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主的恢复—建造锡安
弗4:23 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
纲目11/21-27
弗5:26-27 好圣化召会，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洁
I锡安，大卫王的城，是耶路撒冷城的中心，就 净召会，祂好献给自己，作荣耀的召会，没有
是那作神在地上居所的殿建造的所在:
斑点、皱纹、或任何这类的病，好使她成为圣
诗125:1 信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远存 别、没有瑕疵。
在，总不动摇。
III得胜者享受基督这成为肉体的三一神（就是
A耶路撒冷预表召会，锡安预表召会中的得胜者: 神人）；得胜者也是那些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
1锡安乃是耶路撒冷的高峰，就是圣城的美丽。
人——“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
诗48:2 …锡安山，是大君王的城，居高华美， 这人便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
为全地所喜悦。50:2 从全美的锡安，神已经发 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这谷。他们
光了。
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锡安朝见神”（诗
2锡安作为圣城耶路撒冷的高峰和美丽，预表得 84:5-7）:
胜者是召会的高峰、中心、拔高、加强、丰富、 A剥夺与流泪，结果带进对神殿之可爱和甜美的
美丽和实际。
享受。
3锡安山完全向主敞开，绝对被主据有。
B我们流泪时，就被那灵充满，那灵也就成为我
B得胜者作为锡安，乃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并且 们的泉源和秋雨；想往锡安大道，表征我们想
终极完成众地方召会中身体的建造，带进永世 要进入作为神殿的召会里，其中有两座坛，表
里终极完成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作神居所 征成为肉体之三一神，就是基督作神的具体化
之终极的至圣所。
身，为着祂的扩增所完成的主要工作。
C召会生活乃是今日的耶路撒冷；在召会生活里 C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启示，我们住在神家里所
必须有一班得胜者作今日的锡安。
蒙的福，乃是享受成为肉体并终极完成的三一
II我们必须领悟主的恢复是什么；主的恢复乃 神，作日头供应我们生命，作盾牌保护我们脱
是要建造锡安:
离神的仇敌，作恩典给我们享受，并作荣耀以
启14:1 我又观看，看哪，羔羊站在锡安山上， 彰显神的威荣。
同祂还有十四万四千人，额上都写着祂的名， IV“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祂爱锡安的
和祂父的名。
门”（诗87:1-2上）:
A耶路撒冷的特色、生命、祝福、建立，都是来 A锡安预表召会中的得胜者，是建造在预表众地
自于锡安。
方召会之“圣山”（复数）的最高峰，众召会
王上8:1 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们和各支派的首 的根基乃是基督；属天的锡安，有荣耀的事是
领，…招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 指着它说的，乃是得胜者最终安息的地方。
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
B锡安的门是为着进出，表征交通；新耶路撒冷
B在启示录这卷书中，主所要的并主所要建造的， 有十二个门，这指明神的圣城满了交通。
乃是锡安，就是得胜者；这是神的圣言中属灵 C“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
启示的内在实际；我们的确需要拚·上去，不 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坚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众
惜代价地祷告，像使徒保罗那样付代价。
民的时候，祂要数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
启3:20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 （诗87:5-6）。基督这独一的一位，乃是众圣
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 徒（“这一个”和“那一个”）的总和；祂是
我要一同坐席。
众圣徒，又在众圣徒里面。
C我们对主呼召今世得胜者的回应，乃是我们要 D“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诗87:7）。让埃及
成为有活力的；有活力就是活而满了活动的， 夸耀尼罗河，让巴比伦夸耀伯拉大河吧！他们
与我们活而行动的神是一；神在地上为着完成 没有泉源，但我们在锡安有泉源。
祂永远经纶的行动，至终乃是借着得胜者。
V上行之歌（诗123~134）说到在圣民的经历和
D锡安所预表的得胜者，乃是桥头堡，主作为荣 赞美里，锡安和耶路撒冷的宝贵:
耀的王要借以回来据有全地作祂的国。
A诗篇一百三十二篇提到七个与得胜者上锡安时
诗24:7 众城门哪，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 有关的宝贵项目；这些项目是召会生活的高峰，
户啊，你们要被举起；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描绘在锡安（神的山最高峰）之得胜者的光景:
E除了祷告之外，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达到神永远 诗132:14-16 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
经纶的高峰，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我们成为 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丰厚地赐福
得胜者，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作基督的新妇， 与其中的粮，使其中的穷人饱得食物。我要使
要结束这时代，就是召会时代，且要把基督这 其中的祭司披上救恩，其中的虔诚人大声欢呼。
荣耀的王带回来，在国度时代与祂的得胜者一 1与神一同安息——“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
同取得、占有并治理这地。
(14节上)。
F保罗的以弗所书启示得胜者的生活，他们凭着 2与神同住——“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
活在调和的灵里，而活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
意的”(14节下)。

3饱得食物——“我要丰厚地赐福与其中的粮，
使其中的穷人饱得食物”(15节)。
1.
4荣耀的衣服——“我要使其中的祭司披上救恩，
其中的虔诚人大声欢呼”(16节)。
5得胜的角——“我要叫大卫的角在那里长出”
(17节上)。
6照亮的灯——“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 2.
(17节下)。
7发光的冠冕——“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
但他的冠冕要在他头上发光”(18节)。
B当锡安如诗篇一百三十二篇所描述的被建造时，
我们就有了聚集的地方，并且能在一里和睦同
居；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C “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
（诗134:3）。每当有一些得胜者，就必有神的 3.
祝福；神总是从锡安，从最高峰，从达到了顶
点、达到了得胜者地位的人，祝福祂的子民；
神乃是从这地位祝福祂所有的子民。
VI今天在召会时代，得成全并成熟的神人乃是
锡安，就是得胜者，也就是召会中的活力排；
但在新天新地里，整个新耶路撒冷将成为锡安，
所有的信徒都是得胜者。

神戸に在る召会 交わりと報告事項
リジョイスガーデンBLDの今後の予定：
① 11/23（水・祝）に召会全体で行います。
② 12/3（土）-12/4（主）にYP地区がBLDを行
います。
三宮集会所への移住：
① 楊華兵Bが12/3（土）に本山BHから移住
します。
② 末廣家は12/6（火）に移住します。
この移住が主の中で祝福され、末廣家の献
身、団体生活が祝福されるように祈ってくだ
さい。
サンクスギビング国際特別集会:
12/2（金）19:00～ M1
12/3（土）10:00～ M2
13:00～ M3
19:00～ M4
12/4（主）10:30～ M5
13:30～ M6
Zoom ID：
日・英 851 2479 8841
華語 817 1263 4385
手話 631 562 5221
※パスワードはいずれも 31 です。
4. YouTube 福音主日集会：
※YP と六甲地区は月１回、それ以外の地区
は 2 か月に１回福音主日集会を行います。
【今後のスケジュール】
2022 年
11/27 YP/本山
12/4 三宮・神戸
12/11 魚崎・六アイ
12/18 六甲
12/25 YP
2023 年
1/1 全召会＠魚崎
1/8 本山
1/15 六甲
1/22 YP
1/29 夙川
2/5 三宮・神戸
5. 李 B・張 S（六甲地区）家族のため：
11/25(金)-12/15(木)まで台湾で経営されて
いる幼稚園引継ぎのため、一時帰国します。
この帰国が主の中で守られるようにお祈りく
ださい。
6. 10 月献金報告：
詳細は、祈りプリントの裏面を参照。

CP1召会生活中爱所有肢体、尽自己的功用，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新人篇
成为有身体实际的得胜者
召会生活应该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应该在
I锡安，大卫王的城，是耶路撒冷城的中心，就 爱里所有肢体彼此相爱，尊重他们的功用，并
是那作神在地上居所的殿建造的所在:
且尽自己在身体里的功用。不论哪位信徒都不
C召会生活乃是今日的耶路撒冷；在召会生活里 会有所有的功用，都需要其他的肢体。地方召
必须有一班得胜者作今日的锡安:
会应该尽可能常常与近邻的众召会相调。
1这启示地方召会不是神的目标，乃是神达到祂 林前12:14 身体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
目标的手续；地方召会把我们引进基督身体的 15 倘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于身体，它
实际。
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16 倘若耳说，我不是
2主恢复的最高峰，能完成神经纶的，不是叫神 眼，所以不属于身体，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于
以有形的作法产生许多地方召会，乃是让神产 身体。17 若全身是眼，听觉在那里？若全身是
生生机的身体作祂的生机体。啓14:1 我又观看， 听觉，嗅觉在那里？18但如今神照着自己的意
看哪，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同祂还有十四万四 思，把肢体俱各安置在身体上了。19 若都是一
千人，额上都写着祂的名，和祂父的名。
个肢体，身体在那里？ 20 但如今肢体是多的，
今天这恢复美好的光景就像耶路撒冷；然 身体却是一个。21 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
而，没有锡安。新约中的得胜者好比锡安。在 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22 不但如此，
启示录十四章一节，十四万四千个得胜者不仅 身上肢体似乎较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23
是在耶路撒冷，乃是在锡安高峰。得胜者，活 身上肢体我们以为比较不体面的，就给它加上
力排，就是今天的锡安。今天我的负担是要帮 更丰盈的体面；我们不俊美的肢体，就得着更
助你们达到活力排的高峰，就是得胜者的锡安。 丰盈的俊美；24 至于我们俊美的肢体，就不需
我们虽然可能有很好的召会生活，但在我们中 要了。但神将这身体调和在一起，把更丰盈的
间几乎没有身体生活的实化、实行、实现和实 体面加给那有缺欠的肢体，25 免得身体上有了
际。这就是今日这恢复中的需要。私我们必须 分裂，总要肢体彼此同样相顾。26 若一个肢体
在许多地方，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必须因 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
地方而分开。但我们不能忘记，众召会乃是基 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欢乐。27 你们就是基
督的身体。以弗所四章说只有一个身体；保罗 督的身体，并且各自作肢体。
说我们虽多，还是一个饼，一个身体。所以我 见证在召会生活里服事时，因为总是在心里对
们必须注意基督的身体，过于注意地方召会。 自己说，“还必须要再努力。”服事过后感到
这不是说，我废掉了关于地方召会的教训。我 非常疲劳。但是在看见身体的异象，开始实行，
们仍然需要这个教训。我们是人，就有物质的 ❶尽自己的功用，❷尊重他人的功用，❸尊重
骨架，那是我们的身体。但身体本身只是个骨 身体调和里的一。这样就不再有在天然生命里
架，物质的身体里面需要有一个生命。今天召 不断努力里极其疲劳的情况，能够在圣灵的水
会也是这样。
流里服事。哈利路亚!
祷告哦主耶稣，能完成神经纶的主恢复的高峰，
是产生生机的身体，成为祂的生机体。在召会
生活中，必须有一班得胜者作今日的锡安。在
爱里爱所有的肢体，尊重他们的功用，尽自己
的功用，带着身体生活的认识来实行，成为得
胜者。

CP2活在调和的灵里，乃是活基督身体实际并成

应用:青职、大学院生篇
为得胜者的秘诀
得胜者就是活基督身体的实际，秘诀就是
II我们必须领悟主的恢复是什么；主的恢复乃 活在调和的灵里。所以台湾同工陶弟兄鼓励我
是要建造锡安:
们要强的运用灵，使灵活跃。
F保罗的以弗所书启示得胜者的生活，他们凭着 见证我作在召会生活中，当我在魂里有迷茫、
活在调和的灵里，而活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
疑惑、不满等消极的感觉时，就回到灵里，运
1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神经纶里的最高峰和圣经 用灵，运用信心，从混乱中蒙拯救的见证。在
拔尖的启示，借着智慧和启示的灵启示出来。
配搭服事的时候，有时会对服事的弟兄姊妹产
2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在调和之灵里的生活；这 生消极的想法。并且我被那个想法困扰，就变
灵是神的居所、神的家、今日的伯特利、天的 得软弱。也有的时候不想被光照，所以也与主
门和至圣所，就是那作三一神具体化身之是灵 不怎么交通。但是因为主的怜悯，我想起了早
的基督（由约柜所预表）的居所。
上祷读的主的话，并凭着信心用这些话祷告，
3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 “我的魂受到疑惑、忌恨、嫉妒、骄傲以及自
就是耶稣一生的真实光景，如四福音书所记载 私的困扰。我不能自己杀死这些。但是来到你
的，借着与祂的肢体重生的灵调和之更新的灵 这里，运用灵，单纯的祷读主的话。那灵在我
而有的心思更新，重复在祂许多肢体身上，作 里面作工，杀死这些消极的罪”。
为得了成全之神人的团体生活。弗4:23 而在你
这样，当我们照着圣经用主的话祷告，对
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
弟兄姊妹消极的思想、疑惑、忌恨、嫉妒和个
4召会被那与我们的灵调和之美化、预备新妇的 人主义，都被那灵的杀死的大能所杀败。这样，
那灵所充满，使我们能成为基督圣别、美丽、 我能够恢复健康的召会生活的服事。哈利路亚！
彰显神的新妇，就是没有瑕疵或不完全的新妇。 弗6:17 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
5基督要在我们全人里得胜，我们就必须经历击 的头盔，并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18 时
杀的灵与我们的灵调和，使我们里面与神敌对 时在灵里祷告，
的一切都被杀死，而使我们能在那灵的神圣生 FN1那灵的话这指明那灵是神的话。那灵和话都
命里施行神的管治权，管治撒但、罪和死，并 是基督。基督作那灵与话，能供我们进攻的剑，
使我们过健康的身体生活，就是健康的召会生 杀败我们的仇敌。FN2接受这指明我们需要借着
活。
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神的话。我们接受神
也许你受到疑惑、忌恨、嫉妒、骄傲以及 的话时，需要祷告。FN3在灵里祷告指我们重生、
自私的困扰。……我们越接受主的话连同其杀
有神的灵内住的灵，可视为调和的灵，就是我
死的能力，我们的骄傲以及里面一切消极的元 们的灵与神的灵调和的灵。在祷告中，我们所
素就越被治死。借着祷读，里面的对头就…… 该用的主要机关，就是这灵。
被接受到我们里面的话杀死了。…属灵争战的 祷告哦主耶稣，得胜者乃是活基督身体实际的
战场…乃是在我们里面；特别是在我们的心思 人，这秘诀就是活在调和的灵里。当在心思里
里。…消灭〔心思中对头〕的路，乃是祷读主 混乱、疑惑、不满等消极的感觉时，运用调和
的话。当我们祷读神的话时，在我们心思里对 的灵，祷读神的话。如果我内敌的元素被一一
头的元素，就会一一被杀死。这样，我们就要 被杀败，因为主在我里面得胜了，我就也能得
赢得胜利。……当我们里面消极的元素借着祷 胜。
读被治死时，主就得胜。因着祂是得胜的，我
们就也是得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