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认识并经历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作美
地—我们所分得的分(感恩节特別聚会) 2020/1/20-26 
Overview：新约的信徒们所分得的分，不是物质得
美地，乃是作为属灵的美地的赐生命的灵的包罗万
有的基督(Ⅰ)。美地乃是流奶与蜜之地。主桌子的
表记之物的意思。主桌子表征基督救赎的一面(动物
生命) 和生产的一面(植物生命)、这是为了神对全
人类的救赎。为了对作为美地的包罗万有之基督的
享受、我们必须要在光(＝神、神的话、基督、基督
的生命、信徒、召会)中(Ⅱ)。我们既在那作我们活
的土地之基督里面已经生根，就能在祂里面行事为
人，并且吸收祂作我们丰富的土壤，使我们能凭着
从这土壤所吸收的元素而长大。当我们花时间吸取
祂，我们就以神在我们里面的增长而长大，为着建
造基督的身体。(Ⅲ)                    
Ⅰ．基督作居首位和包罗万有者，乃是众圣徒所分
得的分： 
西1:12 感谢父，叫你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给
众圣徒的分。 
Ａ．“所分得的分”是指业分，如以色列人分得迦
南美地之分，作他们的产业。 
Ｂ．新约信徒所分得的分，不是物质的土地，乃是
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 
西 2:6-７ 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稣，在
祂里面已经生根，并正被建造，…就要在祂里面行
事为人。 
１．美地的丰富预表基督那追测不尽之丰富的不同
方面，在祂的灵里作祂信徒全备的供应。 
2．在基督里的信徒享受那地的丰富，借此被建造成
为祂的身体，作神的家与神的国。              月 
Ⅱ．神呼召的目的，是要将神所拣选的人带进对流
奶与蜜的美地所预表包罗万有、延展无限之基督的
享受里： 
出3:8 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从
那地出来，上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 
Ａ．奶和蜜是动物生命与植物生命的调和，是基督
生命的两面—救赎的一面和生产的一面： 
１．基督的生命救赎这一面是为着我们法理的救赎，
基督的生命生产这一面是为着我们生机的拯救。 
２．主桌子的表记之物，表征基督的生命救赎与生
产这两面，为着神完整的救恩；因此，美地成了给
我们享受的桌子，筵席。 
Ｂ．我们必须“在光中”，好在包罗万有之基督救
赎与生产这两面享受祂作美地： 
西 1:12 感谢父，叫你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给
众圣徒的分。 
１．神是光。 
２．神的话是光。 
３．基督是光。 
４．基督的生命是光。 
５．信徒是光。 
６．召会是灯台发光照耀。         火 
Ｃ．我们必须吃神的话，好在包罗万有之基督救赎
与生产这两面享受祂作美地；神的话是奶给我们喝，

是蜜给我们吃。 
约6:57 …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63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彼前二2 …切慕那纯净的话奶，叫你们靠此长大，
以致得救。 
詩119:103 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
比蜜更甜！ 
Ｄ．我们借着享受基督作流奶与蜜之地，就被祂这
奶与蜜所构成—“我新妇，你的嘴唇滴下新蜜；你
的舌下有蜜有奶”： 
１．蜜是叫衰颓的人能够得着苏醒的，奶是为着喂
养新蒙恩的人。 
２．寻求者里面所蕴藏的是这样的丰富，好象食物
在舌下，可以随时将基督的丰富分给需要的人。 
３．这一种甘甜，并非在短时间内就可以产生的，
乃是经过长时间的采集，经过里面的运动，并且谨
慎地收藏，才有的。                   水 
Ⅲ．我们既在那作我们活的土地之基督里面已经生
根，就能在祂里面行事为人，并且吸收祂作我们丰
富的土壤，使我们能凭着从这土壤所吸收的元素而
长大： 
西2:6-7 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稣，在祂
里面已经生根，并正被建造，…就要在祂里面行事
为人。 
Ａ．歌罗西二章八至十五节，对基督是土壤有完满
的描述和说明，在这土壤中我们一无所缺；当我们
花时间吸取祂这包罗万有的土地时，这几节经文里
的事实就成为我们的经历： 
西2:9-10 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
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祂里面也得了丰满。祂是一
切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１．基督这土壤，乃是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
地居住在祂里面的那一位： 
ａ．“丰满”不是指神的丰富，乃是指神丰富的彰
显；那居住在基督里的，不仅是神格的丰富，更是
神所是之丰富的彰显。 
ｂ．当我们生根在基督这土壤里，我们就在祂里面
得了丰满；我们被一切神圣的丰富所充满，成为祂
的彰显。 
ｃ．在作土壤的基督里，我们都被充满、得完备、
被成全、得满足并彻底得着供应；我们一无所缺。 
ｄ．基督这土壤，乃是神的历史与奥秘，包含祂身
位和所经过过程的一切丰富。 
２．作土壤的基督，乃是一切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木 
３．在作土壤的基督里，有杀死的能力，将肉体治
死。 
４．在作土壤的基督里，有一种元素使我们被埋葬。
５．在作土壤的基督里，有一种元素使我们复活。
６．在作土壤的基督里，有一种元素使我们得生命。
７．在作土壤的基督里，就涂抹了规条上所写的字
据。 
西二12 ～ 14 在受浸中与祂一同埋葬，也在受浸
中，借着那叫祂从死人中复活之神所运行的信心，



与祂一同复活。…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叫你
们一同与基督活过来；涂抹了规条上所写，攻击我
们…的字据，并且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     金 
８．在作土壤的基督里，就胜过空中的邪灵。 
西2:15 既将执政的和掌权的脱下，神就把他们公
然示众，仗着十字架在凯旋中向他们夸胜。 
Ｂ．我们必须花时间享受主这包罗一切的土地，使
基督这丰富土壤的一切元素，都能被吸收到我们里
面，好叫我们在经历中，在祂里面得了丰满： 
１．我们若要吸取作土壤之基督的丰富，就需要细
嫩、新长的根。 
２．我们需要忘掉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光景、我们
的失败以及我们的软弱，单单花时间吸取主；当我
们花时间吸取祂，我们就以神在我们里面的增长而
长大，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 
西二7 在祂里面已经生根，并正被建造，且照着你
们所受的教导，在信心上得以坚固，洋溢着感谢，
就要在祂里面行事为人。                   土 

Crucial Point⑴: 
享受在光中所分得的分之包罗万有的基督 

OL1: “所分得的分”是指业分，如以色列人分得迦
南美地之分，作他们的产业。 
OL2: 我们必须“在光中”，好在包罗万有之基督救
赎与生产这两面享受祂作美地： 
⑴神是光、⑵神的话是光、⑶基督是光、⑷基督的
生命是光、⑸信徒是光、⑹召会是灯台发光照耀。 
西 1:12 感谢父，叫你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给
众圣徒的分； 

我们的分之基督，是让我们在光中享受祂。在
约八 12，主耶稣说，祂是世界的光，跟从祂的，就
绝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但我们若不
跟从祂这光，我们就要在黑暗里。 

约壹一 5 说，神就是光。唯有祂是光的源头。
神的话、基督、基督的生命、信徒和召会都能够是
光，因为有神作其源头。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
五节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
一百三十节说，神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神
的话是光，因为神的话包含了神。……圣经的源头
是神，而神就是光。所以，圣经的话乃是光的照耀。 

应用：青职・大学院生篇 
作为青职或是大学院生的你，要认识到作为美

地被予表的包罗万有之基督是你的分。你必须要感
谢神，为了让你享受基督而所分得的这个极好的美
地。 

为了享受这个分，你需要在光中。神是光。并
且基督、基督的生命、神的话语、信徒、召会也是
光。所以为了让你在光中，请呼求主名，读主的话
语，与主交通，与弟兄姊妹们交通，参加主日聚会
和祷告聚会等等。这样你就能留在光中。 

世人为了得到光，参加自我启迪的研讨会（因
为好的研讨要持续参加，所以通常参加费非常昂贵），
为了维持优秀的人脉关系，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
这些虽然有帮助，但不是光。哈利路亚！召会生活
是满了与光的神、神之话语、基督、基督的生命、

信徒、作为基督身体的召会的接触。请让主进一步
打开你的视野，赐予你智慧和启示的灵，消除你的
固有观念，让你发现充满了光的召会生活的卓越性！
一旦你停留在这光之中，在现实生活中（学生生活、
在职生活等）就能经历基督的丰富。也就是说，你
的智慧、能力、推动力、洞察力、耐力、归纳能力、
与人协调能力等你所必要的一切都可以在在主里经
历到。为此秘诀就是你要过召会生活，停留在这光
之中。 
弟兄的见证：在我转职的事情上面，召会生活满溢
着光，帮助我走上正确的道路。我在世界最大规模
的美资消费品及非处方药公司的日本法人公司工作
时，美国总公司突然决定将收益最高的医药品事业
部卖掉。在此之前，公司因为积极录用有医药品事
业经验的人，调整了运营方针。医药品事业部的人
们非常困惑，被迫进行人事调动或者转职到消费品
事业部。我的一些前辈在医药品领域拥有广泛的人
脉，他们向我介绍了各种各样的转职的好机会。但
我最终没有依赖他们，而是通过祷告和弟兄姊妹的
交通，在主的带领下，转职到神户的一家美资医药
品医疗机器制造商。以前的同事们称赞我，说我是
在这次事件里转职最成功并得到祝福的。感谢主。
这次转职无论是在收入方面，还是在之后的职业生
涯形成方面，对我来说都是最好的一步。当时在召
会生活中，弟兄姊妹没有一人拥有医药品及医疗器
械方面的工作经验，因此乍一看可能和弟兄姊妹的
交通和祷告并没有多大用处。尽管如此，召会生活
中主的带领，远胜过依赖商务上的人脉。 
祷告：“哦主耶稣，召会生活里洋溢着光的神、神的
话语、基督、基督的生命、弟兄姊妹、基督的身体
的实际。哈利路亚！我为了有份与这包罗万有的基
督，首先要在光之中，留在召会生活里面。把自己
的一生奉献给主。我希望我的一生，都能够在光里
和弟兄姊妹一起，不断地经历这作我们所分得的分
的包罗万有的基督。” 

Crucial Poinｔ⑵:在舌下收藏奶和蜜， 
把基督的丰富分配给软弱和年幼的人 

OL1:神呼召的目的，是要将神所拣选的人带进对流
奶与蜜的美地所预表包罗万有、延展无限之基督的
享受里。 
OL2:奶和蜜是动物生命与植物生命的调和，是基督
生命的两面—救赎的一面和生产的一面。 
OL3:主桌子的表记之物，表征基督的生命救赎与生
产这两面，为着神完整的救恩；因此，美地成了给
我们享受的桌子，筵席。 
OL4:蜜是叫衰颓的人能够得着苏醒的，奶是为着喂
养新蒙恩的人。寻求者里面所蕴藏的是这样的丰富，
好像食物在舌下，可以随时将基督的丰富分给需要
的人。 
OL5:这一种甘甜，并非在短时间内就可以产生的，
乃是经过长时间的采集，经过里面的运动，并且谨
慎的收藏，才有的。 

雅歌 4：11 说到：“我新妇，你的嘴唇滴下新
蜜；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同利巴嫩



的香气”。…一切人世的、天然的香品，没有一样
是赶得上女子身上膏油的香气的。这就自然能够叫
她嘴唇能以滴蜜。蜜，是甜美的，是叫衰颓的人能
够得着苏醒的。但是这一种甘甜，并非在短时间内
就可以产生的，乃是经过长时间的采集，经过里面
的活动，并且谨慎的收藏，才有的。这是一个常在
神面前受教的人所独有的。所以，从这女子口中所
发出来的，并非闲话、笑话、冒失的话，乃是甘甜、
使人苏醒的话。她的话语并非像山洪暴发的往外倾
泻，乃是一滴一滴地像蜂房的滴蜜。这是一种最慢
的滴。有的人，他们必须说话，他们说话像溪水奔
流一样。就是他们所说的是关系属灵的事，但他们
那一种说法就已经够显明，他们是没有经过恩典更
深的工作的。这里不只注意到她的嘴唇如何慢慢地
滴出甘甜的蜜来，这里也注意到她里面所收藏的是
什么。所以说“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的舌下有
蜜有奶”。舌上，是人咽食物的地方；舌下，是人
藏食物的地方。意即她里面收藏了这些东西，里面
是丰丰富富地有这些东西。这可见她自己的粮食是
有余的。蜜是为着复兴软弱的人，奶是为着喂养幼
稚的人。她里面所蕴藏的是这样的丰富，好像食物
在舌下可以随时分给需要的人。 

应用：服事者篇 
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这表明美地在动物生命

和植物生命中是丰富的。蜂蜜是由蜜蜂收集花蜜制
成的。奶是奶牛吃草出来的。所以奶和蜜是动物生
命和植物生命的调和。 

每周主日的主的桌子象征着基督生命救赎的一
面(动物的生命)和生产的一面(植物的生命)，这是
为着神的完整救恩。这就是为什么美地成为我们享
受的桌子和宴席。请你将每周的主日分别为圣，并
有分于主的桌子。继续这种实行是你一生继续享受
包罗万有的基督所不可或缺的。  

此外，你作为服事者需要收藏奶和蜜。追求主
的人在舌下收藏奶和蜜，这是为了用你的舌头说神
的话，根据软弱和年幼的人的需要，把基督分赐给
他们。为此，你需要花时间认识，经历和收藏基督
的丰富。李兄弟建议，特别是在召会中带头服事的
人每天花30分钟，追求带注解的恢复版圣经，生命
读经和属灵书报。美国水流职事站(英文书籍)，台
湾福音书房(中文书籍)，日本福音书房(日语书籍)
出版的书籍极其丰富。如果你没有花大量的时间，
并继续追求很长一段时间的话，是无法读完和消化
的。 
弟兄的见证：在我和姊妹结婚之前，受浸了。结婚
后，我和姊妹一起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在那之前，
在召会的聚会听的话也不能很好地理解，不过，因
为就近圣经，就变得能理解信息和兄弟姐妹的见证。
读时不知道的地方可以通过阅读注解来理解。新约
圣经有很多来自旧约的引用，所以如果不读旧约，
就不能很好地理解。读一遍新旧约是很有益处的。 
祷告：“哦主耶稣，我每天早上不只是祷告、读‘晨
兴圣言’，而且还按照召会的进度来读圣经。并且
要读一本职事的书报，在舌下收藏蜂蜜和奶。这是

为了根据软弱和年幼的人的需要供应给他们。愿我
能依靠耶和华的恩典，忠信地又细心地收藏。阿们！” 
Crucial Point⑶:和主有亲密的交通，有根并有

份于土壤的八个主要的营养元素 
OL1:我们既在那作我们活的土地之基督里面已经
生根，就能在祂里面行事为人，并且吸收祂作我们
丰富的土壤，使我们能凭着从这土壤所吸收的元素
而长大。西2:6-7 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
稣，在祂里面已经生根， 
OL2: 基督这土壤、⑴乃是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
体地居住在祂里面的那一位、⑵乃是一切执政掌权
者的元首。 
在作土壤的基督里、⑶有杀死的能力，将肉体治死、
⑷有一种元素使我们被埋葬、⑸有一种元素使我们
复活、⑹有一种元素使我们得生命、⑺就涂抹了规
条上所写的字据、⑻就胜过空中的邪灵。 

我们若要吸取作为土壤之基督的丰富，就需要
有细嫩的新根。不要让自己老化了，乃要天天新鲜
而更新。要向主祷告：“主，我要让我的奉献是新
鲜的，我要重新向你敞开。我要我的根是细嫩的，
好吸取你的丰富。主，不要让我的根老化。”…这
就是天天、时时主观地享受基督并经历祂。你若看
见我们在基督这丰富的土壤里生根，就会得着安慰
和鼓励。…在这土壤里，你岂不是有丰满、割礼、
埋葬、复活、生命的分赐、规条的涂抹和黑暗权势
的脱下么？忘掉你的环境、你的光景、你的失败以
及你的软弱，单单花时间享受主。要花时间吸取祂，
从祂这土壤里吸收丰富的元素。倘若你花时间吸取
主，你就能见证，你在基督里一无所缺。倘若你早
晨花半小时吸取主、享受主，你在一天当中，就不
会受到反面事物的搅扰。“苍蝇”和“蝎子”不会
来烦扰你，因为土壤里的元素会驱逐它们。 

应用：新人以及青少年・大学生篇 
晨晨复兴:各位新人或学生，请你们实行“晨晨复兴”。 
晨晨复兴是说，在早晨新开始的时候，要常常接触
新鲜的主，被祂滋润、复兴。为此，请和弟兄姊妹
们一起圣别每天早晨的10～20分时间，呼求主名、
祷读主话，读信息的一部分，用其中的内容祷告，
并互相代祷。这个实行，会成为你基督徒生活的基
础。以晨晨复兴为基础，你能够在主里，发展你的
基督徒生活、召会生活、学校生活、在职生活。 
有根、从基督这土壤里吸收养分:在和弟兄姊妹们的
团体晨兴以外，你每天早晨要有和主的个人的、亲
密的交通。这是“晨晨复兴”的个人一面，是为了
让你有根。植物从土壤里吸收养分不是通过大的粗
的根，而是从根的表面出来的柔软的毛细根。没有
毛细根，实际上就不能吸收土壤中和水混合在一起
的营养成分。毛细根几天到几周内就会枯死。换句
话说，以前的毛细根经历不会成为今天的毛细根。
每天早晨请生长出新鲜的毛细根。 
土壤中的八个主要的营养成分: 
⑴神格一切的丰满、⑵一切执政掌权者的元首、⑶
将肉体治死的元素、⑷埋葬的元素、⑸使我们复活
的元素、⑹使我们得生命的元素、⑺涂抹了规条上



所写的字据的元素、⑻对空中的邪灵的胜利是这土
壤中的主要营养成分。但是，如果你在经历上如果
没有毛细根，基督里的这八个营养元素就无法成为
你的东西。为要实行有毛细根的基督徒生活，你要
用主的话和主进行个人的、亲密的交通。 

比如，当来自你肉体的淫乱、污秽、忌恨、争
竞、恼怒涌出来的时候，请你和主进行个人的交通、
被主光照、向主认罪。那样，你就有根并有份于治
死肉体的元素。 
加5:19 肉体的行为，都是明显的，就是淫乱、污秽、
邪荡，20 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
私图好争、分立、宗派、21 嫉妒、醉酒、荒宴以及
类似的事；关于这些事，我现在事先告诉你们，正
如我先前说过的：行这样事的人，必不得承受神的
国。 
祷告:“哦主耶稣，为了和主亲密的交通，我要和弟
兄姊妹们实行团体的“晨晨复兴”。之后，我还需
要用主的话，和主有个人的亲密的交通。这是“晨
晨复兴”个人的一面。通过这种个人的、亲密的交
通，我可以有毛细根去吸收养分。当有忌恨和恼怒
从我肉体里涌出来时，我能够和主交通，认自己的
罪，有份于治死肉体的元素，内里得到正确的调整。
阿门！”  
为了和主个人交通的诗歌(不是擘饼聚会的诗歌) 
补305 主耶稣，你美丽夺了我心（英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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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301 耶稣！我爱你（英1154） 
1. 耶稣！我爱你，你爱来吸引，使我渴慕亲近你，

快跑跟随你。使我渴慕亲近你，快跑跟随你。 
你是我良人，哦，全然美丽可爱，我心朝夕依依恋恋的。 
你是我良人，哦，全然美丽可爱，我心中所依依恋恋的。 

2. 你爱，主耶稣，比酒更甜美，你膏油所发香气，
使我心欢喜。你膏油所发香气，使我心欢喜。 
你是园中泉，你又是活水的井，流自利巴嫩山的溪涧。 
你是园中泉，你又是活水的井，流自利巴嫩山的溪涧。 

3. 来吧，我良人，同到园子里，使其中各种香气，
发出并漫溢。使其中各种香气，发出并漫溢。 
“我新妇妹子，我到了我的园子，尽情享受酒奶和蜂蜜。 
我新妇妹子，我到了我的园子，尽情享受酒奶和蜂蜜。” 

4. 把我，主耶稣，铭刻你心上，嫉恨残忍如阴间，
爱如死坚强。嫉恨残忍如阴间，爱如死坚强。众
水不能灭，大水也不能淹没，你的爱情无何能替换。 
众水不能灭，大水也不能淹没，你的爱情无何能替换。 

本周话题:在文化里不可能有，没有国籍、种族、
阶级区别的一个新人的实行 

前天，“英国王室哈里王子和梅根王妃从高级
王室退任”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我们完全没有打
算将这件事当作流言蜚语）。根据报道，在这个问
题的背后，似乎梅根王妃的母亲是美国黑人这件事，
对传统的王室来说被认为不好。还有，日本政府副
首相发言说，“日本是2000年以来，在一个民族、
一个语言、一个地方、一个王朝之下存在的世界唯
一的国家。”（受到批判之后撤回了）。他很引以
为豪地说的。 

要改变人的文化观念、先入为主的观念、高傲
是极其困难的。年岁越久，越变得像岩石一样坚
硬。很多时候，因为人的观念很硬，所以变得无法
应对变化。这样去看，“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
更新（弗4：23）”，对基督徒来说是何等的宝
贵！旧人会变得越来越旧。但是，我们基督徒借着
将心思置于灵里，心思就能够得以更新。从文化自
豪而来的间隔和敌意冒出来的时候，要和主交通，
认罪，进入到基督里。哈利路亚！将心思置于灵
里，长到基督里，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在教会、
一个新人里，没有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黑
人、白人。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