事业。但是，
你不能爱主给你的祝福超过爱主自己。不然，你会失去主的同在，结果，
你也会失去在事业上的祝福。你要如下祷告，
“主耶稣，感谢你赐给我的工
作。你祝福这个工作。但是，我要祈求一件事。请让我不要爱工作上的祝
福，过于爱你自己。主啊，我寻求你自己。我像爱丈夫一样爱你。让我摸
着你享受你自己。我希望当我来到你面前交通时，把自己的生活、召会生
活的需要都放在一边，单单寻求你自己。”
如果，你像这样祷告的话，你就会摸着主甜美的爱，更会被主自己所
吸引。丈夫和妻子，不论在金钱上多么富有，如果之间没有爱，就不会有
正常的婚姻生活。同样地，如果你不能摸着主的爱，不用上好的爱来爱主
的话，你就不会有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和正常的召会生活。首先，你应该火
热地爱主。
已过二十世纪以来，
祂是全然可爱
千千万万宝贵的性命，
配得我们献上一切，
心爱的奇珍、崇高的地位、
我们浇在主身上的不是枉费，
以及灿烂的前途，
乃是馨香的见证，
都曾枉费在主耶穌身上。
见证祂的甘甜。
对这些爱主的人，祂是全然可爱，

詩歌
1.

2.

ささげるーイエスの証しとなる
主イエス、ふかく愛す、純粋もとめ
ときをあがない享受す、愛めぐみを。
いま自分自身を主に
ささげます。
すばらしいじょう就、めぐみ、あわれみゆえ。
みやーのもんで、わがみみをひらき
あなたが召すとき、永遠に忠信でありたい。
なが愛とねたみの こころにわれ印としませ。
生ーー涯あなたを あいします。
かみよ、ひれ伏します、おく義見せる
知恵とけいじの霊を あたえませ。
あなたのしんせいな エコノーミー。
キリストのからだ のため われささげる。
実際にもたらす ひとつ霊のなかで
すーくいエン ジョ イし、
イエスのあかしとなーる。
主よはやく来ませ！あなたはやくそくされた。
主のさいりんのみ わがのぞみ。

奉獻—成為耶穌的見證
1. 主耶穌，我是真愛你，願意單純，
贖回我所有的光陰，享你愛、恩。
哦看哪！我能在今天，全然奉獻，
是因你始終的恩眷，奇妙成全。
求你開通我耳，在你這神家的門，
當你發出呼聲，我願意永遠向你忠誠。
把我印在你心，以你愛甚至你嫉恨，
讓我一生做你瘋狂愛人。
2. 榮耀神，今願在這裡，向你屈膝，
賜我們智慧啟示靈，得見奧秘。
這一生只願投身你神聖經綸，
只為你永遠的心意：基督身體。
在我調和靈裏，帶我進身體實際，
享你加強救恩，使我們成耶穌的見證。
主阿！願你快來！照著你所曾經答應，
我們惟一羨幕是你再臨。
To Become the Testimony of Jesus
１． Jesus Lord, truly I love Thee; My heart refine!
I'd redeem each precious moment,
To enjoy Thy love divine.
Lord, behold, all to Thee I yield,
Constrained this day. By compassions never failing,
Thy perfecting care, Dear Lord, open mine ear,

At the doorpost of God's house,
Responding to Thy voice,
I would be Thine and Thine forever,
Set me a seal on Thine heart, With Thy love,
even Thy jealousy, Let me be Thy crazy lover
Through all my days.
２． God of glory, we bow the knee, Grant us today
Spir't of wisdom, revelation, The mystery to see,
I'd outpour all my life for Thine Economy,
Just for Thine eternal pleasure, The Body of Christ,
In my mingled spirit lead me To the Body's reality,
In Thine intensification
Make us the testimony of Jesus
O Lord! For this we yearn! Quickly come,
as once Thou promised! Lord, our deepest longing
Is Thy return!
補充本３０５
１ 主よ、うるわしさのゆえ、 わがこころをひらく。
いま宗教より解かれて、 ただながうちに住む。
主の栄光を見上げつつ、 かがやきに満たされ、
わがうちに浸透しませ、 なれとわが霊はいち。
２ 主よ、すみわたるそらに、 ひとの子、御座に見る。
ほのおもて焼き尽くせ、 主のみ、かがやくまで。
なれの栄こう見るとき、 自己愛、恥じて失せぬ。
なが名のあまさ、知って、 あいと賛美ささげる。
３ 主よ、ナルドのこう油を、 よろこびもてそそぐ。
ながこうべにそそぎ出し、 主よ、われをささげる。
ながため無駄づかいし、 ふかきあいに満ちる。
あたい、たかきあぶらを、 たくわえ、そそぎたし。
４ 主よ、香のやまで、かおを 合わせてまみえたし。
わがいずみ、飲みたまえ、 ながむねにいこうまで。
なが愛するはなよめは、 主よ、なれをあがめる。
主よ、いそぎ来たりませ、 わが愛はなれを待つ。
补充本,#305 主耶稣，你美丽夺了我心
１． 主耶稣，你美丽夺了我心，我全心向你完全敞开；
释放我，脱离宗教的义务，只让我永远享你同在。
当我在此注视你的荣耀，我的心充满了你荣耀；
浸透我，主，我今恳切求祷，以你灵与我灵永相调。
２． 光照者─我的天何等明亮，我看见人子在宝座上；
圣别者，以神的火焰烧我，直等我因你灼灼发亮！
主，当我初次看见你荣耀，自爱与夸耀同归羞惭；
今我心涌出爱戴与颂赞，品尝你名里一切肥甘。

３． 宝贝主，我将真哪哒香膏，为你爱，欣然打破倾倒，
我的主，我前来膏你的头，看哪，主，为你我献上好。
亲爱主，我甘愿为你枉费，爱着你，我深处就满足。
为着你，贵重油我早预备，要将爱从心深处倒出。
４． 良人哪，快来到香草山上，我切慕与你早面对面。
主，请喝我心所流出之泉，我巴望永远在你身边。
我并非单独的来爱你，主，乃是与众圣作你新妇；
快来吧，我们爱已经久等，主耶稣，愿意你得满足。
Hymns,#1159
１． Jesus Lord, I'm captured by Thy beauty,
All my heart to Thee I open wide;
Now set free from all religious duty,
Only let me in Thyself abide.
As I'm gazing here upon Thy glory,
Fill my heart with radiancy divine;
Saturate me, Lord, I now implore Thee,
Mingle now Thy Spirit, Lord, with mine.
２． Shining One — how clear the sky above me!
Son of Man, I see Thee on the throne!
Holy One, the flames of God consume me,
Till my being glows with Thee alone.
Lord, when first I saw Thee in Thy splendor,
All self-love and glory sank in shame;
Now my heart its love and praises render,
Tasting all the sweetness of Thy name.
３． Precious Lord, my flask of alabaster
Gladly now I break in love for Thee;
I anoint Thy head, Beloved Master;
Lord, behold, I've saved the best for Thee.
Dearest Lord, I waste myself upon Thee;
Loving Thee, I'm deeply satisfied.
Love outpoured from hidden depths within me,
Costly oil, dear Lord, I would provide.
４． My Beloved, come on spices' mountain;
How I yearn to see Thee face to face.
Drink, dear Lord, from my heart's flowing fountain,
Till I rest fore'er in Thine embrace.
Not alone, O Lord, do I adore Thee,
But with all the saints as Thy dear Bride;
Quickly come, our love is waiting for Thee;
Jesus Lord, Thou wilt be satisfi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