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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七：相調為著基督身體的實 作 為 聖 城 耶 路 撒 冷 的 高 峰 和 美 21～23，20）。我們需要跟隨使徒
麗，豫表得勝者是召會的高峰、中 的腳蹤，將眾聖徒帶進基督身體
際
神經綸的最高峰乃是基督身體的 心、拔高、加強、豐富、美麗和實 全體相調的生活裏。
實際，基督身體的實際完全是生 際。耶路撒冷豫表全體的召會，錫 神心頭的願望是要那在耶穌身上
機的。使徒保羅完成的職事，完完 安豫表召會中的得勝者。舊約每 是實際者，也就是記載在四福音
全全以基督的身體為焦點，特別 次說到錫安和耶路撒冷的關係， 書裏耶穌的神人生活，能藉著實
是羅馬書、哥林多前書、以弗所 都叫我們看見，耶路撒冷的特色、際的靈重複在基督身體的許多肢
書、歌羅西書。身體是神不斷作工 生命、祝福、建立，都是從錫安得 體上，而成為基督身體的實際，就
的最終目標，因此身體就是神整 著。新耶路撒冷乃是得勝者的總 是神經綸中的最高峰。基督身體
個啟示最拔尖的點。羅馬書十二 和。主信徒中的遺民，較早的得勝 的實際，乃是實際的靈，就是耶穌
章是由生機聯結這個角度來論到 者，將成為基督的新婦，為時一千 的靈，調著我們的靈。耶穌的靈包
基督的身體。我們在基督裏是一 年。這一千年之後，他們要與主其 含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也就
個身體，與祂有生機的聯結；這 餘的信徒，較晚的得勝者，一同成 是耶穌的神人生活。當我們活在
調和的靈裏，我們就憑實際的靈，
聯結使我們在生命裏與祂是一， 為基督的妻子，直到永遠。
也與祂身體所有的肢體是一。我 神已經將身體調和在一起（林前 照著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照
們留在這生機的聯結裏，就是實 十二24）。『調和』這辭的意思是 著四福音裏祂的模型，而學基督，
調整、使之和諧、調節、並調在一 使祂的傳記成為我們的歷史。基
際的活在基督的身體裏。
主 的 恢 復 是 為 著 建 造 基 督 的 身 起，含示失去區別。我們要為著基 督身體作為新人的生活，應當與
體，因此，認識身體乃是主正確的 督身體的實際而相調，就必須經 四福音裏所啟示之耶穌的生活完
恢復。召會是以基督的身體為其 過十字架，憑著那靈，為著基督身 全一樣。基督身體的實際乃是被
生機的因素；基督的身體是召會 體的建造，將基督分賜給別人。調 成全之神人所過的團體生活。被
的內在意義。為著建造基督的身 和的意思是，我們該停下來與別 成全之神人是真正的人，但他們
體，在我們的所是和所作上，愛乃 人交通。若沒有與其他一同配搭 不憑自己的生命，乃憑經過過程
是極超越的路。我們若要有基督 的聖徒交通，我們就不該作甚麼。之神的生命而活。經過過程之神
身體的實際，就必須讓基督安家 因為交通調整我們，使我們和諧，的 屬 性 藉 著 他 們 的 美 德 彰 顯 出
在我們心裏。基督身體的實際就 調節我們，把我們調在一起。這樣 來。基督身體的實際乃是蒙重生、
是對內住基督有內裏的經歷。主 的調和不是交際，乃是個別肢體、被變化、得榮耀的三部分神人，在
需要得勝者，好完成神的經綸，使 區內的眾召會、同工、長老所享 基督的復活裏，與三一神在永遠
祂得著基督的身體，並毀壞祂的 受、經歷、並有分於之基督的調 聯結裏調和的生活。被成全之神
和。使徒保羅藉著推薦與問安，將 人所過這團體、調和的生活，要終
仇敵。
我們帶進基督身體全體相調的生 極完成於新天新地裏的新耶路撒
主的恢復乃是建造錫安（得勝者）活裏，好使平安的神能將撒但踐 冷，作神的擴增並彰顯，直到永
作基督身體的實際，終極完成於 踏在我們腳下，並使我們能得享 遠。
新耶路撒冷。在召會生活中，我們 基督豐富的恩典（羅十六1～16，
必須竭力達到今日的錫安。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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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召會生活的基本原則
第四章

召會的憲章

一般
我們不可把已往的經歷、背景、道理、教訓和影響帶到召會中。我們若這
樣作，就是分門別類。我們必須非常一般，我們不該感覺自己喜歡某樣事物或
不喜歡某樣事物。我們若喜歡某樣事物，可能主不喜歡；我們若不喜歡某樣事
物，也許主很喜歡。我們要完全向主敞開，並彼此敞開，我們要完全是一般
的。我們願意這樣作麼？這並不容易。
一位從西方到東方來的弟兄，有一天來見我說，‘我們在西方的基督徒總
是弟兄姊妹坐在一起。為什麼你們這裡要姊妹坐一邊，弟兄坐一邊？我就是無
法贊同這點。’似乎這位弟兄只高興自己的作法。我們不該把我們的背景帶到
召會中。我們來到召會中，不該帶著自己已往的任何東西，乃要簡單的帶著一
個敞開的靈，包容的心，完全向主敞開，向召會敞開，向主的兒女敞開，好有
交通，等候、禱告並尋求主。活的主就會應時的帶給我們活的引導。這是正確
的路。
我們不可埋怨別人，或要求別人，我們只要核對自己。我們來實行召會，
心中有沒有堅持什麼東西？我們不該說，‘我們贊同這事，卻不贊同那事。’
反之，我們必須非常敞開並一般，不堅持或推動自己已往或背景中的任何事
物。我們愛主，尊敬主，我們愛祂的召會、祂的身體和聖徒。讓我們聚在一
起，不堅持任何事物。我們是敞開、一般的；我們禱告，與主並與彼此有活的
交通；我們讓主新鮮活潑的帶領我們。我們若這樣作，主就會在我們中間走很
長的路，許多奇妙的事就會發生，因為我們已經為主鋪好一條自由的通路。主
就會得著自由，不會受我們約束。
神的話
召會屬靈憲章的第七項，也是末了一項，乃是神的話。在許多重要、關鍵
的事上，我們必須受神的話所核對。關於這點現在不需要說太多，因為我們許
多人已經知道了。
召會屬靈的憲章乃是十字架、基督、聖靈、基督的作頭、身體、一般的態
度、以及神的話。我們若要實行真實的召會生活，就必須接受這些事，並付諸
實行。我們若持守召會屬靈憲章這七項，召會就會得著我們的幫助。我們若受
這些項目的核對，就會對召會成為積極的幫助。不然，我們對召會生活會成為
破壞、攔阻、甚至危險。願主憐憫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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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前書至

讀經指引

三章十六節保羅說，『當用各樣的智慧，讓基督
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你們裏面，用詩章、頌辭、

腓利門書
第三週 活力排追求重點題示
主題：聖 經
禱告：

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
藉著禱告、頌詠並歌唱主的話，就會把我們的靈
如火挑旺起來。不僅如此，我們禱告、頌詠並歌
唱主的話，就吸入神聖的氣，並接受更多神的元

素。這樣，神就將祂自己分賜到我們裏面，並用
祂的元素注入我們裏面。

主，我們感謝你，是你在訓練我們。我們承
認我們仍在與生俱來的天然生命裏。我們的觀念
和對聖經的領會非常的天然。主，拯救我們脫離
天然！

我們不該僅僅研讀字句的話。我們需要禱
告，求主賜給我們智慧和啟示的靈。我們若沒有
這樣的靈，而唯讀聖經的白紙黑字，就不會經歷
生命、光或靈。今天大多數基督徒中間使用聖經

詩歌：補 414

的方式，與我們在主恢復裏的人使用聖經的方

讀經： 提後三 14～四 8

式，有很大的不同。大多數信徒以字句的方式使

重點經節：

用神的話，但我們以生命、光和靈的方式使用神
的話。這是我們一直謙卑自己在主面前，向祂敞

提後 3:15 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
能使你借著相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

開，並仰望祂給我們光、異象、智慧和啟示的原
因。願我們都學習這樣來到神的話跟前。（提摩

提後 3:16 聖經都是神的呼出，對於教訓、督責、太后書生命讀經，第六篇)
改正、在義上的教導，都是有益的，
提後 3:17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備，為著各樣的善

福音應用：

借著各樣的禱告接受神的話

—弗 6:17

工，裝備齊全。
那靈乃是聖經的素質、本質，猶如磷是火柴的基
真理亮光：

本本質。我們必須用我們的靈，劃擦聖經的靈，

提後三 16 注 1、注 2，彼後一 21 注 2。

以點著神聖的火。 (提摩太后書生命讀經，第六

生命供應：

篇)

聖經主要的不是在外面改正我們，乃是在 參讀：
裏面以變化的方式改正我們。…正如我們所吃、

提摩太后書生命讀經，第一至八篇；提多

所消化的食物從裏面滋養我們，新陳代謝的改變 書生命讀經，第一至六篇；腓立門書生命讀經，
並變化我們，照樣，神的話藉著在裏面教訓、督 第一至二篇；為著基督身體之建造十大緊要的
責、改正並教導我們，而變化我們。
我們若要得著主話的滋養，不僅該禱告主
的話，也該頌詠主的話，歌唱主的話。在歌羅西

‘一’，第一篇；三一神的啟示與行動，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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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一篇
三四

那靈－祂的工作（六）

是他們與黑暗的權勢並邪惡的事物爭戰的劍

內住的靈是信徒與他們屬靈的仇敵，黑暗的權勢並邪惡的事物爭戰的劍。在以弗
所六章十七節保羅說到‘那靈的劍，那靈就是神的話。’這指明那靈是神的話。那靈
和話都是基督。（林後三17，啟十九13。）在神六項的軍裝中，惟有作為劍的那靈是
為著攻擊仇敵的，我們可以用這劍把仇敵砍碎。
劍、那靈和話乃是一。話就是聖經；但這話若僅僅是印出來的字句，就既不是那
靈，也不是劍。以弗所六章十七節的‘話’，指那靈在一切情況下，所說即時的話。
聖經中常時的話，成了即時的話，就是那靈。成為那靈的話，就是把仇敵砍碎的劍。
聖經是神的話；但離了那靈，聖經對我們不過是死的字句。那靈使聖經的字句成
為神活的話。因此，那靈是神的話，這樣的靈乃是我們與神的仇敵爭戰的劍、兵器，
以帶進祂的國度。
我們若要享受那靈作為與仇敵爭戰的劍，就必須到聖經的話跟前，借著各樣的禱
告接受這話。這樣用經上的話禱告，在我們裡面的那靈，就成為我們藉以擊殺一切消
極事物的劍。
三五

他們不可叫祂憂愁

信徒不該叫內住的靈憂愁。在以弗所四章三十節保羅說，‘不要叫神的聖靈憂
愁，你們原是在祂裡面受了印記，直到得贖的日子。’叫聖靈憂愁，就是使祂不喜
悅。聖靈永遠住在我們裡面，（約十四16～17，）絕不離開我們；但是當我們不照著
靈而行，（羅八4，）祂就憂愁。照以弗所四章看，我們若是過一種生活，在日常行事
的細節中照著實際的原則，有恩典，我們就不會叫神的聖靈憂愁。然而，我們若不這
樣生活，就會叫我們裡面的那靈憂愁。
叫聖靈憂愁，意思就是叫祂不喜悅我們。常常我們覺得不喜樂，那種不喜樂的感
覺，事實上就是聖靈的感覺。然而，當祂在我們裡面覺得喜樂，我們也喜樂。照著實
際並在恩典裡的正確生活，總會叫聖靈喜樂，並且賜給我們那靈的喜樂。
我們不該叫那靈憂愁，我們原是在祂裡面受了印記，直到得贖的日子。一旦那靈
進入我們裡面，祂就一直與我們同在。即使我們得罪祂，祂仍在我們裡面。我們不會
與那靈分開，但我們的確會叫祂憂愁。我們已經受了聖靈為印記，這種印塗要繼續進
行，直到得贖的日子。這種印塗將神聖的元素帶到我們裡面。一天過一天，神聖的元
素要加到我們裡面，使我們裡面神聖的標記更加明顯。不僅如此，神對我們的主權也
越過越得以加強。至終，這種印塗會使我們的身體得贖，就是我們的身體改變形狀。
我們不該是叫這印塗的靈憂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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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與實際
例九
馬可福音裡記載的那一個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婦人，‘她聽見耶穌的事，就從後頭來，雜在眾人
中間，摸耶穌的衣裳，…於是她血漏的源頭，立刻幹了；她便覺得身上的災病好了。’那時主
怎麼感覺呢？主說，‘誰摸我的衣裳？’門徒怎麼說呢？他們說，‘你看眾人擁擠你，還說誰
摸我麼？’（五27～31。）在這裡給我們看見有兩班人－摸主的人和擠主的人。擠主的人只能
擠著肉身的基督，摸主的人才摸著了實際的基督。擠主的人，好像是主所不覺得的人；摸主的
人，是一摸就為主所覺得的人。何等可惜，擠主的人是那麼多，而摸主的人只有一個！主說，
‘我對你們說實話，當以利亞的時候，天閉塞了三年零六個月，遍地有大饑荒，那時，以色列
中有許多寡婦；以利亞並沒有奉差往她們一個人那裡去，只奉差往西頓的撒勒法，一個寡婦那
裡去。先知以利沙的時候，以色列中有許多長大麻瘋的；但內中除了敘利亞國的乃縵，沒有一
個得潔淨的。’（路四25～27。）這也和那一個患血漏的婦人得醫治的故事一樣。不是距離遠
近的問題，不是時間久暫的問題；問題是誰是在那裡擠，誰是在那裡摸著實際。人如果沒有摸
著那一個實際，就是擠到主的面前來，就是緊緊擠著主，他那個人也不會改變。
所以憑著外貌認識基督，就永遠不能認識祂。必須有啟示，人才能認識祂，我們必須記得，認
識基督，不是憑著我們外面的視覺、聽覺、觸覺，認識基督是聖靈作的事。人如果沒有聖靈，
就不認識基督的實際。人如果沒有聖靈，就是把主耶穌的歷史都背熟了，就是曾擁擠過主耶
穌，曾聽見過主耶穌的聲音，也跪在主耶穌的面前求問過，他還是沒有摸著主耶穌在神面前的
實際。
主說，‘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約六63。）所以，人如果摸著聖靈，就
必定得著生命；不可能人摸著聖靈而得不著生命。是出乎靈的，必定是生命。人摸著實際，人
就得著生命。許多的問題就在這裡發生：有的人對於主的知識是書本上讀來的，有的人對於主
的知識是從別人那裡聽來的；是讀來的也罷，是聽來的也罷，都不見得是摸著主自己。那一個
基督，實際的基督，不是人所讀來的基督或者聽來的基督所能比擬的；那一個基督，除了在聖
靈裡才能認識之外，再也沒有另外的方法能認識祂。
有許多基督不免灰心，好像他的信仰不靈，他說，‘我聽道聽了多少年，我知道得很多，但是
不靈、不中用。’緣故在那裡？就是因為沒有摸著實際。人用肉體的手去摸基督，是永遠不發
生效力的。不是有能力通到擠祂的人身上去，乃是有能力通到用信心去摸祂的那一個女人的身
上去。有的人擠著祂，卻沒有摸著祂；有的人卻是摸著祂了。信仰的靈不靈，就是在乎有沒有
有摸著實際。
我們必須知道，肉身的基督，是肉體的手所能摸著的，是肉體的眼睛所能看見的，是肉體的耳
朵所能聽見的；但是，在聖靈裡的基督，人只有在聖靈裡才能摸著。摸著肉身的基督，並不就
是摸著在聖靈裡的基督。當主耶穌活在地上的時候，人對於祂就已經有外面的認識與裡面的認
識的不同，今天我們對於主的認識也是如此。所以問題是在於你到底憑著什麼認識基督。如果
你在神面前有一天真的借著聖靈認識了基督，摸著了在屬靈實際的那一個基督，你即使不會
講，不會解釋，但是你裡面知道。裡面一知道，所有可疑惑的問題都不疑惑了。所以我們要求
主叫我們對於主有一個真的認識，真的看見，叫我們認識主，不是由於自己，不是由於血肉的
指示，乃是由於在天上的父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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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所有語言和會所的主日聚會都在ZOOM線上聚集。因新冠封鎖，所有主日聚會都於上午十點在ZOOM聚集。Zoom
號碼和鏈接都在召會網站上並列於下面:

一會所英語

Zoom號 碼

206 707 2883

- - 點擊

Zoom號碼839 2066 0944 - -點擊https://us02web.zoom.us/j/83920660944 (若沒有另行
通知一會所華語集中，請在一會所各區排線上聚會。)
二會所華語
Zoom號碼 612 463 3001 - - 點擊 https://us02web.zoom.us/j/6124633001
三會所華語
Zoom 號碼 411 038 815 - - 點擊 https://us02web.zoom.us/j/411038815
三會所英語
Zoom 號碼 711 949 0475 - - 點擊https://us02web.zoom.us/j/7119490475
四會所英語
Zoom號碼 858 119 770 - - 點擊 https://us02web.zoom.us/j/858119770
四會所韓語
Zoom號碼573 005 3784 密碼Password: 1234 - 點擊https://us02web.zoom.us/j/5730053784?pwd=YTNWL2RnM0dHU1FsUE1uaHhXcGR6QT09
五會所英語/華語
Zoom號碼 307 581 1529 - -點擊 https://us02web.zoom.us/j/3075811529 密碼
Password: hall 5
一會所華語

報告事項(續):
1.
“召會生活之恢復極重要的因素
信息登在奥克蘭召會網
頁上。
2. 本週閱讀進度：倪柝聲弟兄所著的“初信造就-中册”- 第32篇“夫婦”。
3. 主日兒童在缐聚會(11月28日主日下午12:30-1:30）ZOOM鏈接https://
us02web.zoom.us/j/83066802273?
pwd=c1pKa2NZTUhhdEp0akRidGlOYTRTdz09 主題Topic: 主日兒童聚會
Lord's Day Children's Meeting。 時間 Time: Nov 28th 2021 12:30
PM。聚會號碼Meeting ID: 830 6680 2273。 密碼Passcode: JesusLoves。
4. 預習明年初在奧克蘭舉行的下個水流職事錄影訓練主題：撒母耳記上下。
每週閱讀進度：生命讀經笫 7 至 9 篇。
5. 華語福音聚會: 於 12 月 4 日週六晚上 7:30 舉行在線福音聚會，福音主
題《最大的
福》。Topic: 12 月 04 日（週六）奧克蘭召會華語福
音聚會 https://
us02web.zoom.us/j/85428602978?
pwd=NUNISStpaEJ2cFpkTGVia3hYdC8yQT09
聚會號碼 Meeting
ID: 854 2860
2978
密碼 Passcode: hall3
6. 華語福音聚會: 於12月11日週六晚上7:30舉行在線福音聚會。主題Topic: 福
音聚會-我知誰掌管明天. 時間Time: Dec 11, 2021 07:30PM聚會號碼
Meeting ID: 859 4563 3547 密碼Passcode: hall1 ZOOM鏈接 https://
us02web.zoom.us/j/85945633547?
pwd=Yi96ek9mYlJKdkFwSDh3SWZlWXpyQT09
7. 一會所華語集中禱告聚會於 11 月 30 日週二晚上 7:30 在線舉行。聚會號
碼 Meeting ID: 898 1017 5060 密碼 Passcode: 260987 ZOOM
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89810175060?
pwd=Ymx3dU8yQjNmaGJNazIvbTZ5QWxXZz09
8. 全召會集中聚會（並年度大會）：於 12 月 19 日週日晚上七點至八點十五分
我們在 Zoom 缐上聚集有全召會的交通，之後有在奧克蘭召會社團法人的年
度大會（A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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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續):
主日聚會
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節 因為無論在那裡，有兩三個人被聚集到我的名裡，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

今天暫停一次復習初信造就。
所有主日聚會在ZOOM線上舉行(直到另行通知)。
各會所或語言組的線上聚會鏈接登在報告事項上端或召會網頁上。

3.

實行召會擴增與開展的新路 ■ 簡介
書房
家乃是新約中所啟示召會擴增與開展的路。按照新約聖經，召會
專欄
生活一起頭，信徒就挨家挨戶聚集。主升天前對門徒的吩咐乃
是：『你們要去。』所以，我們應該 走出去，在人的家中設立聚
會，將基督豐富的供應帶到人的家裏。
要成功的實行這種家聚會，需要學習許多實際的要點：如何組成探訪小組，
如何實行傳福音的新路，把聚會帶到人的家裏，向人陳明福音和真理，學習
使用聖經恢復本和書報，抓住機會帶領人呼求主、禱告並相信，指示人受
浸，激發家中每一位參與聚會，帶
電話：8151323
領人唱詩、禱讀、認罪、被聖靈充
Email:atbr@xtra.co.nz
滿，並成全人在聚會中分享和見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證。實行家聚會，纔是神命定的聚
上午9：30－下午5：00
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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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奧克蘭的召會生活統計一覽表
區 別

目標

主日

召會
生活

申言

岀訪
人數

被探
訪者

101H1C

90

54

67

21

1

1

106C

30

54

58

117C

26

23

一會所
小計

146

301C

小排 禱告 晨興
51

40

54

15

47

16

25

41

9

32

16

17

131

166

45

130

72

96

25

23

21

9

14

12

20

302C

13

11

12

5

7

7

10

303C

25

16

19

8

19

13

12

305C

26

26

25

10

22

12

306C

25

12

15

0

11

11

5

307C

22

11

13

0

12

8

4

308C

23

20

22

0

21

7

15

309C

20

16

16

10

10

4

4

310E

24

32

32

11

10

10

311C

22

17

20

14

11

10

15

三會所
小計

225

184

195

67

137

94

85

1

2

2

1

1

1

奉獻
包數

奉獻金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