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借着活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 
而活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 

感恩节特会 2019/2/11-17 

Ⅰ．我们若要有基督身体的实际，就必须让基督安家在
我们心里： 
A．基督身体的建造，是借着基督作为那灵进到我们灵里，
又从我们灵里扩展到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里，占有
我们的全人。 
弗 3:16 愿祂照着祂荣耀的丰富，借着祂的灵，用大能
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 
17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生根
立基。 
B．基督身体的实际就是对内住基督之内里的经历。 
C．惟有借着内里经历基督作生命，我们才能有基督身体
的实际。 
D．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我们就要被充满，成为神一切
的丰满；这丰满就是召会，基督的身体，作三一神团体
的彰显。 
E．身体生活的实际乃是那不可度量之基督安家在我们心
里的结果。 
F．基督身体—召会—的内容，乃是作到我们这人里面的
基督。                                  【月】 
Ⅱ．我们若要活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就需要活在基督耶
稣的心肠里： 
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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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4:16 本于祂，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
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
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A．基督既是人，就有人的心肠同其各种功用，而基督在祂
心肠里的经历，乃是祂在祂心思、情感、意志、魂、心、
灵里的经历，包括祂的爱好、愿望、感觉、思想、定意、
存心、打算。                            【火】 
B．保羅是一個不斷經歷基督之心腸的人： 
腓2:5 你們裏面要思念基督耶穌裏面所思念的。 
１．保羅甚至在基督的心腸，在祂的情感、柔細的憐
憫和同情裏，與祂是一。 
２．保羅沒有持守自己的心腸，而是以基督的心腸為
他的心腸： 
ａ．保羅不僅接受了基督的心思，更接受了祂整個內
裏的所是。 
ｂ．保羅內在的所是改變、重組、改造了。 
ｃ．他內在的所是被基督的心腸重構了。 
３．那在基督裏的真實，就是誠實、信實、可靠，也在
保羅裏面。 
４．保羅對聖徒的愛，不是他天然的愛，乃是在基督
裏的愛，就是基督的愛；因此，保羅不是憑他天然的
愛，乃是憑基督的愛，來愛聖徒。 
林前16:24 我在基督耶穌裏的愛，與你們眾人同在。 
C．我們要活基督，就必須留在基督耶穌的心腸裏： 
１．保羅經歷基督的心腸；他在基督的心腸裏與基督
是一，切切的想念聖徒。 
２．保羅沒有在他天然的內在所是裏過生活，乃在基
督的心腸裏過生活。 
３．我們若要成為在基督裏的人，就必須在祂的心腸
裏，在祂慈愛和柔細的感覺裏。 
4．活基督乃是住在祂的心腸裏，在其中享受祂作恩典。 
D．在腓利門書，我們有一幅在基督耶穌的心腸裏所過
基督身體生活的圖畫。                         【水】 
 

E．保罗以基督的感觉为自己的感觉，活在基督身体
的实际里；基督对身体的感觉成了他对身体的感觉。 
１．保罗是以基督耶稣的心肠为他自己的心肠来顾
到基督的身体。 
２．我们都该像保罗一样，以头的感觉为感觉；这
对我们活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是极其需要的。 
F．我们作肢体的，若在凡事上都能有头的感觉，就
会考虑到身体并顾到身体。 
林前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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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作肢体。 
Ⅲ．我们越活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我们的身体感
会越重，我们对基督身体的感觉也会越强：【木】 
A．我们是基督身体的肢体，需要有身体感，并对身
体有感觉；身体是宇宙的，身体感和对身体的感觉
也是宇宙的。 
B．我们要活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就需要对基督的
身体有感觉。 
罗12:4 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但肢体
不都有一样的功用； 
5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各个
互相作肢体，也是如此。 
C．基督身体的感觉，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
有的感觉： 
１．我们若操练这个感觉，这个感觉会叫我们感觉
到与身体有关的事。 
２．我们若培养这个感觉，这个感觉会叫我们觉察
到身体里的难处。 
３．我们若常常操练这个感觉，而且爱主并关心召
会，这样的感觉就会成为身体感，身体的感觉。    
【金】 
D．我们若是有身体的感觉，当人遭遇为难或蒙福时，
我们都感同身受，同样的感到为难，同样的感到蒙福。 
E．我们借着活在基督的心肠里，而培养基督身体的感
觉： 
１．我们既是基督身体的肢体，就需要借着活在基督
耶稣的心肠里，而有身体感，并对身体有感觉。 
２．借着活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以祂的感觉和看法
作为我们的感觉和看法，我们就会在基督身体的实际
里实行召会生活。 
门 7 因为弟兄阿，我因你的爱，大大喜乐，满受鼓
励，因为众圣徒的心肠借着你得了舒畅。 
12 我现在打发他回你那里去，他乃是我心上的人。
【土】 

 
 
 
 
 
 
 
 
 
 
 
 
 
 
 
 



Crucial Point①：经历基督的心肠 
OL：保罗是一个不断经历基督之心肠的人。 
腓2:3 凡事都不私图好争，也不贪图虚荣，只要心思卑
微，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4 各人不单看重自己的长处，也看重别人的。 
5 你们里面要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 
5節FN「心思」：你们里面要思念的，是指3节的“看”
和4节的“看重。”当基督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状，
显为人的样子，并且降卑自己的时候，祂里面也有这种
思念和心思。要有这样的心思，我们需要在基督的心肠
里与祂是一。要经历基督，我们需要到一个地步，就是
在祂内在柔细的感觉和思想里与祂是一。 

基督的心肠指祂所是内里的各部分，包括祂的心思、情
感、意志和心，连同这些部分一切的功用。 我们心肠（我们
内里所是）的首要部分乃是心思。……基督里面所思念的，
今天该是我们所思念的。这就是说，我们该以祂的心思为我
们的心思。我们应该是一班没有自己天然心思，却有基督心
思的人。 
 保罗在林前二章十六节下半说，“我们是有基督

的心思了。”因我们与基督在生机上是一，我们就有
祂一切的机能。心思是智力的机能，领悟的器官。我
们有基督这器官，就能知道祂所知道的。所以，我们
不仅有基督的生命，也有基督的心思。基督必须从我
们的灵浸透我们的心思，使我们的心思与祂的心思成
为一。 
 “我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

（腓一8）。心肠表征里面的情感，指柔细的怜悯和同情。
保罗甚至在基督的心肠，基督里面柔细的各部分里，与基
督是一，切切地想念圣徒。这指明保罗没有持守自己的心
肠，而是以基督的心肠为他的心肠。他不仅接受了基督的
心思，更接受祂整个内里的所是。所以，保罗内在的所是
改变了，重组了，改造了，重新构成了。他内在的所是被
基督的心肠重构了。保罗没有在他天然的内里所是里过生
活，乃在基督的心肠里过生活。  
“基督的真实在我里面。”（林后十一10）。这里的

真实，意诚实、信实、可靠。那在基督里的真实，就
是诚实、信实、可靠的，也在使徒保罗里面。  

“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林前
十六24）保罗对哥林多人的爱，不是他的爱，乃是在基
督里的爱，就是基督的爱。保罗不是凭他天然的爱，乃
是凭基督的爱，来爱圣徒。  

（在腓利比书中）保罗说到显大基督与活基督。从经
历来看，我们要显大基督并活基督，就必须留在基督里面
的各部分中。 

应用：青年在职/大学院生篇 
神的愿望是，你要享受基督，被基督充满，被基督构

成，与基督是一，将基督分赐给他人，建造基督的身体。 
在发达国家的优秀企业里，很关注人，在人才开发

的培训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这是因为只有人才能成功
执行公司的业务。圣经中更加关注人，记述着为着建造、
鼓励、安慰，向人们讲说并供应神的话。也需要团队建
设（建造）、鼓励、安慰的工作。企业中最渴望的人才
是可以作为一个团队被建造，向着公司的共同目标而向
前的人（召会也是如此）。这样的人，应该会鼓励人，
安慰人。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达到建造的目的。 
林前14:3 但那申言的，是对人讲说建造、勉励和安慰。 
日本的传统企业的管理层，相比本质主义更细小的方

面，因为用减点方式这种消极的思考方式，总是苛刻的
要求社员。因为他们几乎不鼓励也不安慰，所以很难进
行团队建设。例如他们过分的注意社员做不到的部分

（这是，他们无法注意这些是否真正重要），而无法注
意到他们可以做到的这一积极的部分。 

请读提摩太后书1章7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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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
召会的服事，还是公司的工作，你需要（1）用爱，鼓励
人，安慰人；（2）带着清明自守的灵，区别第一重要的
事和第二重要的事；（3）用能力来做任何事情；（4）绝
不要不相信，不要变得胆怯，大胆的做。这个灵，是你
的灵与神的灵相调和的灵。 

主对人有温柔的心，这是为了成全所有人，让所有
人都能尽功用。你对他人有负担，对他们有温柔的心，
鼓励、安慰、建造，人人都可以工作，或者说成为可以
服事的人。为了做到这样，你必须要经历基督内里的各
个部分，学习将基督的心思当作自己里面的心思。为此
你需要经历将自己的欲望、情欲、个人主义等等都钉上
十字架。基本上为了把别人的心思当作自己的心思，需
要把天然的人钉上十字架。为着乃是神心意的身体的建
造，经历十字架、将基督的心思当作自己的心思，让人
人都可以被成全。阿门！ 
祷告：「哦主耶稣，我爱你，我爱你的期望。在召会生
活里，扩大基督身体的实际。为此我在召会和公司里，
将基督的心思作为自己的心思。带着基督温柔的心，
使我能够成全人！」 

補528 建造与合一——你已显为身体基督  （英1225） 
1 今日惟有识你身体，哦主，纔是认识你， 

因此我求得蒙开启，在你肢体看见你； 
非仅识你元首身分─至高、个別救赎主， 
更见你已具体化身，显为身体的基督。 

4 求主勿让我再单独，囿於个人的光照； 
你的身体促我投入，凭“身体感”为引导。 
不再作那离散尘土，乃是活石被建造； 
如此使你心满意足，团体显明你荣耀。 

 
Crucial Point②：有头的感觉，考虑到身体 

OL: 我们做肢体的，若凡事都能有头的感觉，就会考虑到身
体并顾到身体。 

林前12:12 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身体上一
切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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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倘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于身体，它不能因此就
不属于身体。 
16 倘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于身体，它也不能因此
就不属于身体。 
17 若全身是眼，听觉在那里？若全身是听觉，嗅觉在那
里？  
18 但如今神照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置在身体上
了。 
19 若都是一个肢体，身体在那里？  
20 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体却是一个。 
21 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
要你。 
22 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似乎较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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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得使［基督身体的］感觉得着较多的培养。
要培养这个感觉，就需要我们与主多有交通。我们与
主的交通一多，我们里面的感觉自然会得着培养。不
仅如此，交通若是能加上顺服，就能使我们里面的感
觉，更加敏锐丶丰富。比方，当那个感觉一來，我们
就紧紧跟随那个感觉而行；那个感觉要我们停，我们
就停；那个感觉要我们往前，我们就往前。这样，我
们就会发现，我们里面那个感觉敏锐丶丰富了；我们
里面的感觉，被我们与主的交通，并我们对主的顺服
培养起來了。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操練这个感觉。这
意思是，我们必须时常用这感觉，來摸属灵的事。 

我们操練身体的感觉到一个境地，有一个非常好的
现象，就是一个肢体有难处，常常不是他自己一个人背
负，乃是我们这些和他同作肢体的人，一同背负。到这时，
不是人请我们替他祷告，我们缠祷告；乃是我们一同在身
体的负担里祷告。有时，一个人的祷告不够，实在需要身
体的祷告；而这个身体的祷告，是自发性的。比方一个人
有身体的感觉，他能觉得这一个弟兄身上有难处，能觉得
那一个姊妹身上有重担。这个弟兄有难处的感觉，通到他
里头；那个姊妹受压的感觉，也加到他靈里面。他和那位
弟兄丶那位姊妹是同感的。这个感觉就带着他丶压着他
丶逼着他到主面前，为那位弟兄丶那位姊妹祷告。这个时
候，这一个代祷乃是出於身体的感觉。在身体里有这样一
个东西，这个要证明我们里面是软弱或刚强；这个也要证
明我们里面关心神的儿女，关心基督的肢体到甚麽地步。 

身体上任何一個肢体一有痛苦，全身的肢体都感
觉不舒服。我們众人在一起事奉，也应当是如此，一
個人有難处，众人都該有感覺；一個人觉得欢乐，众
人也一同欢乐。这才是正常的情形。 

应用：中高生/大学生篇 
召会不是像基督的身体，而是基督的身体。你

看到人的身体就可以理解基督的宇宙身体。你的身
体有头，手，脚，眼睛，嘴巴，耳朵，鼻子等器官，
每个器官对身体都很重要。同样，在基督的身体里
有各种各样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功用不同，但每个
人都在为了身体尽功用。每个肢体都要接受另一个
肢体的身体功用，自己也为身体尽功用。 

你必须在与主亲密的相通里，得到弟兄姊妹的功用的
帮助。例如，决定要考的大学的事上，你可以与有经验的
弟兄姊妹交通并得着帮助。还有即使你在人际关系方面遇
到困难，你也可以请学长学姐的弟兄姊妹祷告和交通。因
为你是身体的一个肢体，所以你可以受益于其他的肢体。
如果你能清楚地看到身体的异象并实现身体的生活的话，
那么你的学校生活将会受到极大的祝福。 

同时你为了身体，还有为了其他弟兄姊妹，学习
尽功用。大学生的弟兄姊妹可以帮
助大学联考的学生。高中生的弟兄
姊妹可以帮助初中生和小学高年
级的弟兄姊妹。不仅如此，你也可
以帮助你们同一代的弟兄姊妹。右
边是给另一个婴儿喂奶的婴儿的
图片。这是为了向你展示，如果你
可以拿婴儿奶瓶，无论你多么年
轻，你都可以喂养其他人。 

箴言 11:25 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
滋润。  

你应该与遭受苦难的弟兄姊妹同苦，还有与取
得了很好的成绩的弟兄姊妹同乐。分享这种痛苦和
喜乐也是身体生活的重要部分。 
祷告：“哦，主耶稣、当我受浸浸入基督的身体时，
我就成了基督身体的肢体。感谢主。作为身体的一
个肢体，我可以从其他肢体得到帮助。哦，主啊，
开我的心眼。向弟兄姊妹敞开，并享受他们的帮助。
我也可以为了帮助别人，为他们祷告供应他们。虽
然我不够刚强，但我有足够的力量来拿婴儿奶瓶。
希望我可以帮助和供应弟兄姊妹，特别是那些受苦
的弟兄姊妹。此外，如果有弟兄姊妹取得了出色的
成绩，不是嫉妒，乃是与他（或她）一起喜乐，庆
祝。阿门”。 

606 召会─建造 (英 84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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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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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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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高品福音 

第六題 基督是神(下) 

来 1:8 论到子却说，神阿，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你国的权杖是正直的权杖。 

基督的死证明祂是神 

基督在受死前，预先将祂的死告诉门徒。祂的死
是在祂出生前几百年，申言者所预言关于弥赛亚之
事的正确应验。旧约诗篇二十二篇十六至十八节细
述基督的死景：‘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
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算；他们瞪
着眼看我。他们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衣服拈阄。’
这是对弥赛亚之死的一段生动的描述。我们若读福
音书的记载，会发现这正是基督死的方式。基督挂在
十字架上，手和脚都被刺透。马太二十七章三十五节
说，当兵丁钉了基督后，‘就拈阄分祂的衣服。’这完
全应验了旧约字面上的预言。 

基督死的时间和方式在几百年前旧约的预表中，
就已有预示。当基督死时，祂说，‘成了！’基督的
死不是基督的终结；相反的，祂的死是祂工作的顶
点。基督的死引发超自然的奇事，反应祂死的超自
然性质。圣经说基督代替所有的罪人而死。基督救
赎之死的永远功效，确切证明祂是神。 

基督的复活证明祂是神 

祂待在坟墓里不超过七十二小时。第三天，基
督从坟墓里出来了。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无一史家
可以推翻。祂带着身体复活，并且四十天之久，多
次向门徒显现。 

现代的批评家驳斥复活之说，认为这是早期门
徒编造出来的神话故事。但是，许多见证人见到复
活的基督，以及他们与复活基督的接触，带给他们
深远的改变。这强烈的证明，复活并非虚构之言。
基督复活以前，门徒惊惶恐惧，灰心丧志。彼得甚
至三次否认主。然而，祂复活后，同样一班人却变
得放胆积极。彼得在五旬节那天第一个站起来，对
三千多人传讲信息。虚构之言不可能产生这种生命
的改变；门徒也不可能是在宗教的幻觉里，因为他
们都谈吐清明，行为正当。早期的召会不是由一班
自欺的疯子组合而成，而是一群合宜、正直、清明
自守的信徒团体。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人类历史上最
伟大的史实。 

相信耶稣是神 

 人呼求祂的名，相信祂，基督这活的灵就进到
他里面，改变他的生命。今天，你就可以借着相信
祂来经历祂。向祂打开你的心，祂就进到你里面，
在你里面建立祂的国度。你就脱离黑暗的权势，进
入神爱子的国里。基督要在你里面成为新生命，你
就成为在基督里的新人。 

 

 

 

 

詩歌 382 经历基督─作生命 

 

1. 

荣耀基督，亲爱救主，你是神的荣耀显出！ 

原是永远无限的神，竟作时间有限的人。 

(副) 

荣耀基督，大神化身，奥妙、丰富，享受不尽！ 

圣中之圣，人中之人，在我灵里作我福分！ 

2. 

神的丰盛藏你里面，神的荣耀从你彰显； 

前在肉身成功救赎，今成那灵与我联属。 

3. 

凡父所有全由你承，凡你所是都归于灵； 

灵进我灵作你实际，使你成为我的经历。 

4. 

灵今借你生命活话，在我里面将你实化； 

接受这话，接触这灵，你就作了我的供应。 

5. 

灵里敬拜，灵里瞻仰，如镜返照你的荣光， 

我就变成你的形状，使你从我得着显彰。 

6. 

唯有如此才能成圣，必须如此才能得胜； 

舍此无法摸着生命，舍此无路可以属灵。 

7. 

借此你灵浸透全人，到处是你，到处是神！ 

我就脱离天然自我，与众圣徒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