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住在基督这加能力者里面
——经历基督的秘诀
(国殇节特会)2019/7/22-28
Ⅰ．我们需要学习在基督这加能力者里面的秘诀：
Ａ．在腓立比四章十二至十三节保罗说，“我知道怎
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余；或饱足或饥饿或富余
或缺乏，在各事上，并在一切事上，我都学得秘诀。
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作”：
１．
“学得秘诀”这话，指明保罗进到了一个新的情形、
新的环境；每当我们被摆在新的环境，我们就需要学习
活在那个环境的秘诀：
ａ．“我都学得秘诀”，直译，“我都已经被引进”；
这是个隐喻，说到人被引进秘密社团，受其基本原则的
教导。
ｂ．保罗悔改信主之后，被引进基督与基督的身体。
ｃ．他学得如何以基督为生命，如何活基督、显大基督、
赢得基督，以及如何过召会生活的秘诀；这些都是基本
的原则。
２．在各事上，指在每件事上；在一切事上，指在所
有的事上；二者加起来，就是在整个人生过程中的事
上。
３．保罗学得随事随在都经历基督的秘诀；这也
是更多得着基督积蓄到我们里面的秘诀。
月
４．这秘诀是在腓立比四章十三节：“我在那加我能力
者的里面，凡事都能作”：
ａ．保罗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盼望给人看出他是在
基督里面；现在他宣告，他在那加他能力的基督里面，
凡事都能作：
⑴这是他对基督的经历包罗并总结的话；主在约翰十五
章五节是从反面说到我们与祂生机的联结：“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作什么。”。
⑵“加……能力”原文意，“使人在里面有动力”。
⑶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祂加我们能力，使我们有动力，
不是从外面，乃是从里面；借着这样里面的加力，保罗
在基督里面凡事都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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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保罗从前完全是在犹太教里，律法之下，并且总是
给人看出他是在律法里面；但他在悔改信主时，就从律
法和先前的宗教迁到基督里，成了“在基督里的人”—
—林后十二章2节。
ｃ．现今他期望所有观察他的，无论犹太人、天使或鬼
魔，都看出他是在基督里面；这指明他渴望全人浸没在
基督里面，给基督浸透，使所有观察他的，都看出他是
完全在基督里面；唯有给人看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基
督才会从我们得着彰显并显大。
Ｂ．一面，凭着基督的加力，我们能过知足的生活；另
一面，凭着基督的加力，我们能成为真实的、庄重的、
公义的、纯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
Ｃ．保罗说到基督是加力者的话，特别适用于基督加
我们能力，使我们活祂作我们人性的美德，因而显大
祂那无限的伟大；要过这一切美德的生活，比作基督
教的工作难多了
火
Ⅱ．学习在基督这加能力者里面的秘诀，就是学习住

在基督里面的秘诀；住在基督里就是居住在祂里面，
留在与祂的交通里，使我们经历并享受祂住在我们里
面：
约 15:4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
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
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5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
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
能作什么。
Ａ．住在基督里，就是在神圣三一里面活着——以基督
为我们的居所。
约壹 2:24 至于你们，务要让那从起初所听见的住在你
们里面；那从起初所听见的若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就
住在子里面，并住在父里面。
１．住在基督里就是住在子里面，并住在父里面；这就
是停留并居住在主里面。
２．住在基督里，也就是住在神圣生命的交通里，并在
神圣的光中行，就是住在神圣的光中。
Ｂ．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就是与神圣三一同活——有
基督的同在作我们的享受，使祂与我们成为一，与我们
所是的每一部分和我们生活的每一面同在：
１．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就是有基督的话住在我们里
面，为要结常存的果子，使父得荣耀。
２．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就是有作为三一神同在之实
际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水
Ⅲ．我们需要住在作我们王和君尊住处的基督里，使
祂能住在我们里面，把我们作成祂的王后和祂的王宫，
祂荣耀的召会：
Ａ．住在基督里，就是住在亘古的神我们的主里面，在
祂里面过生活，以祂为我们的一切。
詩90:1-2 （神人摩西的祷告。）主啊，你世世代代
作我们的居所。
诸山未曾生出，
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
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Ｂ．我们必须住在神里面，每时每刻活在祂里面，因为
在祂以外，只有罪和苦难。
Ｃ．以神为我们的住处，我们永远的居所，是对神最
高、最完满的经历。
Ⅳ．住在基督里，以祂为我们的居所，并让祂住在我
们里面，以我们为祂的居所，乃是活在经过过程并终
极完成之三一神与蒙救赎并得重生之信徒宇宙合并
的实际里：
约壹 2:27 你们从祂所领受的膏油涂抹，住在你们
里面，并不需要人教导你们，乃有祂的膏油涂抹，在
凡事上教导你们；
这膏油涂抹是真实的，
不是虚谎的，
你们要按这膏油涂抹所教导你们的，住在祂里面。
Ａ．新耶路撒冷乃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与
重生、圣别、更新、变化、模成并荣化之三部分召会的
终极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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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新耶路撒冷是神的帐幕，帐幕的中心是作为隐藏吗
哪的基督；合并到这神人二性宇宙的合并（神与人相互
的居所）里的路，乃是吃基督这隐藏的吗哪。
Ⅴ．我们住在基督里，使祂也住在我们里面，乃是借着

爱祂：
Ａ．当我们爱主耶稣的时候，祂就亲自向我们显现，父
就与祂同来，与我们一同安排住处，作我们的享受；这
住处是相互的住处，在其中三一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
也住在祂里面。
Ｂ．我们越爱主，就越有祂的同在，并且我们越在祂的
同在里，就越享受祂之于我们的一切；主的恢复乃是恢
复爱主耶稣。
木
Ⅵ．我们住在基督里，使祂也住在我们里面，乃是借
着顾到包罗万有之膏油涂抹的内里教导：
Ａ．我们借着经历主血的洗净，并应用膏抹的灵到我们
内里的所是里，就住在与基督神圣的交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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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你们从祂所领受的膏油涂抹，住在你们里面，并不
需要人教导你们，乃有祂的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你
们；这膏油涂抹是真实的，不是虚谎的，你们要按这膏
油涂抹所教导你们的，住在祂里面。
Ｂ．元首基督是受膏者也是施膏者，我们是祂的肢体，
享受祂作内里的膏油涂抹，以完成祂的定旨。
Ｃ．膏油涂抹乃是在我们里面复合之灵的运行和
工作，将神涂抹到我们里面来，使我们被神浸透，
据有神，并领会神的心思；膏油涂抹借着生命内
里的感觉、内里的知觉，将基督这身体的头的心
思，交通给祂的肢体。
Ｄ．当头要身体的一个肢体行动时，祂是借着内里的膏
油涂抹叫人知道，当我们顺从膏油涂抹时，生命就自由
地从头流到我们；如果我们拒绝膏油涂抹，我们与头的
关系就被打岔，我们里面生命的流也被停止了。
Ｅ．那灵膏油涂抹的教训，与对错毫无关系，乃是生
命内里的感觉。
Ｆ．如果我们天然的生命受十字架的对付，顺从基
督的元首权柄，活出身体的生命来，我们就有那灵
的膏抹，我们就能享受身体的交通。
金
Ⅶ．我们住在基督里，使祂也住在我们里面，乃是借
着将我们灵里生命之灵的律的“开关打开”：
Ａ．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祂里面，完全在于祂是
赐生命的灵在我们的灵里；借着我们灵里这全备供应、
没有限量的灵，我们就有充分的确据，知道我们与神是
一，并且彼此互住。
帖前 5:16 要常常喜乐，
17 不住地祷告，
18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对你们的旨意。
Ｂ．我们住在基督这加能力者里面，使祂在我们里面
得以启动为内里运行的神，就是生命之灵的律，其路
乃是借着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
Ⅷ．我们住在基督里，使祂也住在我们里面，乃是借
着接触我们身外圣经里常时的话，以及我们里面应时
的话，就是那灵：
约 5:39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
生命，为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40 然而你们不肯到
我这里来得生命。
Ａ．借着外面写出来的话，我们有这位奥秘之主的说明、
解释和发表；借着里面活的话，我们经历内住的基督，

并享有实际之主的同在。
Ｂ．我们若住在主常时并写出来的话里，祂即时并活的
话就住在我们里面。
Ｃ．我们住在主里面，祂的话也住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在祂里面说话，祂也在我们里面说话，为
着将神建造到人里面，并将人建造到神里面。
约 15:7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因为本周的纲
要比较长，所以没有高品福音)
土
Crucial Point①:在加我能力者的基督里，在一切
事，特别是真实的、有美名的、公义的、纯洁的、可
爱的等事上，大大地彰显基督人性的美德
OL1: 我们需要学习在基督这加能力者里面的秘诀。
腓 4:12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余；或饱
足、或饥饿、或富余、或缺乏，在各事上，并在一切事
上，我都学得秘诀。
OL2: 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祂加我们能力，使我们有动
力，不是从外面，乃是从里面；借着这样里面的加力，
保罗在基督里面凡事都能作。
OL3: 保罗说到基督是加力者的话，特别适用于基督加
我们能力，使我们活祂作我们人性的美德，因而显大祂
那无限的伟大；要过这一切美德的生活，比作基督教的
工作难多了。
8 末了的话，弟兄们，凡是真实的，凡是庄重的，
凡是公义的，凡是纯洁的，凡是可爱的，凡是有美
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
都要思念。
保罗在腓立比四章十二节…似乎说，
『在一切事上
我都学得秘诀，使我知道怎样处缺乏，怎样处富余。我
已经学得一种特别的秘诀。
』保罗所学得的秘诀是甚么？
因着保罗受教导学了某种的秘诀，所以他能处任何的情
形；不管他是富或贫，饱足或饥饿，秘诀就在十三节：
『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作。
』
。
应用：青职・硕士篇
作为基督徒，你可以做人们做不到的事。因为
你可以在加能力者，基督里做所有事。保罗将“一
切事”与真实的，有美名的，公义的，纯洁的，可
爱的联系起来。
例如，在你的在职生活中，上司认为因为你把某
件事做的很好，而给你绩效评级很高。但事实上，你
只涉及其中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是由其他人完成的。
在这种时候，大致会有三种反应。⑴默默地听取，上
司因为误解而说的话。这时，你可能会认为,你默默的
听是可以的，因为你没有说谎。⑵基于事实，解释真
实情况，解开上司的误会。⑶很乐意接受老板因为误
会而说的话。做出上述第二反应的人很少见。由于上
司的评价与薪水直接相关，很多人会做出第一或第三
种反应。这表明，在现实的在职生活中，表达诸如真
实和正义之类的美德是困难的，需要力量。想要基于
老板的误解，而试图提高工资是不义的。即使那不是
你提议的，你不去纠正就是不义。许多人狡辩沉默并
不是不义的，因为那样的误会并不是他们撒谎引起的。
但在神的光照下，这样的借口完全没用。

如果你能在那加能力者的基督里，在职场中表
现出卓越的美德，那么你的上级和同事就会高度评
价你，你迟早会被推荐为领导者。
祷告：
“哦，主耶稣，愿我在职场生活（或研究生活）
中，可以大大地彰显基督的美德，就是凡是真实的，
有美名的，正义的，纯洁的，可爱的，受称赞的，等
等。离开了主，我不能靠自己做成这件事。但在加
我能力者的基督里，
我能做到这一点。赞美主。
Apart
from You, I can do nothing. But in Christ who
empowers me, I can do all things. Amen! ”
Crucial Point②:
我们是葡萄枝，住在主里面，出去传福音，结果子。
之后，在家聚会里牧养新人，结长存的果子。福音和
牧养是召会生活重要的架构，所以应该每周实行
OL1: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就是有基督的话住在我们
里面，为要结常存的果子，使父得荣耀。
约 15:5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
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
不能作什么。
6 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人
收集起来，扔在火里烧了。
8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
的门徒了。
16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立了
你们，要你们前去，并要你们结果子，且要你们的果子
常存，使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向父求什么，祂就赐给
你们。
16 节 FN「要你们的果子常存」
：私我们出去在主里产生
了信徒，要接着照顾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他们家里
设立聚会，作他们的遮护，使他们得到养与教的照顾，
成为常存的果子，活在真葡萄树的枝子，就是基督的身
体中，作基督的扩增。
在祂里面活着，把我们放在享受祂的地位上。同
祂活着乃是享受的本身。同神圣三一活着，就是享受
神圣的三一。与一个人一同生活，就是享受那个人。
因此，同三一神活着乃是我们对三一神的享受。
在神圣三一里活着，就是住在基督里；同神圣三
一活着，就是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约十五 5）。当
我们住在基督里，基督就也住在我们里面，并且祂的
住就是祂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祂与我们同
在，作我们的享受。
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就是有基督的话住在我们
里面，为要结常存的果子。在约翰十五章七节，主说，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
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种的祈求是与结果
子（8）有关的，并且必定会得着应允。我们若要作前
去传福音的人，就必须是爱基督的话的人。我们必须是
那些有活的话，有生命的话住在我们里面的人。如果我
们不是这样的人，我们传福音就不会持久。基督活的话
会激励我们前去结果子。
应用：服事者篇
新约的所有信徒都是福音的祭司。召会希望所有
兄弟姊妹都作为福音的祭司尽功用。在此之前，参加主

日聚会的三分之一的人要率先实行作为福音的祭司的
功用。这些人中有许多也是愿意参加祷告聚会，爱主，
事奉主的人。服事者请首先理解“福音和牧养是主给我
们最大的托付”
。
关于福音：
太 28：18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
柄，都赐给我了。
1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将他们浸入父、
子、圣灵的名里
20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无论是什么，都教训他们遵守；
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
可 16：15 祂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
造之物传扬福音。
16 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关于牧养：
约 21:15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
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彼得对祂说，主阿，
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小羊。
16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么？
彼得对祂说，主阿，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
你牧养我的羊。
17 耶稣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么？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么？就忧愁，对耶
稣说，主阿，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
他说，你喂养我的羊。
对于服事者的你来说，福音和牧养必须是你正常
的召会生活,也就是召会生活的架构。你每周都参加主
日聚会、祷告聚会，所以对你来说，那些聚会就是你召
会生活的架构。同样，为了使福音和牧养成为你召会生
活的架构，请每周都实行。和区里的弟兄姊妹配搭，每
周出去传福音,去新人的家里牧养他们。家聚会 15 分
钟或者 20 分钟就足够了。花费 30 分以上的话，慢慢
就不做了。在 20 分钟内，用 10 到 15 分钟和新人一同
读基本的真理材料，将真理构成到他们里面。不用特别
地说明。只用一起读生命课程，初信者成全，牧养材料
96 课（预定今年 8 月末出版。每周单张里高品福音是
摘自牧养材料 96 课）
。
祷告：
“哦主耶稣，你复活之后,无论是在天还是在
地都获得了所有的权柄。并且，你命令信徒的我们要
出去传福音。还有，牧养相信福音得救的新人。福音
和牧养是在新约里给我们的最大的托付和使命。我爱
你,爱人,每周出去传福音。并且，爱新人，为了让他
们成为基督身体的扩增，每周出去，在家聚会中牧养
他们。请赐给你的召会扩增，阿门！
”
Crucial Point③: 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帖前 5：16-18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对你们的旨意。
OL1:我们住在基督里，使祂也住在我们里面，乃是借着
将我们灵里生命之灵的律的『开关打开』
。
OL2:我们住在基督这加能力者里面，使祂在我们里面得
以启动为内里运行的神，就是生命之灵的律，其路乃是
借着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祂里面，完全在

于祂是赐生命的灵在我们的灵里。借着我们灵里
这全备供应、没有限量的灵，我们就有充足的确
据，知道我们与神是一，并且彼此互住。…我们
住在基督这加能力者里面，使祂在我们里面得以
启动为内里运行的神，就是生命之灵的律，其路
乃是借着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我们住在基督里，使祂也住在我们里面，乃是借
着接触我们身外圣经里常时的话，以及我们里面
应时的话，就是那灵。…借着外面写出来的话，
我们有这位奥秘之主的说明、解释和发表；借着
里面活的话，我们经历内住的基督，并享有实际
之主的同在。…我们若住在主常时并写出来的话
里，祂实时并活的话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
在主里面，祂的话也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在祂
里面说话，祂也在我们里面说话，为着将神建造
到人里面，并将人建造到神里面。
谢恩和祷告就如人的两只脚，…只有祷告没有谢
恩不行，光谢恩没有祷告也是不行。因此我们必须祷告
加上谢恩，谢恩带着祷告；…至于哪个先哪个后，都没
有关系；只要两个都有，你走起基督徒生活的路来就很
便利。
灵的活动，就是向主祷告。不必我开口出声，我的
灵自然的在里面会呼吸，会与主交通。有时觉得瘪气，
就需要深呼吸一下，我就呼喊：
『哦，主耶稣！
』虽然无
声无息，却在呼吸，在吸入主自己。我们都应当操练有
这样无声无息，却无间时刻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乃
是要你常常操练灵接触主。
应用：新人及青少年・大学生篇
⑴ 呼求主名：新人的弟兄姊妹和年轻的学生弟兄姊妹，
请操练自己每天呼求主名 50 次以上。呼求主名乃
是最简单的祷告和属灵的呼吸。因为圣经上说
「因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众人同有一
位主，祂对一切呼求祂的人是丰富的。For there
i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Jew and Greek, for
the same Lord is Lord of all and rich to all
who call upon Him;」(罗 10：12)
⑵ 晨晨复兴：每天早晨可以通过 LINE 等与弟兄姊妹
一同祷读主的话，请经历借着接触属灵的话语从内
里被复兴。也请为了朋友和弟兄姊妹祷告。
弗 6：17 …那灵就是神的话；
18 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事上儆醒，
且为众圣徒祈求，
⑶ 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是谢恩：
神要我们过喜乐，祷告，谢恩的生活。这样的生活
对神来说是荣耀，对神的仇敌是羞辱。
⑷ 通过家聚会追求基本的真理并被喂养：
彼前 2：2 像才生的婴孩一样，切慕那纯净的话奶，
叫你们靠此长大，以致得救。
弟兄姊妹很喜乐的去你家里访问，供应基本的真理。
为了家聚会请每周圣别 15～20 分钟的时间。因为
家聚会给你带来真理。
⑸ 参加主日聚会：
林前 11：26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宣告主的
死，直等到祂来。

得救的你有特权参加为了吃喝主，纪念主的主日聚
会。这乃是主命令要实行到主再来。如果能圣别主
日的上午，你就可以在召会中与主一同带着这丰富
的祝福开始新的一周。
祷告：
“哦，主耶稣！我得救了！每天呼求你的
名 50 次以上。每天早晨，祷读你的话得复兴。
请让我过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是谢恩的生
活。为了每周的家聚会打开家，圣别主日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