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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 06/21 

背诵经节 

约翰一书 1:2 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

现在又作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

生命传与你们。 

相关经节 

约翰一书 1:2-3 

1:2 （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作

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与

你们；） 

1:3 我们将所看见并听见的，也传与你们，使你们也可

以与我们有交通；而且我们的交通，又是与父并与祂儿

子耶稣基督所有的。 

哥林多前书 1:9；10:16-17 

1:9 神是信实的，你们乃是为祂所召，进入了祂儿子我

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 

10:16 我们所祝福的福杯，岂不是基督之血的交通么？

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基督身体的交通么？ 

10:17 因着只有一个饼，我们虽多，还是一个身体，因

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 

哥林多后书 13:11，14 

13:11 末了，弟兄们，要喜乐，要被成全，要受安慰，

要思念相同的事，要和睦，如此那爱与和平的神，必与

你们同在。 

13:14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

们众人同在。 

哥林多前书 6:17 

6:17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建议每日阅读 

（我们需要看见）众召会内在的交通，为着众召

会生机的关系。“交通”一辞在原文的意思是一同参与，

共同分享。这是非常甜美的辞，但我们的语文中很难找

到正确、准确、充分和同等的辞句。……其正确意义已

经被……破坏了。对一些人而言，交通乃是“社交”。

很多人……有敬拜的形式，但他们主要的兴趣是彼此社

交。我们必须丢弃这样堕落的观念。我们对“交通”的

领会，应当照着神纯净的话语。 

众召会内在的交通，乃是在基督生机身体的众肢

体之间，并经过他们的神圣生命之流（约壹一 1～4）

（生机建造的召会作基督的身体成为经过过程并分赐之

三一神的生机体，五七至五八页）。 

（在约壹一章一至四节），约翰将他所看见并听

见的传与我们。他听见过，看见过，甚至摸过这生命的

话（1），就是永远的生命。如今他作见证，并将永远

的生命传与我们（2）。约翰接着又说，他将所看见并

听见的，传与我们，不是使我们有“生命”，乃是使我

们有“交通”（3）。……这时，约翰用另一个辞顶替

“生命”这辞。（使徒们）看见并听见生命，他们也传

生命，但是带着很强的目的。约翰的意思是说，“我们

将生命传与你们，是带着很强的目的，使你们可以与我

们有交通。”……“我们”是指使徒们。“我们”的交

通，就是使徒的交通，乃是与父并与祂儿子耶稣基督所

有的。使徒们将子作生命传给我们，使我们可以与他们

分享这交通。然后，在四节，约翰说，“我们写这些事，

是要叫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使徒欢喜看见信徒也有

他们所有的。他们所有的乃是与父并与祂儿子的交通。 

当我们研究约翰一书头四节里交通的意义时，有

三个主要的点是我们需要看见的。第一，交通是出于神

圣生命的东西。第二，这交通是使徒的交通。第三，使

徒盼望看见信徒有分于这交通。当我们说这交通是出于

神圣生命的东西，我们的意思是说，这交通是神圣生命

的流，是永远生命的流出，事实上也就是在所有接受并

拥有神圣生命的信徒里面永远生命的流。 

神圣的生命是流通的。圣经的结束，就是启示录

最后一章，给我们一幅相当有意义的图画。那里有神和

羔羊的宝座（二二 1）。从这宝座出来一道流，就是生

命水的流，而这流乃是一道河。 

我们如果细想人体里的血液循环，或许能帮助我

们明白这个交通，就是神圣生命的这个流。我们身体里

只有一个血液循环，这个循环达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肢

体。我们身上没有一个肢体是向着别的肢体独立自治的。

身体所有的肢体都有分于这一个血液循环。肢体虽多，

血液的流通却只有一个。人体的内在元素乃是血液。这

个在人体里的血液循环，乃是在基督身体里内在交通的

一幅图画（生机建造的召会作基督的身体成为经过过程

并分赐之三一神的生机体，五九至六二页）。 

团体追求 

《真理信息》第五章 为着一圣别人的真理（自高～持

守真正的一） 

 

 

 

 

周二 06/22 

背诵经节 

约翰一书 1:3 我们将所看见并听见的，也传与你们，

使你们也可以与我们有交通；而且我们的交通，又是与

父并与祂儿子耶稣基督所有的。 

相关经节 

约翰一书 1:3 

1:3 我们将所看见并听见的，也传与你们，使你们也可

以与我们有交通；而且我们的交通，又是与父并与祂儿

子耶稣基督所有的。 

启示录 22:1 

22:1 天使又指给我看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使徒行传 2:42 

2:42 他们都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持续擘

饼和祷告。 

提摩太前书 1:3-4 

1:3 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

咐那几个人，不可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 

1:4 也不可注意虚构无稽之事，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

只引起辩论，对于神在信仰里的经纶并无助益。 

腓立比书 2:1-2 

2:1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鼓励，若有什么爱的安慰，

若有什么灵的交通，若有什么慈心、怜恤， 

2:2 你们就要使我的喜乐满足，就是要思念相同的事，

有相同的爱，魂里联结，思念同一件事， 

哥林多前书 3:6-7 

3:6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长。 

3:7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

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建议每日阅读 

交通乃是永远生命的流出，并且实际上，就是所

有已经接受并得着神圣生命之信徒里面永远生命的流。

这是新耶路撒冷里生命水的流所描绘的（启二二 1）。

因此，所有的真信徒都在这交通里（徒二 42）。这交

通是凭我们重生之灵里的那灵而得继续的，因此称为圣

灵的交通（林后十三 14）和（我们）灵的交通（腓二

1）。我们信徒乃是在这永远生命的交通里，有分于父

与子所是并为我们所作的一切；这乃是我们借着那灵的

交通，享受父的爱和子的恩（林后十三 14）。这样的

交通……称为使徒的交通（徒二 42），以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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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使徒）的交通”（约壹一 3），就是与父并与祂儿

子耶稣基督的交通（圣经恢复本，约壹一 3 注 3）。 

与使徒有交通，在使徒的交通里，并在使徒的交

通里与三一神有交通，乃是放下我们个人的利益，联于

使徒和三一神，为着完成神的定旨。……我们有分于使

徒对三一神的享受，就是联于使徒和三一神，以完成神、

使徒和所有信徒所共有三一神的神圣定旨（圣经恢复本，

约壹一 3 注 3）。 

众召会内在的交通是使徒唯一的交通，乃是基督

生机身体众肢体独一并普遍的交通（徒二 42）。这流

先是神圣三一之神圣生命的交通。然后这交通传到使徒

们，他们是在地上的头一班信徒中间。所以，这流成了

使徒的交通。……在那些早期的日子，所有的信徒都坚

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他们只有一个教训，一

个交通。使徒作了美好的工作，将神圣的生命分赐到人

里面，并将他们带进这神圣生命的流。这流，这交通，

就成了初信者的交通。他们的交通乃是使徒的交通，而

使徒的交通就是三一神的交通。 

我们必须认识，今天在宇宙中有一道流，就是神

自己作生命水，从三一神流出，经过使徒并流到我们里

面。……当我们传福音，而听我们所传的人接受了主耶

稣时，我们就是在给他们“注射”生命的水。当他们接

受了生命的水，他们就被带进这奇妙的交通里。 

每逢我们遇见真信徒，不论他的国籍、种族是什

么，总有个东西在我们里面“跳跃”。这种经历就好比

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去看施浸者约翰的母亲以利沙伯时所

发生的事。当以利沙伯听到马利亚问安，她所怀的胎就

在她腹里跳动（路一 41）。……施浸者约翰一遇见救

主就欢腾跳动（44），那时他们两人仍在母腹里。……

今天我们是有主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母亲”，……我们

必须顺着我们里面的“跳跃”。这个里面的“跳跃”就

是内在的交通（生机建造的召会作基督的身体成为经过

过程并分赐之三一神的生机体，六四至六五页）。 

团体追求 

《真理信息》第五章 为着一圣别人的真理（留意那些

造成分立的人～拒绝分门结党的人） 

 

 

 

 

 
 

周三 06/23 

背诵经节 

约翰一书 1:6-7 我们若说我们与神有交通，却在黑暗

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但我们若在光中行，

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祂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

我们一切的罪。 

相关经节 

约翰一书 1:6-7 

1:6 我们若说我们与神有交通，却在黑暗里行，就是说

谎话，不行真理了； 

1:7 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

祂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马可福音 12:30-31 

12:30 “你要全心、全魂、全心思并全力，爱主你的

神。” 

12:31 其次，“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再没有别的诫命

比这两条更大的了。 

启示录 1:10 

1:10 当主日我在灵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

说， 

哥林多前书 16:18 

16:18 他们使我和你们的灵都畅快。这样的人你们务要

赏识。 

罗马书 13:8，10，14 

13:8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

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13:10 爱是不加害与邻舍的，所以爱乃是律法的完满。 

13:14 总要穿上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打算，去放纵

私欲。 

加拉太书 5:13-14 

5:13 弟兄们，你们蒙召原是为得自由；只是不可将自

由当作放纵肉体的机会，倒要凭着爱互相服事。 

5:14 因为全律法都在“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一句话

之内，得以完全了。 

建议每日阅读 

约壹一章二至三节及六至七节启示，神圣生命的

交通有垂直的一面，也有平面的一面。垂直的一面是指

我们与三一神的交通，平面的一面是指我们彼此之间的

交通。 

在使徒们将永远的生命传给罪人以前，使徒们自

己已经与父并与祂的儿子耶稣基督有垂直的交通了

（3）。……当使徒们将永远的生命传与别人时，他们

就经历神圣交通平面的一面（三一神作三部分人的生命，

一六八页）。 

神圣交通平面的一面是凭着人的灵。神圣交通垂

直的一面是凭着神圣的灵，就是圣灵（林后十三 14，

提后四 22）。用“凭着”这辞实际上不够强，并不足

以表达我们的意思。那灵不是仅仅与交通有关，联于或

调和于交通里。那灵本身就是交通，因为交通就是那灵

的流。这就好比说，电流就是电的本身。电流就是流动

的电。当电中止，电流也中止。同样的，林后十三章十

四节所说“圣灵的交通”，就是那灵在运行。 

我们……凭着人的灵，进入神圣交通平面的一面

（腓二 1，启一 10）。……平面的交通把我们引进垂直

的交通中。如果两位弟兄操练他们的灵，有真正、正确、

平面的交通，他们至终会被引进非常诚恳、真挚的代求

里。当他们一同祷告时，神圣交通的两方面就交织在一

起了。……这种交织的交通乃是真实的交通。 

你若花充分的时间与主有垂直的交通，就会急切

想见别的圣徒，好与他们有交通。你一旦借着祷告而与

圣徒有了交通，你就再次被带进与主垂直的交通里。你

与圣徒们平面的交通，带你进入与主垂直的交通里。然

后，你与主的交通就把你带进与圣徒们平面的交通里。

因此，这两面总是交织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两面总是

互相交错进行的。 

正如电流就是电的本身，照样，神圣生命的交通，

神圣生命的流通，就是神圣生命的本身。……我们基督

徒的生活乃是神圣生命交通的生活。新约启示，基督徒

的聚会、基督徒的婚姻生活以及基督徒的工作，就是神

圣的交通。 

至终，在这神圣的交通中，神就与我们交织在一

起。这交织就是神与人的调和。所有的聚会都该是垂直

与平面两面交织的交通。我们的婚姻生活也应该是交织

的交通。夫妻不该单单彼此有交织，也该与主有交

织。……我们一同配搭和工作，也该是神圣的交通。 

我们必须领悟，当交通没有了，神也消失了；神

乃是作为交通而来。……今天众地方召会之间不够有交

通，众召会没有在交通中完全是一。……我们需要借着

二灵，完全进入神圣交通两面的经历（三一神作三部分

人的生命，一七五、一七七、一七九至一八二页）。 

团体追求 

《真理信息》第六章 为着一迁到神里面被圣别（开

头～借着圣别从自己里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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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 06/24 

背诵经节 

以弗所书 1:22-23 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并使祂向着

召会作万有的头；召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

万有者的丰满。 

相关经节 

哥林多前书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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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书 1:22-23 

1:22 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并使祂向着召会作万有的

头； 

1:23 召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

满。 

哥林多前书 12:11，18 

12:11 但这一切都是这位独一且同一的灵所运行，照着

祂的定意个别分给各人的。 

12:18 但如今神照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置在身

体上了。 

以弗所书 4:17，29，32 

4:17 所以我这样说，且在主里见证，你们行事为人，

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 

4:29 败坏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按需要说建造人

的好话，好将恩典供给听见的人。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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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传 9:31 

9:31 那时全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遍处的召会得平

安，被建造，在对主的敬畏并圣灵的安慰中行动，人数

就繁增了。 

建议每日阅读 

众召会生机的关系乃是独一召会（由所有地方召

会所组成的宇宙召会）的独一关系（林前十二 28）。

今天在主的恢复里，……地方召会虽然多，但独一的、

宇宙的并内在的交通只有一个，这交通是为着众召会生

机的关系。 

每一地方召会的长老应当考虑他们与其他召会有

何种关系。他们的关系是否只限于他们当地的弟兄，还

是他们与主恢复中的众召会都有交通？……两处召会在

地理上可能很接近，……（却）可能不愿意让对方知道

各自的事。……各召会的关系应当是神圣生命独一、普

遍的交通。在这交通里，除了一些牵涉到个人隐密和私

人事件的例子之外，众召会不该有任何私下的事（生机

建造的召会作基督的身体成为经过过程并分赐之三一神

的生机体，六九至七○页）。 

众地方召会是一个召会。……众召会的关系不是

组织的。众召会的关系必须是生机的，是照着神圣生命

并基于神圣生命之生机交通的。我们若持守这个看见，

就会免去许多的难处。 

当头一批使徒在地上时，众召会在生机里是一。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召会开始堕落并分裂。……在正

确的意义上，众召会都应当是“大公”的，都应当普遍

是一。然而，“大公”一辞已经被滥用了。大公教（即

天主教）造出庞大的……阶级制度。……这种阶级抹煞

了基督为首的身分。我们应当恨恶这种阶级的实行。 

当弟兄们被兴起时，他们强烈地攻击天主教的阶

级实行。然而，弟兄们至终因着他们道理上的教训而分

裂。……有一位教师，名叫兰格（G. H. Lang），他反

对达秘，教导说每一地方召会应当自治；这种自治的教

训毁了弟兄们，造成一再的分裂。 

我们只该注意实行召会作三一神生机体的身体生

活。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不实行自治，也不实行联治。

我们只有一个实行，就是基于在基督身体中独一并普遍

的交通。在一个地方上的召会不该有一种态度，认为他

们与别地召会没有关系。……众召会不该在彼此之间实

行一种分开、自治的关系。众召会实行联治的关系也是

错的。我们应该实行基于基督身体独一并普遍之交通的

关系。 

众召会生机的关系，是基于基督生机身体众肢体

之间独一并普遍的交通（参腓二 1）。这种生机的关系

是在众召会之间独一并普遍的实行；众召会乃是基督独

一生机的身体，就是宇宙中独一的召会（生机建造的召

会作基督的身体成为经过过程并分赐之三一神的生机体，

七二至七四页）。 

团体追求 

《真理信息》第六章 为着一迁到神里面被圣别（借着

话和灵得以圣别～学习对付我们的意见） 

 

 

 

 

 

 

周五 06/25 

背诵经节 

哥林多前书 12:24-25 至于我们俊美的肢体，就不需要

了。但神将这身体调和在一起，把更丰盈的体面加给那

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体上有了分裂，总要肢体彼此同

样相顾。 

相关经节 

哥林多前书 12:24-25，12-13，27 

12:24 至于我们俊美的肢体，就不需要了。但神将这身

体调和在一起，把更丰盈的体面加给那有缺欠的肢体， 

12:25 免得身体上有了分裂，总要肢体彼此同样相顾。 

12:12 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身体上一

切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 

12:13 因为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或

自主的，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且都

得以喝一位灵。 

12:27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作肢体。 

以弗所书 4:3 

4:3 以和平的联索，竭力保守那灵的一： 

约翰福音 17:21-23 

17:21 使他们都成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

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17:22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成为

一，正如我们是一一样。 

17:23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被成全成为

一，叫世人知道是你差了我来，并且知道你爱他们如同

爱我一样。 

哥林多后书 4:16-17 

4:16 所以我们不丧胆，反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

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 

4:17 因为我们这短暂轻微的苦楚，要极尽超越地为我

们成就永远重大的荣耀。 

建议每日阅读 

在身体的生活里，要和谐、调和、调整、相调并

调节，我们就必须经过十字架，凭着那灵，为着基督身

体的缘故，将基督分赐给别人。同工和长老必须学习被

除去。无论我们作什么，都该凭着那灵，分赐基督。再

者，无论我们作什么，都不该为着我们的利益，并照着

我们的味道，而该为着召会。 

一位同工要作什么，就该与其他同工交通。长老

该与其他长老交通。交通调节我们，交通调整我们，交

通使我们和谐，交通把我们调在一起。……若没有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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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同配搭的圣徒交通，我们就不该作什么。交通要求

我们要作什么的时候先停下来。在召会生活里、在主的

工作中，我们在配搭里都必须学习，没有交通就不要作

什么（神圣奥秘的范围，一○一页）。 

在我们中间，该有基督身体所有个别肢体的调和，

在某些地区内众召会的调和，众同工的调和，以及众长

老的调和。调和的意思是，我们总该停下来与别人交通。

这样，我们会得着许多益处。我们若将自己孤立隔离，

就会失去许多属灵的益处。要学习交通，要学习被调和。

从现在起，众召会该经常来在一起相调。我们也许不习

惯，但我们开始相调几次以后，就会尝到那个味道。在

保守基督宇宙身体的一上，这是最有帮助的（神圣奥秘

的范围，一○一至一○二页）。 

召会生活实行的秘诀，第一，就是在地方召会中

的同心合意。第二，召会生活实行的秘诀，是在宇宙身

体里的一（弗四 3，约十七 11、21～23）。……众地方

召会之间独一的关系、交通和相调，应当要尽实际上所

许可的，没有州、省和国的界限。如果因任何一种界限

而分，召会就不再是一个身体，而变成一个尸首了。分

裂的身体乃是尸首。 

在各区的众召会愿意相调为一么？……我们可能

喜欢独立，而以地方为借口。我不是教导众地方召会都

要联合成为联合会，就像美国五十州的联邦政府一样。

我是在给你们看见，圣经启示我们，众圣徒和众召会乃

是一个身体。没有人能否认这事。 

今天不像在保罗的时候，现在几乎到任何一个地

方的交通和通讯都非常便利。因此，今天众召会应当比

保罗的时候更相调。照着圣经的启示，也照着现代的便

利，我们应当是一，我们也应当尽实际上所许可的调在

一起。 

邻近召会要尽可能地集调并一起行动，而又不废

除在事务上地方的行政。我们调在一起，不应当徒有其

名；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行动。地方的行政还是存在，但

是在属灵的元素上，众召会都该相调为一（一个身体和

一位灵，二○至二二页）。 

团体追求 

《真理信息》第六章 为着一迁到神里面被圣别（在三

一神里面的一～在父荣耀里的一） 

 

 

 

 

周六 06/26 

背诵经节 

启示录 1:11 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寄给那七个召

会：给以弗所、给士每拿、给别迦摩、给推雅推喇、给

撒狄、给非拉铁非、给老底嘉。 

 

相关经节 

启示录 1:11 

1:11 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寄给那七个召会：给

以弗所、给士每拿、给别迦摩、给推雅推喇、给撒狄、

给非拉铁非、给老底嘉。 

哥林多前书 16:19 

16:19 亚西亚的众召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

在他们家中的召会，在主里多多地问你们安。 

罗马书 14:3 

14:3 吃的人不可轻视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可审判

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 

彼得前书 4:8-9 

4:8 最要紧的，是彼此热切相爱，因为爱能遮盖众多的

罪。 

4:9 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 

罗马书 15:7 

15:7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使荣耀归与神。 

歌罗西书 3:10-11，15 

3:10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像渐

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 

3:11 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

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

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3:15 又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仲裁，你们在一

个身体里蒙召，也是为了这平安；且要感恩。 

罗马书 15:25-26 

15:25 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 

15:26 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对耶路撒冷圣徒中

的穷人有些交通。 

建议每日阅读 

主将亚西亚的七个召会调和为一，用整卷启示录，

个别地和团体地写给他们一封总的书信（一 4、11，二

1～三 22）。一面说，主写给每一个召会一封书信；另

一面说，主把七封书信摆在一起，作为一封给七个召会

的总书信。至终，七处召会都得着同一个东西。启示录

给我们看见，一城应当只有一个召会。启示录也启示，

众召会也应当集体的是一。这该清楚地给我们看见，在

主眼中众召会乃是一。主只有一个身体。为了使众召会

在地上存在，我们必须分散，但我们的分散不该成为基

本的因素，使我们分开，好像分裂一样。若是可能，最

好我们全都来在一起而不分散（一个身体和一位灵，二

四至二五页）。 

我们中间有些圣徒从一地到另一地，从一处召会

到另一处召会，想要找一个合乎他们偏好和口味的召会。

这种态度是冒犯人的；这触犯了基督的身体。我们不该

对我们所在的召会有任何要求。我们必须谦卑自己，服

在我们所在的召会之下。不仅如此，我们必须尽力避免

任何不和。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林前五 6～7），

所以我们必须有警觉。在地方上，我们必须同心合意，

没有任何意见，我们也必须在宇宙的身体里保守一。 

使徒保罗将歌罗西和老底嘉这两处召会调和为一，

写给他们共同的书信（西四 16）。他写了一封信给在

歌罗西的召会，并嘱咐他们要让在老底嘉的召会也读那

封信。他也写了一封信给老底嘉，并叫老底嘉让歌罗西

也读。……使徒保罗在问安时，（也）实行众召会之间

身体的交通（罗十六 1～16、20～24）。 

为着主在祂恢复里，在地方一面并宇宙一面的行

动，我们都需要在同心合意里有身体的感觉，并在一里

以身体为中心（一个身体和一位灵，二五至二七页）。 

罗马（十四至十六）章给我们看见……两件非常

重要的事……。第一就是效法使徒，将各地的召会带进

基督身体的交通里（十四 3，十五 7～9、25～33）。第

二就是跟随使徒的脚踪，将众圣徒带到基督身体全体相

调的生活中。 

我们必须有基督身体交通和相调的实际，否则我

们无论怎么追求、单纯、谦卑，迟早总会出问题，甚至

会分裂。所以我们必须受身体之异象的控制，跟随使徒

的脚踪，将众召会的众圣徒带进基督身体全体相调的生

活中（经历神生机的救恩等于在基督的生命中作王，七

一、七六页）。 

相调的目的是要将我们众人引进基督身体的实

际。……我宝贵众地方召会，是因着一个目的：众地方

召会是将我带进基督身体的手续。众召会是身体，但众

召会也许没有基督身体的实际。因此，我们需要在众地

方召会里，使我们能被引进或带进基督身体的实际（关

于相调的实行，五至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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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生命的各方面—生命的交通 

（大本 533 首） 

1. 永远生命带来  生命的交通； 

在灵里的交通，使灵来推动。 

 

2. 永远生命赐给  神圣的交通； 

如此主灵与我，灵里同行动。 

 

3. 乃是灵里生命，带来这交通； 

在灵里的交通，使我蒙恩宠。 

 

4. 借着生命大能，能正确交通； 

在灵里的交通，带我到光中。 

 

5. 借血外面洗净，交通得维持； 

借膏里面涂抹，交通能充实。 

 

6. 借着十架工作，交通得加深； 

借着圣灵运行，交通得更新。 

 

7. 这一生命交通，使我脱自己； 

这一生命交通，带我进神里。 

 

 

 

 

 

 

 

 

 

 

 

 

 

 

 

 

 

 

 

 

主日 06/27 

背诵经节 

以弗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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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经节 

哥林多前书 12:3，20，22-23，26 

12:3 所以我要你们知道，在神的灵里说话的，没有人

说，受咒诅的，耶稣！若不是在圣灵里，也没有人能说，

主，耶稣！ 

12:20 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体却是一个。 

12:22 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似乎较为软弱的，更是不可

少的； 

12:23 身上肢体我们以为比较不体面的，就给它加上更

丰盈的体面；我们不俊美的肢体，就得着更丰盈的俊美； 

12:26 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

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欢乐。 

以弗所书 4:11-16 

4:11 祂所赐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申言者，有些是

传福音者，有些是牧人和教师， 

4:12 为要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职事的工作，为着建

造基督的身体， 

4:13 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

认识上的一，达到了长成的人，达到了基督丰满之身材

的度量， 

4:14 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为波浪漂来漂去，并为一

切教训之风所摇荡，这教训是在于人的欺骗手法，在于

将人引入错谬系统的诡诈作为； 

4:15 惟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

到祂，就是元首基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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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