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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 08/16 

背诵经节 

提摩太前书 3:15 倘若我耽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

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活神的召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相关经节 

提摩太前书 3:15 

3:15 倘若我耽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这家就是活神的召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约翰福音 14:6；18:37
下
 

14:6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实际、生命；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18:37
下
 ……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

也为此来到世间，为要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

就听我的声音。 

约翰一书 1:6-7；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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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 我们也晓得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悟性赐给我

们，使我们可以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

里面，就是在祂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

远的生命。 

约翰福音 1:17 

1:17 因为律法是借着摩西赐的，恩典和实际都是借着

耶稣基督来的。 

歌罗西书 2:2 

2:2 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在爱里结合一起，以致丰丰

富富地在悟性上有充分的确信，能以完全认识神的奥秘，

就是基督； 

建议每日阅读 

保罗用隐喻的说法，……说到召会是“真理的柱

石和根基”（提前三 15）。柱石支持建筑物，根基托

住柱石。召会就是这样支持真理的柱石，也是这样托住

真理的根基。这里的真理，是指照着神新约的经纶，在

新约里所启示，关乎基督与召会的真实事物。真理是神

新约经纶的实际和内容。这经纶由两大奥秘组成：基督

是神的奥秘（西二 2），以及召会是基督的奥秘（弗三

4）。基督与召会，头与身体，是神新约经纶之实际的

内容。召会是支持这一切实际的柱石，也是托住这一切

实际的根基。地方召会该是这样的建筑，托住、担负并

见证基督与召会的真理—实际（新约总论第十二册，二

三○页）。 

召会对于神有一个功能，就是把神的一切，就是

宇宙中的那个实际，也就是那真理托住。“实际”比

“真理”更达意，因为“真理”容易害意，常让人领会

成道理，以为召会是托着这些道理。不，召会不是托住

道理，召会乃是托着神所是的一切实际。宇宙间，只有

神是实际；祂所是的一切就是实际，这个乃是托在召会

身上。我们在这里作神的家，就是召会，并作神的家人，

乃是把神之所是一切的实际托在上面。 

召会所担负的真理就是三一神，以基督为具体化

身、中心和彰显，以产生召会作基督的身体、神的家和

神的国（西二 9，弗一 22～23，四 16，提前三 15，约

三 3、5）。真理，实际乃是基督，而基督是神的具体

化身。召会担负基督作实际；召会向全宇宙见证，基督

是实际，并且唯有基督才是实际（一 14、17，十四 6）。

召会作为柱石和根基，担负三一神的实际。召会不是为

道理站住，乃是为真理站住，真理就是三一神的实际

（新约总论第十二册，二三○至二三一页）。 

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宗派、自由团体或真正召

会生活的存在，都在于扎实的道理。若是没有扎实的道

理，就没有召会。 

甚至已往我偶尔也很强地指明，（灵恩运动中）

所谓的“灵”无法建造召会，扎实的真理或道理才能建

造。你建造怎样的召会，在于你教导怎样的真理，这是

必然的。从一九六二年开始，我们在美国这里非常强调，

众召会的建造不是仅仅借着道理，乃是借着基督、那灵、

生命。从那时开始，我们出版了许多论到真理的信

息。……历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基督、那灵和生命。在一

切的信息中，我们所定罪的乃是死的字句中虚空、死沉

的道理。然而我们完全晓得，要产生召会，使召会存在，

并且建造召会，我们必须陈明那满了基督、满了那灵、

也满了生命的扎实、活的真理。神实行祂经纶的路，乃

是使用祂的圣言（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二册，四一

○至四一一页）。 

团体追求 

《神在祂与人联结中的历史》第二篇 神在时间里的历

史（从创造宇宙，到白色大宝座前最终的审判—创一

1～启二十 15）（一）创造宇宙并审判撒但和宇宙（将

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在撒但背叛前，神原初所造的

宇宙） 

 

周二 08/17 

背诵经节 

约翰二书 1:4 我看到你的儿女，有照着我们从父所受

的诫命，在真理中行事为人的，就大大欢乐。 

相关经节 

提摩太前书 3:9 

3:9 用清洁的良心持守信仰的奥秘。 

约翰二书 1:4 

1:4 我看到你的儿女，有照着我们从父所受的诫命，在

真理中行事为人的，就大大欢乐。 

提摩太前书 2:1，3-4 

2:1 所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感

谢； 

2:3 这在我们的救主神面前，是美好且蒙悦纳的。 

2:4 祂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 

约翰福音 6:63 

6:63 赐人生命的乃是灵，肉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

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诗篇 119:130，93 

119:130 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蒙人通达。 

119:93 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辞，因你用这训辞将我救活。 

马太福音 4:4 

4:4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哥林多后书 3:6 

3:6 祂使我们够资格作新约的执事，这些执事不是属于

字句，乃是属于灵，因为那字句杀死人，那灵却叫人活。 

以赛亚书 40:8 

40:8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

定。 

建议每日阅读 

假定在地上人类中间，从来没有圣经这样一本书；

如果在已过二千年间，我们手中没有一本圣经，那么从

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一切就都在空中，没有一件事

是扎实的了。甚至与那灵有关的事也不会是扎实的。那

灵是在于话。这就是何以主说，祂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

灵（约六 63）。主所说的话乃是扎实的灵。……在不

计其数的事例中，每当人接触圣言，他们就得着那灵。

我们很不容易举出一件事例，给我们看见人摸着那灵，

就得着话；反而有许多事例给我们看见，人摸着话的时

候，就得着那灵。这是历史。历史已经确立一个原则，

就是迫切需要活的真理来产生召会，帮助召会存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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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建造召会（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二册，四一一至

四一二页）。 

最有益的著作和刊物，乃是生命读经的信息和恢

复本圣经的注解。我写这些东西不是为着学术研究，让

人得着学位，乃是为着供应生命、释放真理并解开圣经

的各卷。……主的恢复只为着恢复将经过种种过程的三

一神分赐到我们里面；而活的基督、那灵、生命与召会

乃是主恢复的重要内容。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找出其他书

籍，论到基督、那灵、生命与召会的恢复，是这么丰富，

这么光照人，这么滋养人。 

圣言本身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三十节说，

“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千百万本的圣经已

经分送出去，放在旅馆、家中和许多地方。今天几乎处

处都能看到圣经，但有谁进入了圣经？几乎没有。许多

人有圣经，但这本圣经对他们是封闭的，几乎从来没有

开启过。现在主给我们一把钥匙，一个开启的工具。我

认为我们的著作是开启圣言的工具。我相信你们读过生

命读经信息的人都能诚实地见证，这些信息与恢复本的

注解，给你们解开了圣经的某章或某卷。这不是顶替圣

经，乃是带领人进入圣经。 

基于这点，我觉得主的恢复长期在一个像美国这

样拔尖，满了文化、教育、科学知识和圣经知识的国家，

我们所必须应付的最大需要，乃是带领主恢复的圣徒进

入真理，好带着主的恢复往前。一个国家要强盛，必须

让人民接受正确的教育。 

长期来说，我们确实必须帮助主恢复里的圣徒进

入拔尖的属灵教育。……主恢复的标准在于我们所陈明

之真理的标准。真理要成为衡量和标准。 

我们需要找出一条路，带领主恢复里的圣徒，进

入有关神新约经纶真理的正确教育。我们需要在两面考

虑这件事—个人的一面和聚会的一面。我们必须在个人

一面立好根基，作为基础，然后顾到聚会的一面（李常

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二册，四一二至四一五页）。 

团体追求 

《神在祂与人联结中的历史》第二篇 神在时间里的历

史（从创造宇宙，到白色大宝座前最终的审判—创一

1～启二十 15）（一）创造宇宙并审判撒但和宇宙（审

判撒但和宇宙～作遮掩约柜的基路伯） 
 

 

 

 

周三 08/18 

背诵经节 

提摩太后书 2:15 你当竭力将自己呈献神前，得蒙称许，

作无愧的工人，正直地分解真理的话。 

相关经节 

提摩太后书 2:15 

2:15 你当竭力将自己呈献神前，得蒙称许，作无愧的

工人，正直地分解真理的话。 

约翰三书 1:4，3，8 

1:4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在真理中行事为人，我的喜乐就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1:3 有弟兄来见证你持守真理，就是你在真理中行事为

人，我就大大欢乐。 

1:8 所以我们应该款待、供应这样的人，使我们能成为

在真理上的同工。 

提摩太前书 4:6 

4:6 你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在信仰的话，并你向来所紧紧跟随善美教训的话上，得

了喂养。 

约书亚记 1:8 

1:8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默想，好使你

照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谨守遵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

以亨通，你也必凡事顺利。 

诗篇 119:10-11 

119:10 我全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诫命。 

119:11 我将你的话珍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箴言 23:23 

23:23 你当买真理，不可出卖；要买智慧、训诲和聪明。 

提摩太后书 3:16-17 

3:16 圣经都是神的呼出，对于教训、督责、改正、在

义上的教导，都是有益的， 

3:17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备，为着各样的善工，装备齐

全。 

建议每日阅读 

提前三章十五节说，召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按古时的建筑学，建筑物是以柱石支撑，而柱石是安在

根基之上。召会是担负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的柱石

和根基不是长老，而是召会，包括每一位弟兄姊妹。召

会的每一个肢体都是担负真理之柱石的一部分。每当新

人或年幼者提出真理问题，我们众人都应当能答复。有

人也许问什么是圣别。我们不仅该知道圣别就是基督，

也该能找出经节来证明（林前一 30）并解释。 

然而，很多圣徒虽然认识了某些真理，他们的认

识却不够彻底或充分。召会要刚强，每一位弟兄姊妹都

必须借着学习真理、经历真理，能以讲说真理，而担负

真理（李常受文集一九七八年第三册，三○三至三○四

页）。 

我们每一位都是召会的活肢体，有活神在我们里

面。召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含示召会的每一个肢

体都该认识真理。我们需要下决心学习真理。青年圣徒

若没有这个决心，召会就没有前途。召会要扩展出去，

到新的地方，就需要有能够担负责任的领头者。我们缺

乏这样的人，因为在日常的召会生活中，我们没有学习

真理，也没有实行真理。我们若在日常的召会生活中学

习真理并实行真理，每一个肢体就都能担负一些责任。

这样，无论我们扩展到哪里，都不会有问题；每一个地

方召会都会是刚强的（李常受文集一九七八年第二册，

八四八至八四九页）。 

凡是经过各种试验，不仅绝不动摇，并且绝不受

影响的人，对主的恢复乃是真正的益处。无论遭受什么

风暴，他们总是坚定不移，并且与主一同往前，现今仍

然在这里；他们没有成为破坏或难处。凡是这样的人，

都是爱主的话，并且在真理上有稳固根基的人。无论在

积极方面或消极方面，都没有例外。凡是成为难处的人，

在主的话上绝没有扎实的根基。 

我们必须尽所能地使自己进入（生命读经信息），

且使这些真理构成到我们里面。这无法在短时间内作成，

但必须是我们的实行。我也有负担叫所有领头的人，无

论是长老或是领头服事的人，都有真正的负担为所在地

的圣徒祷告，使主激起他们的兴趣，激起他们寻求的心，

激起他们的灵，在主的真理上寻求祂。真理不在别处，

只在圣经里，而圣经需要一个开启的工具。我们必须带

领众圣徒有真正、正确、适当的体认，他们需要圣经，

也需要生命读经信息和恢复本的帮助。 

我们应该帮助众圣徒建立一种实行或习惯，每天

至少花半个小时在主的话上。你可以早晨花十分钟，晚

上花十分钟，就寝前再花十分钟。我们都需要建立这样

一种习惯，每天至少花半个小时进入主的话（李常受文

集一九八四年第二册，四一五至四一八页）。 

团体追求 

《神在祂与人联结中的历史》第二篇 神在时间里的历

史（从创造宇宙，到白色大宝座前最终的审判—创一

1～启二十 15）（一）创造宇宙并审判撒但和宇宙（他

背叛神～他背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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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 08/19 

背诵经节 

约翰福音 1:14 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

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我们也见过祂的荣耀，正是

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 

相关经节 

提摩太前书 3:16 

3:16 并且，大哉！敬虔的奥秘！这是众所公认的，就

是：祂显现于肉体，被称义于灵里，被天使看见，被传

于万邦，被信仰于世人中，被接去于荣耀里。 

约翰福音 1:14 

1:14 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地

有恩典，有实际。我们也见过祂的荣耀，正是从父而来

独生子的荣耀。 

歌罗西书 2:9 

2:9 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

面， 

约翰福音 1:1；14:10-11；12:24 

1:1 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 

14:10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么？我对你们

所说的话，不是我从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作

祂自己的事。 

14:11 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

然，也当因我所作的事而信。 

12: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

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约翰一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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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每日阅读 

提前三章十五至十六节陈明，基督是神显现于肉

体。……不仅主耶稣过去是神显现于肉体，今天召会也

该是神显现于肉体。……十六节的“敬虔”这辞，意思

是“像神”。因此，本节指明人可以有神的样子、彰显

和显现。本节上下文里“敬虔的奥秘”这辞，意思是神

在祂的奥秘里得以显现并彰显于肉体—人。……从“敬

虔的奥秘”转到“祂”，含示神在肉体的显现，基督，

就是敬虔的奥秘（西一 27，加二 20）（新约总论第十

二册，二一七页）。 

神的显现首先是在基督里，那是在肉体里个别的

彰显（提前三 16，西二 9，约一 1、14）。新约不是说，

只有神的儿子成为肉体，乃是启示神显现于肉体，指明

完整的神—父、子、灵—成为肉体。因此，基督成为肉

体就是整个神显现于肉体。……根据约翰福音，话，就

是神，成为肉体（一 1、14）。……那成为肉体的话—

神显现于肉体—乃是神在肉体里的解释、说明和彰显

（18）。显现于肉体的神，不仅是子神，乃是整个的神

—父、子、灵。 

神显现于肉体，是借着成为肉体和为人生活（1、

14）。“于肉体”，意即在人的样式和样子里（罗八 3，

腓二 7～8）。基督是以人的形状显在人前（林后五

16），然而，祂乃是神显在人的身上。 

当祂这神人活在地上的时候，祂所过的生活不是

凭祂属人的生命，乃是凭祂神圣的生命。祂所过的为人

生活，不是凭着祂的人性，乃是凭着祂的神性。祂是个

神人，但不是凭人的生命活着，乃是凭神的生命活着。

所以祂的为人生活不是凭属人的生命活出来，乃是凭神

圣的生命活出来的。祂是一直拒绝祂属人的生命，把祂

属人的生命一直摆在十字架底下而活着。从祂在地上生

活的头一天开始，祂就过着被钉死的为人生活，不是凭

祂属人的生命，乃是凭祂神圣的生命。祂的为人生活不

是彰显人性，乃是彰显神性，使神圣的属性成为人性的

美德。这就是保罗在提前三章所说，基督是神显现于肉

体（16）的意思。 

（基督）在地上的日子，一直把自己摆在十字架

上。祂留在十字架上受死，好叫祂能凭神活，不是彰显

人，乃是使神圣的属性成为人性的美德，而彰显

神。……今天我们是祂的复制品，所以我们该过同样的

生活。……跟从耶稣就是要过神人的生活，不凭属人的

生命，乃凭神圣的生命，好叫神能彰显或显现于肉体，

使祂神圣的属性成为人性的美德。这就是跟从基督的内

在意义。我们这些神人必须过一种生活，不是凭我们自

己，乃是凭另外一位；不是凭我们属人的生命，乃是凭

祂神圣的生命；不是彰显我们自己，乃是彰显祂的神性，

使祂神圣的属性全都成为我们人性的美德（新约总论第

十二册，二一七至二一九页）。 

团体追求 

《神在祂与人联结中的历史》第三篇 神在时间里的历

史（创一 1～启二十 15）（二）恢复受审判的宇宙并创

造人（纲目） 

 

 

 

周五 08/20 

背诵经节 

以弗所书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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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书 2:19；1:22-23 

2:19 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寄居的，乃是圣徒同国

之民，是神家里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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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4 

14:24 但若众人都申言，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

进来，他就被众人劝服，被众人审明了； 

约翰福音 14:9 

14:9 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

还不认识我么？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

将父显给我们看？ 

罗马书 8:3 

8:3 律法因肉体而软弱，有所不能的，神，既在罪之肉

体的样式里，并为着罪，差来了自己的儿子，就在肉体

中定罪了罪， 

加拉太书 2:20 

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

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

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祂联结所活的，祂是

爱我，为我舍了自己。 

哥林多前书 6:17 

6:17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约翰福音 15:4-5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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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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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每日阅读 

当主耶稣在地上时，祂一切的行事都彰显神圣的

属性，作为祂人性的美德。祂美德的彰显就是神显现于

肉体。就外面说，人看见祂是拿撒勒的耶稣，但祂乃是

神显现于肉体。譬如，在主耶稣给五千人吃饱之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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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零碎留下。……但主指示祂的门徒，把剩下的零碎

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约六 12）。所有的零碎收

拾起来后，一切都清洁整齐。这就是这位复活者（十一

25）的美德。主把东西整齐地留在坟墓里，这也是祂复

活的见证（二十 7）。我们操练我们的灵，在复活里作

事，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美德的展示。这些基督徒的美德

乃是神圣属性的彰显，也是神在肉体里的显现。这是神

在人里的生活（新约总论第十二册，二二○页）。 

（在召会生活中）我们虽然在肉体里，却不该凭

肉体活着。我们乃该在复活里并凭复活活着，使神在我

们的生活里活着，使我们能在祂那作了我们美德的属性

上成为祂，使祂得以显现。 

不仅作头的基督自己是神显现于肉体，连作基督

身体和神的家的召会也是神显现于肉体—敬虔的奥秘。

根据上下文，提前三章十六节的“敬虔”不仅是指虔诚，

乃是指神活在召会中，就是那是生命的神在召会中活了

出来。基督和召会，二者都是敬虔的奥秘，在肉体里彰

显神。召会生活乃是神的显出；因此，敬虔的奥秘就是

正当召会的生活（林前十四 24～25）。神显现于召会

—神的家和基督的身体—就是祂在肉体里扩大的团体彰

显（弗二 19，一 22～23）。 

神显现于肉体，开始于基督在地上的时候（约十

四 9）。神显现于肉体，在召会中延续；召会是神显现

于肉体的扩增、扩大和繁殖（提前三 15～16）。这样

的召会就成为基督是神显现于肉体的延续—基督从召会

活出，成为神在肉体的显现。这是照着新约成为肉体的

原则，神以一种更广泛的方式显现于肉体（林前七 40，

加二 20）。成为肉体的原则是，神自己进到人里面，

与人调和，使人与神自己成为一（约十五 4～5）。成

为肉体的原则，意思是指神性被带到人性里，而在人性

里作工（林前六 17，七 40，提前四 1）。敬虔的极大

奥秘乃是神成为人，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

上，成为神，以产生一个团体的神人，使神显现于肉体

（罗八 3，一 3～4，弗四 24）。 

神已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与祂成为

一，并使祂与我们成为一。林前六章十七节说，“与主

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在神圣的生命、

神圣的性情、神圣的元素和神圣的素质上，与神一样，

但无分于神格。今天我们就是神能在其中显现的肉体。

神要显现于肉体，但我们需要领悟，神绝不能借着肉体

显现。肉体只是瓦器，不是完成神显现的关键。神显现

于我们身上的关键，乃是我们的灵（新约总论第十二册，

二二○至二二二页）。 
团体追求 

《神在祂与人联结中的历史》第三篇 神在时间里的历史

（创一 1～启二十 15）（二）恢复受审判的宇宙并创造人

（开头～神藉着创造进到时间里） 

 

周六 08/21 

背诵经节 

哥林多前书 14:25 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面伏

于地敬拜神，宣告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 

相关经节 

哥林多前书 14:25 

14:25 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面伏于地敬拜神，

宣告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 

以弗所书 4:24 

4:24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

义和圣中所创造的。 

罗马书 1:3-4 

1:3 论到祂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

从大卫后裔生的， 

1:4 按圣别的灵说，是从死人的复活，以大能标出为神

的儿子； 

提摩太后书 1:6-7 

1:6 为这缘故，我提醒你，将那借我按手，在你里面神

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 

1:7 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能力、爱、

并清明自守的灵。 

罗马书 8:4 

8:4 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

着灵而行的人身上。 

哥林多后书 3:18 

3:18 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

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祂同样的形像，

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 

建议每日阅读 

保罗在提前四章七节……对我们说，我们应该操

练自己以至于敬虔。操练自己以至于敬虔，就是操练我

们的灵，使我们能彰显敬虔的奥秘—神显现于肉体。保

罗在提后一章六至七节的话也指明这事，说，“为这缘

故，我提醒你，将那借我按手，在你里面神的恩赐，再

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

是能力、爱、并清明自守的灵。”……主耶稣这敬虔的

奥秘既在我们灵里（四 22），我们要彰显并实行这奥

秘，就需要借着操练我们的灵，操练自己以至于敬虔

（新约总论第十二册，二二二页）。 

我们作任何事之前，应该操练我们的灵。这样，

我们的灵就会引导我们，凡我们所作的都是敬虔，就是

神显现于肉体。这就是操练自己以至于敬虔。我们在一

切事上，都需要操练自己以至于敬虔。我们说话之前，

应该操练灵以至于敬虔。因此，我们必须照着我们的灵

生活、行事、过日常生活并为人（罗八 4）。保罗劝勉

提摩太，要为有权位的祷告，“使我们可以十分敬虔庄

重的过平静安宁的生活。”（提前二 2）我们若是敬虔

的，这就会影响我们对于挂在卧室里图画的选择，影响

我们的衣着，影响我们的发型，并影响我们的言谈。里

面敬虔的生命有一种外在的表现。这种敬虔的彰显就是

一个见证，对于那些遇见我们的人，有一种冲击力。无

论我们说什么，无论我们作什么，无论我们穿什么，都

该给人一种印象，有神在我们身上显现。 

在召会生活中，该有神显现于肉体。要有这样的

光景，召会里必须有神与人荣耀的联结。我们里面应当

有神，但神显现于肉体，乃是借着并在正常、正当的人

性里彰显出来。所有在召会生活里的弟兄姊妹，无论长

幼，行事为人都当合宜，合乎他们的年龄；不该有虚假，

而该在人性和神性上都是真诚的。 

召会作为神的家，就是这位活神成为肉体，显现

于肉体。在四卷福音书里，神是在基督耶稣个人身上显

现于肉体；然而到了提前三章，神显现于肉体乃是团体

的，是显现于整个召会的。 

基督是神显现于肉体，但召会也是这样。我们是

召会，而我们仍在肉体里。当我们在灵里一同聚会时，

神就在我们中间显现；这就是神显现于肉体。元首基督

怎样是神显现于肉体，祂的身体也照样是神显现于肉体。

倘若全召会聚在一处，情形正确，不信的人进来，“就

必面伏于地敬拜神，宣告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

（林前十四 23～25）。每当召会正确地聚在一处，神

的同在就被人所知悉。我们承认自己仍是肉体，但活在

我们灵里的神要显现、彰显于我们的肉体。这显现必须

不仅是个人的，更是团体的。因着正确的召会生活是神

团体地显现于肉体，所以活神的召会乃是终极完成之敬

虔的奥秘。召会要成为神在肉体的团体彰显，召会中的

每一位都必须被变化（林后三 18）（新约总论第十二

册，二二二至二二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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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基督的扩增 

（诗歌 594 首） 

1. 身体乃是人的丰满，表现人生命； 

照样，召会是主身体，使祂得显明。 

 

2. 祂在夏娃乃是亚当一部，出自于亚当； 

召会也是基督扩增，出于祂肋旁。 

 

3. 一粒麦子落地死了，结出许多粒； 

许多子粒磨粉相调，就成为一体。 

 

4. 照样基督死而复活，也得了繁生； 

许多信徒成为一身，来将祂表明。 

 

5. 葡萄树的许多枝子，乃是树开展， 

与树合一，住树里面，结果显丰满。 

 

6. 照样，基督许多肢体也是祂扩大， 

与祂成一，活在祂里，使祂得发达。 

 

7. 繁殖、扩增、开展、普及、长大与表现、 

复本、再世、继续、富余、扩大与丰满： 

 

8. 这是召会之于基督，使神得荣耀； 

借着祂所救赎的人，永远来显照。 

 

9. 乃是基督与祂召会─神的大奥秘； 

乃是神性与我人性，相调成为一。 

 

 

 

 

 

 

 

 

 

 

 

 

 

主日 08/22 

背诵经节 

提摩太后书 2:2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所听见的，

要托付那忠信、能教导别人的人。 

相关经节 

提摩太后书 2:1-2，8-13，15 

2:1 所以，我的孩子，你要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上得着

加力， 

2:2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所听见的，要托付那忠信、

能教导别人的人。 

2:8 你要记念那从死人中得复活的耶稣基督，祂是出于

大卫的后裔，这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 

2:9 我在这福音上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

而神的话却不被捆绑。 

2:10 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

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同永远的荣耀。 

2:11 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祂同

活； 

2:12 我们如果忍耐，也必与祂一同作王；我们如果不

认祂，祂也必不认我们； 

2:13 我们纵然失信，祂仍是可信的，因为祂不能否定

自己。 

2:15 你当竭力将自己呈献神前，得蒙称许，作无愧的

工人，正直地分解真理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