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华语特会
上是一；②在实行上是一；③在思想上是一；④
#1: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内在并生机的建造
在说话上是一；⑤在素质、⑥外表、⑦彰显上是
Ⅰ.召会内在的素质，为着召会生机的存在:
一｡』
A.召会内在的素质是神圣的生命，不能毁坏的生 Ⅲ.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操练我们的灵，并将我
命，就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分赐到我们里面，并 们的心转向主，好在召会内在素质的实际里，留
且正在分赐到我们里面的；这神圣的生命实际上 在生命的路上，为着召会生机的存在:
就是经过过程，现今正在分赐的三一神:
A.我们必须行在生命的路上，照着灵凭生命树而
1.神圣的生命借着那灵在我们灵里的重生，产生 活，而不行在死亡的路上，照着己凭善恶知识树
了我们；神圣的灵生了人的灵，这二灵调和为一。 而活｡
2.当我们重生时，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作新郎 B.我们留在生命的路上，是借着爱主到极点；相
基督的新妇，使祂得着扩增，正如夏娃是亚当的 信主是接受祂作生命，爱主是享受祂作生命｡
配偶所预表的:
C.我们与主之间的爱系于我们的思想:
a)夏娃出现以前，她是亚当的一条肋骨，是亚当 1.在林后十一章二节，保罗说他曾把我们许配一
的一部分；按照这启示，我们可以说，召会出现 个丈夫，要将我们作为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向
以前，召会就已经是基督的一部分；正如我们肉 祂有正确的爱，以享受祂；然后在三节保罗告诉
身的肢体是我们的一部分，基督的肢体也是基督 我们，我们的心思（直译，思想）可能被败坏，
的一部分。
失去向着基督的单纯和纯洁。
b)正如亚当的肋骨分赐生命到夏娃里面，使她成 2.人思想以下的病状，都拦阻人享受基督作生命:
为亚当的配偶，照样基督永远、神圣、不能毁坏 a)人思想的第一个病状是心思刚硬。
的生命也将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祂 b)人思想的第二个病状是给撒但弄瞎了。
的配偶｡
c)人思想的第三个病状是背叛。
B.基督成为召会内在的素质，乃是借着基督这一 d)人思想的第四个病状是受到败坏。
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释放出神圣的生命，使祂 3.我们应当祷告：“主啊，求你鉴察我的思想，
得着繁增｡
拯救我的思想，使我的思想能单单且全然集中在
C.基督成为召会内在的素质，乃是借着基督在复 你身上”。
活里成为神的长子分赐祂神圣的生命，使神得着 4.我们要享受基督作召会内在的素质，就必须向
众子作基督的许多弟兄｡』
主有火热的爱，在一切事上让祂居首位｡
D.基督的许多弟兄是接枝到祂这宇宙中真葡萄 D.愿我们持续不断接受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在生
树里的许多枝子，多结果子，使祂得以在扩展中 命的流里享受基督作生命树，好使我们留在生命
扩大，叫他们成为彰显三一神的生机体；当葡萄 的路上，就是在生命的线上，并且有生命的维持，
树的枝子得着赐生命的灵作基督生命汁液充足 好凭着生命的长大为着神在生命里的建造；这是
的供应时，就结出果子，这乃是内里生命供应的 为着使我们留在召会内在的素质里，为着召会生
涌溢｡
机的存在｡
E.这三一神的生机体乃是基督生机的身体，由祂
许多的弟兄，就是祂生机身体的许多肢体所构成｡
Ⅱ.我们需要看见并经历召会生机的存在:
A.召会存在于宇宙中，乃是神唯一的宇宙召会，
使神得着宇宙的彰显，就是神的丰满｡
B.召会分布于地上许多地方，成为许多地方召会，
作祂在地方上的彰显:
1.在林前十二章二十八节，保罗将使徒（宇宙的）、
申言者与教师（既是宇宙的，也是地方的）、以
及执事和长老（地方的）都摆在一起；这意思是
说，本节中“召会”一辞含示宇宙召会，以及众
地方召会。
2.在神的眼中，宇宙召会与众地方召会就是“召
会”；那经过过程，现今正在分赐的三一神是独
一的，祂就是召会的素质；所以，这个召会在宇
宙一面和地方一面，乃是一个召会。
C.当我们回到召会内在的素质为着召会生机的
存在，我们就不会错误地教导众地方召会可以彼
此不同；众召会乃是经过过程并分赐之三一神独
一的一个生机体。
D.按照圣经，我们实行上有七重的一：①在教训

CP1: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旧的我，乃是基督在新
应用:新人、青少年・大学生篇
的我里面活着。这是神经纶的核心
你信而受浸的时候，就得救了，由神的生命
OL1:召会内在的素质乃是产生召会的神圣生命。 所生。因这生命，你成了神的儿女，基督的弟兄，
约一1:2 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 神家族的成员，基督身体的肢体。
现在又作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
你有神永远的生命，在主里夸口祷告：“哈
永远的生命传与你们。
利路亚！我有神永远的生命，有神圣的生命。我
5:1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凡爱那生 不是因为家境好，不是从堕落人的肉体的意思，
他的，也爱从祂生的。
也不是从人的意思，而是从神而生的。”
因为祂是分赐的神，所以祂能重生我们，而
接下来你有责任，每天享受这生命，让生命
这重生我们的生命乃是神圣的生命。…神圣的生 长大。①晨晨复兴，祷读主话②在祷告中和主交
命就是分赐的神，祂是召会的素质。…我们基督 通③向弟兄姊妹敞开，有亲密的交通④参加主日
徒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有相同的素质。不论我们 聚会⑤将旧人钉十字架，让基督活在里面。加拉
是美国人、欧洲人、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 太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
白人、黑人、黄种人、棕色人种或是红种人，只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
要我们是真基督徒，我们里面就有爱的素质。当 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
我们从这内在的素质转开，去摸别的事物，我们 祂联结所活的，祂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①〜
就开始彼此相争。…要解决基督徒之间的难处， ④是外面实际上的实行。⑤是神经纶的内在核心。
我们必须来到召会内在的事上：第一，内在的素 无论你做什么，都要达到“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质；第二，内在的生长；第三，内在的建造；第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一内在的经历。这是
四，内在的交通。
神新约经纶的焦点。这样的话，就能长到元首基
召会内在的素质，乃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所 督里面，作为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尽功用。
分赐，并且如今正在分赐到我们里面的神圣生命。 弟兄的见证:我在得救前还是中高生的时候，我
神圣的生命借着那灵在我们灵里的重生，产生了 因自己精神上软弱而烦恼。现在来看，是撒但攻
我们。神圣的灵生了人的灵。何等奇妙！
击我神经质的性格，威胁我，使我烦恼，软弱。
OL2:当我们重生时，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作新 进入大学得救之后，合气道大会（不是比赛是演
郎基督的新妇，使祂得着扩增，正如夏娃是亚当 武）的时候，我去洗手间做了如下祷告：“哦主
的配偶所预表的。
耶稣，我是容易紧张的性格。一直以来我反复练
创2:22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 习，可是一来真的就总是失败，逃避。但是现在，
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
你在我里面活着，我觉得你不会紧张。如果你不
约翰1:12 凡接受祂的，就是信入祂名的人，祂就 紧张的话，有你内住在我里面，我应该也不会紧
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
张。主啊，我是认真的。请你在我里面，和我做
13 这等人不是从血生的，不是从肉体的意思生 一切事情。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
的，也不是从人的意思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里面活着。”这样祷告之后，每一次都和旧的我
3:29-30 娶新妇的，就是新郎。…祂必扩增，我 不一样，从紧张、焦虑、不安中脱离出来，成为
必须衰减。
了能够集中精力的全新的我。之后我注意到，我
当我们重生时，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作新 是在主观地经历“基督的内住”这一神经纶的内
郎基督的新妇，使祂得着扩增，正如夏娃是亚当 在核心。有了这样主观的经历之后，在聚会讲话，
的配偶所预表的。重生使信徒成为神的儿女。
传福音上得到了加强。
就个人而言，我们是神的儿女；但就团体而 祷告:哦主耶稣，从信主接受主的时候开始，神圣
言，我们是一个实体，就是基督的新妇。在约翰 的生命就住在我里面。现在，我有责任每天享受
三章头一部分，主耶稣说到重生的事。后来在同 这生命，让生命长大。因此我要①祷读主话，晨
一章，施浸者约翰说到重生之人的集大成乃是基 晨复兴。②在祷告中和主交通③向弟兄姊妹敞开
督的一个新妇。…当主耶稣受死时，祂没有留在 交通④参加主日聚会⑤将旧人钉十字架，配合主，
死里，祂复活了。祂在复活里，带同许多蒙拯救 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愿活出内住的基督。阿们！
的人，并产生他们，使他们成为祂的各部分。当
所有这些部分摆在一起，他们就成了新妇，作基
督的配偶。

CP2:住在基督这真葡萄树里，接受神圣的供
应，彼此相爱，结常存的果子
OL1:基督的许多弟兄是接枝到祂这宇宙中真葡
萄树里的许多枝子，多结果子，使祂得以在扩展
中扩大，叫他们成为彰显三一神的生机体；当葡
萄树的枝子得着赐生命的灵作基督生命汁液充
足的供应时，就结出果子，这乃是内里生命供应
的涌溢。
约15:1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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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2: 这三一神的生机体乃是基督生机的身体，由
祂许多的弟兄，就是祂生机身体的许多肢体所构
成｡
OL3: 我们需要看见并经历召会生机的存在。召会
存在于宇宙中，乃是神唯一的宇宙召会，使神得
着宇宙的彰显，就是神的丰满。召会分布于地上
许多地方，成为许多地方召会，作祂在地方上
的彰显。
OL4: 在林前十二章二十八节，保罗将使徒（宇宙
的）、申言者与教师（既是宇宙的，也是地方的）、
以及执事和长老（地方的）都摆在一起；这意思
是说，本节中“召会”一辞含示宇宙召会，以及
众地方召会。
林前12:28 神在召会中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
第二是申言者，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
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的，治理的，说各种
方言的。
OL5: 在神的眼中，宇宙召会与众地方召会就是
“召会（the church）”；那经过过程，现今正
在分赐的三一神是独一的，祂就是召会的素质；
所以，这个召会在宇宙一面和地方一面，乃是一
个召会。当我们回到召会内在的素质为着召会生
机的存在，我们就不会错误地教导众地方召会可
以彼此不同；众召会乃是经过过程并分赐之三一
神独一的一个生机体。
OL6: 按照圣经，我们实行上有七重的一：①在教
训上是一；②在实行上是一；③在思想上是一；
④在说话上是一；并且⑤在素质、⑥外表和⑦彰
显上是一。
弗4:3 以和平的联索，竭力保守那灵的一：
4 一个身体和一位灵，正如你们蒙召，也是在一
个盼望中蒙召的；
5 一主，一信，一浸；
6 一位众人的神与父，…

应用:在职・硕士篇
要认识你是被接枝到基督这真葡萄树的枝子。
约翰 15 章的重点、①葡萄树和枝子的异象、②枝
子需要住在葡萄树里、③枝子间彼此相爱、④结
果子并使果子常存。
约 15:1 我是真葡萄树、FN 真葡萄树这棵真葡萄
树(子)及其枝子(子里的众信徒)，就是子和子里
的众信徒，是神经纶中三一神的生机体，因神的
丰富而长大，并彰显祂神圣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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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我们
原是野枝，因信得接枝于基督。在此祂说祂“立”
了我们，甚合接枝之意。前去结果子如此前去所
结出的果子，不能是结果子者在品格上的美德，
如加五 22～23 所说，那灵在信徒生活中所结的
果子，而是由结果子者所产生的信徒。我们在主
里所产生的信徒，才是基督具体的扩增。十四章
我父的家，本章的真葡萄树，与基督的扩增有关。
要果子常存我们出去在主里产生了信徒，要接着
照顾他们最上的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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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我将这些事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这就是在主的生命，神圣的生命里，在
主的爱，并祂结果子的使命里彼此相爱。生命是
源头，爱是情形，结果子是目标。
在职和研究人员应在主里殷勤工作，并在工
作中担当主的见证。不仅如此，你还应定期出去
传福音，带人得救，在家聚会里喂养新人，结常
存的果子。
另外，为了持守基督的宇宙身体的一，世界
各地的弟兄姊妹们一起有份与相同的晨兴圣言，
吃同样的东西，说同样的话。并且为了基督身体
的实际众召会（特别是相邻的召会）应相调在一
起。当然，在神户召会的六个区之间也需要相调。
祷告: 哦主耶稣，我是接枝到基督这真葡萄树的
枝子。枝子住在葡萄树中，接受并享受丰富的营
养，彼此相爱。在上班或研究中在主里殷勤工作
成为见证。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定期出去传福
音，带人得救，在家聚会里喂养新人，并结常存
的果子。这是葡萄树的枝子的目标。即使我忙于
工作，我也必须结常存的果子！

CP3:将你的心转向主，医治你内心的顽固、从
应用:服事者篇
黑暗而来的遮蔽、叛逆、腐败的四种疾病，单
你需要从心思中顽固、黑暗而来的遮蔽、叛
纯的爱主
逆、腐败的病中得着医治。你心思中的病若是能
OL1: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操练我们的灵，并将我 够得着医治，你作为一个在职者、作为一个学生、
们的心转向主，好在召会内在素质的实际里，留 作为一个主妇、或是作为一个服事者，就能够长
在生命的路上，为着召会生机的存在。
大许多。
林后11:2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们，因为我曾把
在国际商业上来说，日本人的殷勤是受好评
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 的，但反过来说日本人的顽固和没有办法接受新
督。
事物的性质被视为一个问题。
3 我只怕你们的心思或被败坏，失去那向着基督
例如，日本的劳动生产率是从1990～1997年
的单纯和纯洁，就像蛇用诡诈诱骗了夏娃一样。 是非常优秀的。但在那之后，从运用IT技术而带
童女完全是爱的问题。我们对主要享受得正 来劳动生产率极具改善的时代中，今年在先进国
确，就必须对祂有正确的爱；这爱一出事就完了。 中是最低的。日本是擅长在现场的改善，但自从
正如一个妻子对丈夫若没有爱，或是爱得不正确， 进到IT的时代以后，在对应的事上和其他国家比
不论这个妻子多聪明、多有才干，她和丈夫之间 起来是非常缓慢。这是因为日本人在接受新事物
的正常关系就失去了。
上非常困难，不喜欢变化，尊重传统的民族性的
OL2:人思想的第一个病状是心思刚硬、第二个病 原因。说日语的圣徒们，我们需要认识我们自己
状是给撒但弄瞎了、第三个病状是背叛、第四个 的旧人是顽固的，有固有观念和偏见，不容易接
病状是受到败坏。我们应当祷告：“主啊，求你 受变化。在这之上，要操练运用灵，将心思打开，
鉴察我的思想，拯救我的思想，使我的思想能单 将心思置于灵里，承认自己的缺点，与主交通。
单且全然集中在你身上”。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可能无法在神圣的分赐下
林后10:4 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肉体的，乃 心思被更新。
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倒坚固的营垒，
撒但会将黑暗的思想注入到人的思想里。例
5 将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 如，对于你的配偶或服事的同伴，撒但会将讨厌
都攻倒了，又将各样的思想掳来，使它顺从基督， 对方的思想注入到你的心思里。你越想这些事就
在爱的这点上，我们需要儆醒。…我们与主 会变得越黑暗，变得讨厌对方，憎恨对方。你需
之间的爱…完全是系在思想上。…夫妻的爱也是 要取用基督救恩的头盔，拒绝这些撒但的注入。
系在正确的思想上。若是妻子对丈夫在思想上出 接着，将心思置于灵里祷告，“哦主啊，为着配
了问题，那就严重了。你的思想受到败坏，你的 偶感谢主。为着服事的同伴感谢主，他们是帮助
思想受了朋友的引诱，或是受了亲友的影响，结 我的可爱的圣徒。我不只是拒绝撒但一部分的提
果你在丈夫身上的爱就会出问题。…因为爱是很 案，所有的都要拒绝。撒但的提案连检讨的价值
嫩、很细的一种感觉。
都没有。撒但，退去！阿们！”。这样的话，你
照哥林多后书这卷书来看，人思想的第一个 就会发现神非常美好的安排。
病状就是刚硬。…一个人在主之外想一个什么东
在林后十章是说到心思被破坏，在十一章是
西，而这个东西是牢不可破的，就叫思想刚硬了。 启示说到带着单纯的心爱主。这是说你心思中的
思想一刚硬，就有了帕子，叫他无法认识主。
四个疾病被医治的话，你的心思就会变得健康，
人思想的第二个病状，就是给撒但弄瞎了。 单纯的爱主，爱配偶，爱属灵同伴的意思。为着
人的思想就象眼睛一样，无论什么东西要通到人 情感能够正常的尽功用，心思需要正常的尽功用。
里面，都得经过他的思想，就好象物质的景象需 你要将这个原则应用到婚姻生活，在职生活，召
要透过眼睛一样。…你的思想若是给撒但弄瞎了， 会生活。
在你的思想上就有了撒但的遮蔽。这个遮蔽比刚 祷告：哦，主耶稣，为着能够带着单纯和纯洁来
硬更难办。
爱你，我心思中四个病需要得着医治。主啊，医
罗马八章六节说，要把你的心思置于
治我心思中的顽固，和从黑暗而来的遮蔽、叛逆、
灵。…你的思想要蒙拯救，你的思想要调转，
腐败。特别是日本人的顽固，固有观念和偏见太
你的思想要集中，你的思想要纯洁，你的思想
强，很难接受新的事物。若是能够脱离从这个顽
要炼净，你的思想要纳入正轨。
固和帕子而来的固有观念和偏见的话，就能够正
确的评价神经纶的真理，生命的供应，建造和召
会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