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借着在生命中作王，过得胜的生活，  
而成为生命城新耶路撒冷  

纲目12/5-11 
I真正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得胜者的生活;所有新
约的得胜者都该是君王，他们得着洋溢之恩并
洋溢之义的恩赐，而在生命中作王  
罗5:17 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借着这一人作了
王，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就
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 
A身为神所命定的申言者和祭司，我们也是君王，
让神在我们里面管治我们，并借着我们管治神
所有的仇敌;新约的信徒应该是神经纶里君王、
祭司和申言者之预表的应验。 
启1:6 又使我们成为国度，作祂神与父的祭司；
愿荣耀权能归与祂，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B如果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没有达到作王的水
平，我们就还是低于正当的水准;我们或许说，
我们有享受基督，但我们享受基督到什么程度? 
 D神完整的救恩是要我们在基督的生命里得救，
凭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的恩赐在这生命中作王;
义的恩赐是神法理的救赎实际应用在我们身上;
恩典是神自己作我们全足的供应，使我们生机
地得拯救。 
II圣经末了一卷的启示录乃是说到得胜者的书;
在二、三章里，主向我们这些祂的信徒，就是
我们伟大的父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发出七重
的呼召，要我们成为祂的得胜者，就是那些征
服一切撒但的混乱并在神圣的经纶中得胜的人 
启2:7 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
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
赐给他吃。 
A从神的观点看，人有四个主要的族类:亚当的
族类、亚伯拉罕按照肉体的族类、亚伯拉罕按
照那灵的族类以及得胜者的族类;我们应当运用
信心的灵宣告，我们乃是属于得胜者的族类。 
B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没有得胜者，基督就无法
回来;我们知道基督是我们的道路;但从祂内心
的深处，基督会告诉得胜者，他们乃是祂的路;
得胜者乃是让基督回来的路。 
启19:7 我们要喜乐欢腾，将荣耀归与祂；因为
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C愿神祝福你们，使你们成为今日的得胜者，过
一个在生命中作王的生活;这独特的福分乃是三
一神永远的福分，就是三一神将祂自己分赐到
我们里面，作我们的享受。 
III我们要在生命中作王，成为主的得胜者，就
需要看见我们已经重生得着神圣、属灵、属天、
作王、君尊的生命;主说，“神的国是这样，如
同人把种子撒在地上” (可4:26) 
可4:27-29 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子就发芽
渐长，怎么会这样，他并不知道。 
B神的国就是基督自己;基督是在人性里的三一
神，乃是神国的种子，神国的“基因”，撒到
神所拣选的人里面，使祂能在他们里面长大、

生活，并从他们里面彰显出来，而发展成为神
管治的范围。 
C新约圣经全部教训的内在元素，乃是三一神成
了肉体，为要撒在祂所拣选的人里面，并在他
们里面发展成为国度;神的目标是要神的国得以
完全发展: 
7我们需要与主是一，将国度的福音传遍整个居
人之地，使国度的种子(基因)得着繁殖与发展，
以终结这个世代。 
IV在经历上，在生命中作王就是在神圣生命的
管治之下  
A基督是在生命中作王的榜样，祂一直在父神圣
生命的管治之下。 
B保罗是一个榜样，他在生活和职事上，都在神
圣生命的管治之下。 
C所有得着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信徒，都
必须操练在神圣生命中受约束和限制;在国度管
治之下的生活，乃是公义、和平并圣灵中喜乐
的生活;这样生活就是作奴仆服事基督，这样的
生活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 
V申命记启示，正确的王首先要受神的话教导、
管制、规律并支配;对众召会中的长老们和我们
渴望在生命中作王的众人来说，这原则也是一
样  
申17:20 免得他向弟兄心里高傲，离了这诫命，
或偏左或偏右。这样，他和他的子孙在以色列
中治国的日子，就得以长久。 
C在以斯拉和尼希米带领之下，归回的以色列人
借着神的话，集体地被神以祂自己重新构成，
成为一个国，作神的见证;要重新构成神的子民，
就要将他们放在神的话里，使他们被话浸透，
借此教育他们。 
D神的话与那灵是一;借着天天读圣言，神的话
就在我们里面作工;并且那灵借着话，自然而然
地将神的性情同神的元素，分赐到我们这人里
面，使我们被神构成。 
VI我们要在生命中作王，也需要在那灵的管治
之下;约瑟一生的记载乃是那灵管治的启示，因
为那灵的管治乃是成熟圣徒掌权的一面;这是在
生命中作王，就是在神国的实际里受神圣生命
约束并限制的生活;这比 那灵任何其他方面都高  
A约瑟…，照着神的眼光，梦见祂的子民乃是满
了生命的禾捆，也是满了光的天体。 
B约瑟的梦支配他的一生，并指引他的行为;约
瑟的行事为人这样超特美妙，乃因他受梦中所
见异象的指引;他的哥哥们发泄怒气， 并放纵情
欲，但约瑟制伏怒气，并胜过情欲，行事为人
如同满了生命的禾捆，也如天上的星在黑暗中
照耀。 
C约瑟在属天异象之下的生活，就是马太五至七
章所描述诸天之国的生活;他过着这样的生活，
充分预备好作王掌权;照着马太这几章所启示属
天之国的宪法，我们的怒气必须被制伏，我们
的情欲必须被征服。 



 

 

D作为成熟生命掌权一面的代表，约瑟享受主的
同在，并且因此享有主所赐的权柄、亨通与祝
福。 
E虽然约瑟对他的弟兄们满了属人的感觉和情绪，
他却保守自己和所有的感觉，都在那灵的管治
之下;约瑟否认己，把自己完全摆在神主宰的带
领下，行事为人全然为着神和祂子民的权益。 
F约瑟是新约所启示之事活的说明;他是个否认
己的人，他没有自己的兴趣、自己的享受、自
己的感觉、自己的野心或自己的目标;每件事都
是为着神，为着神的子民; 约瑟的否认己，并他
在神主宰的手下受约束，乃是国度生活实行之
钥。 
G约瑟晓得是神差他到埃及;在创世记五十章二
十节他对他的弟兄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
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这是保罗在
罗马八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之话的实际;约瑟接
受他弟兄们对他所作的一切，好像从神接受的
一样;他也安慰那些得罪他的人;他有何等的恩
典!他的灵何等超绝! 
创45:5 现在，不要因为你们把我卖到这里，自
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
生命。 
50:20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
是好的…。 
罗8:28 还有，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
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H我们必须用“神圣的望远镜”，透过时间来看，
就会看见新耶路撒冷，在那里没有别的，只有
满了生命的禾捆，和满了光的众星;我们越在生
命里成熟，就越不会消极地说到圣徒或召会。 
VII我们需要看见并达到在生命中作王的目标;
当我们在生命中作王，活在神圣生命的管治之
下时，结果就是在召会生活中彰显真正且实际
的身体生活  
A我们已经信入基督的人，已经迁入神爱子的国
里，并且在召会生活中，爱有效能;基督的身体
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为着建造召会作基督生
机的身体，在我们一切的所是所作上，爱乃是
极超越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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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召会生活既不是警察局，也不是法庭，乃是养
育属灵儿女之爱的家庭，是医治并恢复病人的
医院，也是在爱里教导人的学校。 
VIII我们在生命中作王，就是让内住的基督作
恩典在我们里面作王，“叫〔我们〕...得永远
的生命”;这是在生命中作王的终极完成  
A约翰四章十四节下半说，“我所赐的水，要在
他里面成 为泉源，直涌入永远的生命。” 
C借着享受涌流的三一神—父作生命源，子作生
命泉，灵作生命河—我们就接受洋溢之恩，而

成为新耶路撒冷这神生命的总和，就是生命的
城;因此，我们在生命中作王的结果和终极完成，
应当是神永远经纶独一无二且终极无比的目标
—新耶路撒冷。 
  



 

 

CP1为了申言（将基督说到人里面），从文化中
出来，在灵与真实里与主交通 

I真正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得胜者的生活；所有新
约的得胜者都该是君王，他们得着洋溢之恩并
洋溢之义的恩赐，而在生命中作王 
罗5:17 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借着这一人作了
王，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就
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 
A身为神所命定的申言者和祭司，我们也是君王，
让神在我们里面管治我们，并借着我们管治神
所有的仇敌；新约的信徒应该是神经纶里君王、
祭司和申言者之预表的应验: 
1在新约里，所有信徒都得救成为君王和祭司；
当祭司为神说话时，他们就成为神的代言人，
神的出口，这些人就是申言者。 
启1:6 又使我们成为国度，作祂神与父的祭司；
愿荣耀权能归与祂，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2申言（将基督说到人里面）使我们成为得胜者；
申言乃是得胜者的功用。 

神托付给祭司的，不仅有作神代表权柄说
话的那一部分，也有治理的一部分。所以祭司
是说话的，也是作王的。但是神不要一个王来
代替祂，神只要祂的权柄得以施行；所以在以
色列历史开始时有祭司，而没有王。但是祭司
有乌陵和土明；乌陵和土明就是代表的权柄，
为着神的说话，也为着神的治理。 

在预表的时代，得胜者是申言者。申言者
先顾到神的谕言。根据他们所说神的谕言，他
们多少在那里也运用神的权柄。有好几位君王
听申言者的话。……因此，所有真正的申言者
都是得胜者。这是在启示录……中得着应
验。…〔在那里〕，主重复七次说这句话：
“得胜的……”…这些得胜者就是申言者之预
表的应验。所以当使徒保罗说到召会该怎么聚
会的时候，他强调而且高举申言。申言会使你
成为得胜者。把基督说到人里面就是申言，申
言乃是得胜者的功用。 

 
 
 
 
 
 
 
 
 
 
 
 
 
 
 
 
 

应用:青职、硕士篇 
主的恢复是从由于过于关注弟兄会的教义

而造成分裂的失败中吸取教训的。恢复不仅强
调真理，而且重于实行。李弟兄交通到在陈述
了真理后，必须运用到生命的经历上。 

你要除去以追求教训为主的自己的宗教观
念。在日本文化中，有真心话和表面话。从这
种文化就引发出虽然赞成一般性意见却反对各
个论点的行为。这意味着在表面上是赞成的，
真正的意图是反对。 例如，在公众舆论等背景
下，议员们赞成削减议员人数，但反对削减自
己的管辖地。本意是反对的，但害怕公众舆论，
就在表面上赞成。因为日本文化隐藏了真正的
对立面，试图避免表面上的冲突，美化表面现
象，导致论题不相切合。在这种情况下，隐藏
了我们所反对的本质主题，即有必要不断削减
定员，以减轻税收负担，因为与七国集团的其
他国家相比，目前的议员人数太多。 对待主你
不能使用这种方式将本意和表面分开。 

应用真理需要训练和付代价，所以只关注
教训会相对更容易。因本意是只注重教义，而
不是实行应用，所以对李兄弟的信息表面上说
阿们。由于受这种文化影响，你会无意识地、
非常自然地将本意和表面分开，偏离了持守着
灵与真实与主交通。 

你必须走出这种文化背景。否则，即使我
们读主的话语，也不会相信和顺从。结果就是
不能说和执行主的话。如果你不能大胆地讲说
神的话语，你就不会成为得胜者，因为你正在
失去申言的功用。 

主的恢复不是为了改善基督教的一般工作，
而是为了产生得胜者。为了成为得胜者，你必
须走出文化背景，正确地对待主的话，以恢复
你申言的功用。要成为申言者，你必须❶祷读
和享受神的话❷相信神的话、❸服从神的话、
❹说神的话、❺实行神的话。 
祷告哦主耶稣，要过真正的基督徒生活，得胜
者的生活，我们需要持守灵和真实与主交通。 
为此，我们需要从日本文化中走出来，将本意
与表面功夫分开。否则即使读主的话，还是不
能相信和服从。主啊，请把我从宗教和文化背
景中拯救出来。为了恢复申言的功用，我要实
行享受神的话，说神的话。 

 



 

 

CP2在主里，以约瑟为榜样， 
实行彼此饶恕 

VI我们要在生命中作王，也需要在那灵的管
治之下；约 瑟一生的记载乃是那灵管治的启
示，因为那灵的管治 乃是成熟圣徒掌权的一
面；这是在生命中作王，就是 在神国的实际
里受神圣生命约束并限制的生活；这比 那灵
任何其他方面都高 
创45:5 现在，不要因为你们把我卖到这里，
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
保全生命。 
50:20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
原是好的…。 
罗8:28 还有，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
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F约瑟是新约所启示之事活的说明；他是个否
认己的人，他没有自己的兴趣、自己的享受、
自己的感觉、自己的野心或自己的目标；每件
事都是为着神，为着神的子民；约瑟的否认己，
并他在神主宰的手下受约束，乃是国度生活实
行之钥。 
G 约瑟晓得是神差他到埃及；在创世记五十章
二十节他对他的弟兄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
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是保罗
在罗马八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之话的实际；约
瑟接受他弟兄们对他所作的一切，好像从神接
受的一样；他也安慰那些得罪他的人；他有何
等的恩典！他的灵何等超绝！ 
H我们必须用“神圣的望远镜”，透过时间来
看，就会看见新耶路撒冷，在那里没有别的，
只有满了生命的禾捆，和满了光的众星；我们
越在生命里成熟，就越不会消极地说到圣徒或
召会。 

基督徒赦免人的时候，常常说，“是的，
我赦免你，但我也要提醒你，你所作的是何等
严重。”这样的赦免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事实
上这根本不是赦免。当约瑟赦免他的哥哥们时，
他安慰他们，并且告诉他们不要自忧自恨，乃
要忘了已往对他所作的。他说他们把他卖为奴
仆，乃是神的作为，为要保全生命。约瑟没有
为他哥哥们所作的责备他们；反之，他认为他
们是神的帮手。他们帮助神把他送到埃及。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新人篇 
弗4:31 一切苦毒、恼恨、忿怒、喧嚷、毁谤，
同一切的恶毒，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 
32 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怜，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FN心存慈怜只有经历基督作恩典与实际，我们
才能心存慈怜。如此，就会彼此饶恕。 
FN彼此饶恕或，显示恩典。 

李常受弟兄说，我们中间缺乏饶恕的灵，
是没有繁增的原因。日本人非常细，所以他
们有很强的记住别人的一些小小的坏行为的
倾向，很难饶恕别人。但是，作为一个得救
的人，你应该在主里以约瑟为榜样，实行彼
此饶恕。 
见证在台北两年，接受全时间训练时，我看到
了同工们和负责弟兄们心大，彼此饶恕和接纳
的实行的榜样。我被光照自己的心的狭隘。在
全时间训练中，我发现当我开始倚靠主的恩典，
彼此饶恕和接纳时，就是“借着饶恕别人，自
己就脱离了罪的捆绑。”。我是福音队的队长，
受到了队员们的各种批评。他们中的一些人说：
“我不喜欢队长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或美
国人。”我发现到这一点，心里很生气。但是
生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以我到主那里。在
与主的交通中，我被光照我里面的罪、缺点和
短处。然后，我一一承认自己被光照的罪，求
主赦免，得洁净了。之后我试着饶恕并接受他
们。虽然并没有马上解决，但首先，我自己得
到了解放。我开始明白，当我不饶恕别人时，
我就被罪所捆绑。此外，能够恢复与队员的正
常交通。 
祷告哦主耶稣，约瑟将他哥哥们对他所行的恶
当作是从神而来。他饶恕了他的哥哥们，甚至
安慰了他们。别人对自己做的小小的恶事，老
记在心里，不能饶恕别人，是因为被撒但捆绑
了。惟有享受基督作恩典和实际，才能饶恕别
人。在主里以约瑟为榜样，实行饶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