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召会生活＃6
在一个新人的感觉里实行召会生活（诗歌：补 114）
Overview: 召会，基督的身 Ⅰ．召会，基督的身体，乃是一个新人，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宇宙的团体神人：
Ａ．神创造人的目的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以彰显祂并代表祂；至终，召会这一个新人乃是在神心意中团体的人，这新人将成就双重
体，乃是一个新人，以完成神
的目的：彰显神以及对付神的仇敌。
永远的定旨。在召会这一个新 Ｂ．这一个新人等于基督的身体；基督和我们一同形成一个宇宙人。
人里，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 Ｃ．基督在十字架上创造这一个新人是用两种材料：蒙救赎的受造之人，与神圣的元素；在十字架上，基督把这两种材料放在一起，以产生一个新
之内。我们需要在一个新人的 人：１．在新人的创造里，首先我们天然的人被基督钉死，然后借着除掉旧人，基督就将神的元素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一个新的实体。
２．在以弗所二章十五节里，
“在祂自己里面”这句话指明基督不仅是一个新人的创造者，也是这一个新人得以创造的范围和素质。』
感觉里实行召会生活。在神经 Ｄ．主恢复的目标乃是要产生一个新人：
纶的实行里，一切社会阶级和 １．主在祂的恢复里一直在作的，并祂现今正在作的，乃是产生以祂自己作生命和人位的一个新人，好作神的彰显。２．这一个新人要
种族、国籍之间的不同都被吞 引进神的国，将君王基督带回到地上。
Ｅ．在召会这一个新人里，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１．在一个新人里没有天然的人，并且任何天然的人都不可能存在，没有任何地位：
灭，乃是要紧的。我们要在一
ａ．虽然一个新人是由各种不同的人所组成，但所有的人都是基督的一部分；不再有天然的人。ｂ．在一个新人里只有一个人位—包罗万有的基
个新人的感觉里实行召会生 督。
活，就需要活在基督耶稣的心 ２．当我们借着生机的过程被基督浸透、充满、渗透，并由祂所顶替时，一个新人就产生了：ａ．新人乃是在众圣徒里面的基督渗透我们并顶替
肠里，并以基督耶稣的心肠为 我们，直到所有天然的区别都除去，每个人都由基督所构成。ｂ．包罗万有的基督必须生机地作到我们里面，直到祂以自己顶替我们天然的人。』
３．在一个新人里，基督是一切的肢体，又在一切的肢体之内：ａ．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乃是一个新人的构成成分。ｂ．因着基督是新人的
自己的心肠。
一切肢体，在新人里任何种族、国籍、文化或社会身分，都没有地位。
Ⅱ．我们需要在一个新人的感觉里实行召会生活：
Ⅲ．我们要在一个新人的感觉里实行召会生活，就需要活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并以基督耶稣的心肠为自己
Ａ．在歌罗西四章七至十七节，我们看见一个新人之启 的心肠：
示与一个新人之感觉的实例：』
Ａ．心肠表征内在的情爱、慈心和怜恤。
１．歌罗西的圣徒和保罗并同他在一起的人，实际上乃是 Ｂ．基督成了人，就有人的心肠同其各种功用；基督在祂心肠里的经历，就是祂在祂心思、情感、意志、魂、心、
一个新人的众肢体，并且都有一个新人的感觉。
灵里的经历，包括祂的爱好、愿望、感觉、思想、定意、存心、打算。』
２．在老底嘉的召会和在歌罗西的召会没有分别，这由保 Ｃ．保罗是一个不断经历基督之心肠的人：
罗关于念书信的话得到证明；他的话含示交通、合一、和 １．保罗甚至在基督的心肠里，就是在基督的情感、柔细的怜悯和同情里，与祂是一。
谐、与亲密的接触。
２．保罗没有持守自己的心肠，而是以基督的心肠为他的心肠：ａ．保罗不仅接受了基督的心思，更接受祂
３．国籍、种族、阶级的区别虽然存在，在基督耶稣里所创 整个内里的所是。ｂ．保罗内里的所是改变、重组、重新塑造了。ｃ．保罗内里的所是被基督的心肠重构了。
造的一个新人却实际地在地上出现了；不仅有在各城里的 ３．那在基督里是真实的，就是诚实、信实、可靠的，也在使徒保罗里面。
地方召会，还有一个新人真实而实际地显出来了。
４．保罗对圣徒的爱不是他的爱，乃是在基督里的爱，就是基督的爱；因此，保罗不是凭他天然的爱，乃是
Ｂ．我们若有一个新人的感觉，就会看见在不同国家的众地 凭基督的爱，来爱圣徒。
方召会乃是一个新人。
Ｄ．我们要活基督，就必须留在基督的心肠里：
Ｃ．腓利门书该看作歌罗西四章的延续，并且该视为在 １．保罗经历基督里的心肠；他在基督的心肠里与基督是一，切切地想念圣徒。
新人里信徒身分平等的例证：』
２．保罗所过的不是在他天然内里所是中的生活；他所过的乃是在基督的心肠里的生活。
１．欧尼西母和腓利门的事例，说明所有的信徒在新人里有 ３．我们若要成为在基督里的人，就必须在基督的心肠里，就是在祂柔细、细致的感觉里。
平等的身分。
４．活基督乃是住在祂的心肠里，在其中享受祂作恩典。
２．信徒中间社会阶级和身分的区别已被废除，因为信徒已 Ｅ．保罗是以基督耶稣的心肠为他自己的心肠来顾到作基督身体与一个新人的召会：
由作他们生命之包罗万有的基督所构成。
１．保罗是以基督的感觉为自己的感觉来顾到召会；基督对召会的感觉成了保罗对召会的感觉。
３．在神经纶的实行里，一切社会阶级和种族、国籍之间的 ２．我们该像保罗一样，以基督的感觉为我们自己的感觉；这对我们在一个新人里团体地过生活，并在一个新人的感
不同都被吞灭，乃是要紧的。
觉里实行召会生活，是最需要的。
４．我们若看见信徒在新人里有平等的身分，我们中间就不 Ｆ．在腓利门书有一幅图画，描绘召会这一个新人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所过的生活：
会有关于社会阶级、国籍或种族的难处。
１．保罗内在的情爱和怜恤，随同欧尼西母到腓利门那里去。
５．信徒身分的平等，乃是一件爱的事，这爱是出自于信； ２．我们若活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就会在一个新人的感觉里实行召会生活。
在新人里，众信徒因信彼此相爱。
３．我们既是一个团体新人的一部分，就需要活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而有新人的感觉，借此活在基督耶稣的
心肠里而在新人的感觉里实行召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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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弗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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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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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1:26 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像，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第二日：弗4:22 在从前的生活样式上，脱去了旧人，这旧人是照着那迷惑的情欲败坏
的；

23 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24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
义和圣中所创造的。
弗3:17 使基督藉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
第三日：西3:10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像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

的知识；11 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
人、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12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别蒙爱的人，就要穿上怜恤的心肠、恩慈、卑微、温
柔、恒忍。
西1:27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的荣耀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丰富，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
成了荣耀的盼望；
第四日：腓利门7 因为弟兄啊，我因你的爱，大大喜乐，满受鼓励，因为众圣徒的心肠

藉着你得了舒畅。
林前16:24 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
腓利门10 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孩子欧尼西母恳求你；11 他从前对你没有益处，但
如今对你我都有益处。…13 我本有意将他留在身边，使他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
替你服事我。14 但未得知你的意见，我就不愿作什么，好叫你的善行不像是出于勉
强，乃是出于甘心。15 因为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可以永远完全得着他，…17 所
以，你若以我为同伙，就接纳他，如同接纳我一样。18 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这
都归在我的账上；19 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
是亏欠于我。
第五日：腓利门5 因听见你对主耶稣，并对众圣徒的爱与信。

16 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对我固然是如此，对你，不拘在肉身
上，或在主里，岂不都更是这样。
第六日：腓利门12 我现在打发他回你那里去，他乃是我心上的人。
20 弟兄啊，是的，愿我在主里从你得着益处，愿你使我的心肠在基督里得舒畅。

腓立比1:8 神可为我作见证，我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怎样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

《申言稿》

经历①：在心思的灵里日益得更新
更新就叫我们大家成为一个新人。乃是在这个更新里头我们脱去
旧社会生活，穿上召会生活。这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主今天正
在地上作这个工，这是主今日恢复的目标。全地上爱祂、追求祂、跟
随祂的人，都要在这一个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而成为一个新人，以
祂为我们的人位，凭祂活着。这是主今天所要的。神的一切丰满，都
有形有体地在基督里面，这位基督又作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爱、
光、圣、义。这是新人和新人的彰显。这样的新人和这样的彰显，要
引进神的国，将君王基督带回到地上。主恢复目标乃是成为这样彰显
神的新人。
我们经历并享受包罗万有之基督的结果，乃是新人—召会。因
此，新人乃是出自我们对那作神丰满之基督的享受。我们天天享受基
督，祂就不断作到我们里面，构成在我们的所是里。这样，基督就成
了我们的构成成分。一天过一天，基督不断构成在我们里面。最终，
我们都要完全由祂所构成。我们由基督构成的结果，乃是使我们成为
新人。在这新人里，天然的人都没有地位，唯有基督才有地位。在新
人里，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再说，在新人里，基督是一切
的肢体，又在一切的肢体之内。
中高生篇
请你在学校生活的一切事上经历，“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
新”（弗 4:23）。原本魂的主要部分-心思和灵是不同的。但是，保罗
在这里使用“心思的灵”，将心思和灵结合在一起。这里是说要将心
思置于灵，心思由灵支配。你要过受祝福的基督徒生活，操练将心思
置于灵，持有心思的灵是极其重要的。为了持有心思的灵，请操练如
下事项。
1. 需要操练灵，在灵里火热。灵必须是体、魂、灵中最强的部分。如
果灵弱魂强，魂会消灭你的灵。
2. 在各种各样的情形中，不要单独地在心思里思考，要学习将心思置
于灵、与主一起思考、与主一起学习。基督住在你的里面、对你来
说是无穷的供应，但是如果你不将心思置于灵，基督的丰富就不能
从你的灵里供应到你学校生活里。
3. 请常常做以下简短的祷告。
祷告 1：“哦，主耶稣。我爱你。请让我学习在学习的时候心思置于
灵、与主一起学习。我不应该自己独自学习。请让我经历你做我的
智慧、力量、忍耐力、背诵能力。请让我在学习上做一个有见证的
中高中生。”
祷告 2：“哦，主耶稣。我在和老师的人际关系上、在和同学的人际
关系上，我想经历基督被拔高的人性。因为我的人性很不平衡有偏
颇，跟各种人都没办法相处好。请让我每天吃你、有份于你的人
性。阿们！”

经历②：在一个新人的感觉里实行召会生活
在神经纶的实行里，一切社会阶级和种族、国籍之间的不同都被吞
灭，这乃是要紧的。
只要我们看见信徒在新人里有平等的身分，我们中间就不会有关于
社会阶级、国籍、或种族的难处。我们与不同的人就不会有难处。以任
何方式区别人的人，都不是实行正确的召会生活。我们若要有真实的召
会生活，就必须接纳所有的圣徒，无论他们的种族、国籍、或社会阶级
是什么。
我们既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就需要对身体有感觉。首先，这感觉乃
是以头的感觉为感觉。…保罗是以基督的心肠为他自己的心肠来顾到召
会。
〔腓一 8。〕这也就是说他是以基督的感觉为自己的感觉，来对待基督
的身体。基督的感觉成了他对身体的感觉。我们都该像保罗一样，以头的
感觉为感觉；这对我们过身体的生活，是极其需要的。再者，我们不仅要
以头的感觉为感觉，还要以顾到身体为原则。保罗在林前十二章二十五节
下半至二十六节也说，“总要肢体彼此同样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
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欢乐。
”我们
要能有身体的生活，就必须这样顾到同作肢体的，满有对身体的感觉。
在职青年篇
你若是日本人的话，就是在日本文化里长大，若是中国人的话，就是
在中国文化里长大。要知道在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中，特别是日本是一个奇
特的环境，那就是这里几乎都是日本人。若是在纽约的话，不只有说英文
的白人，还有说西班牙文的白人、亚洲的黄种人、非洲的黑人等等混合在
一起。以世界的角度来看，日本是外国人人口极为少数的特异国家。在这
样的情形下长大的日本人，对外国人的偏见就深深扎根于心中。这其实会
成为召会建造的很大的阻碍。
赞美主。神户召会有约三分之一说中文的圣徒、有 10%以上会说韩语的
圣徒和黑人的圣徒。说日文的弟兄姊妹有一半以上。这样的召会生活是新
人的召会生活，会帮助刚进入召会生活的新人脱离日本的排外主义。在期
许有更多的日本人得救的同时，也要期许住在日本的中国人、韩国人、越
南人、尼泊尔人等能得救并进入召会生活。
日本政府在解决人口减少的社会问题，其中一个手段就是积极地接纳
受过教育或是有资格的外国人。在外面看来这是在日本的人类历史，但是
其中有神圣的行动。神在这样的环境中想要建造召会作为新人。你也要成
为有这般洞察力的在职者。这样，你在职场上就能够成为优秀的人，以洞
察力来推动专案。阿们！

補充 114 霊と命――霊の中で主に向かって歌う

HYMNS 1141. Experience of Christ - In Spirit

1.

1. We will sing to the Lord with our spirit,

2.
3.
4.

れいもて主に向かって、うちより主にうたう。
イエスにハレルヤうたい、主とひとつに調和す。
としひさしくわれらはしゅう教、おもいにあり、
また感じょうのなかにてさがせども見いだせず。
いまやれいにもどって、キリストいのちとし、
イエスをしょくすをまなび、もがきより解放さる。
ハレルヤ、れいのいのち、ハレルヤ、あたらしい。
おもいをれいにつけて、主の豊富を享受する。

中補 116 在灵里向主歌唱

We will sing to the Lord from within,
We will sing hallelujah to Jesus;
And be blent into oneness with Him.
2. We have been many years in religion,
We have been many years in our mind,
We have been many years in emotions,
Always seeking, but never to find.
3. Now we're learning to turn to our spirit,
Now we're learning to take Christ as life;
Now we're learning to feed upon Jesus

1. 我们要在灵里向主歌唱，我们要从里面向主唱，
我们要阿利路亚向主唱，我们相调为一向主唱！
2. 我们曾多年在宗教里面，我们曾多年在心思里，
我们曾多年在情感里面，一直追求却在黑暗里。
3. 今我们操练灵里接触主，今我们操练取用基督，
今我们操练吃喝主耶稣，脱离挣扎奋斗的痛苦。
4. 阿利路亚！圣灵里的生命，阿利路亚！里面的新样。
当我们从心思中转入灵，祂一切丰富我们全享。

And be freed from all struggling and strife.
4. Hallelujah for life in the Spirit,
Hallelujah for newness within.
When we turn from our mind to our spirit,
We enjoy all the riches of Hi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