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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二年纽约州众召会秋季华语特会 

 

十一月四日至六日 

 

 

总题： 

爱主并彼此相爱， 

为要生机地建造召会作基督的身体 

 

 

名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召会（会所）：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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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安排 

11 月 4 日（周五） 

下午 5:00 后   开始报到并安排接待 

 

11 月 5 日（周六） 

上午 7:00    晨兴 

上午 8:00    早餐 

上午 9:00-10:30   第一堂聚会（Ricky Acosta；中文翻译） 

上午 11:00-12:30  第二堂聚会（Ricky Acosta；中文翻译） 

下午 12:30   午餐 

下午 4:30-5:30   见证与交通 

晚上 6:00    晚餐 

晚上 7:30-9:30   第三堂聚会 

 

11 月 6 日（主日） 

上午 7:00    晨兴 

上午 8:00    早餐 

上午 9:00-9:45   擘饼聚会 

上午 10:00-12:00  第四堂聚会 

下午 12:30   午餐及离营 

 

直播信息（全程直播） 

Zoom 链接：
https://us06web.zoom.us/j/84405553656?pwd=NktScC9PNXhCN3BRV1lIMXo3d1pTZz09  

Zoom 号码：844 0555 3656 

密码：2022 

电话：+19294362866,,84405553656#  

https://us06web.zoom.us/j/84405553656?pwd=NktScC9PNXhCN3BRV1lIMXo3d1pTZz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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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主并彼此相爱，为要生机地建造召会作基督的身体 

（周六晚上第三堂聚会） 

第一篇 

借着在父的爱里得成全而得以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 

在不朽坏之中爱主耶稣基督 
 

读经：约壹二 5，四 12、16~18，弗六 24，启二 2~5 

 

壹 我们需要在父的爱里得成全，好得以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约壹二 5，

四 12、17~18： 

一 “凡遵守祂话的，神的爱在这人里面实在是得了成全”—二 5： 

1 这里“神的爱”是指我们对神的爱，是由祂在我们里面的爱所产生的。 

2 神的爱乃是祂内里的素质，主的话以这神圣的素质供应我们，凭这素质我们爱神并爱弟

兄；因此，我们遵守神的话，神圣的爱就借着我们所凭以生活的神圣生命（就是神自

己）得了成全。 

二 “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祂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得了成全”—四 12： 

1 这里“祂的爱”，乃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向着彼此的爱，我们乃是用这爱彼此

相爱。 

2 神的爱在神自己里面本身是完全且完整的；然而，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必须在其彰显上得

着成全、得着完成。神差祂的儿子来作我们平息的祭物和生命，在此神的爱就向我们显

明了（9~10）。我们在生活中习惯地用这爱彼此相爱以彰显这爱，这爱就在其彰显上得

了成全、得了完成。这样，别人就能在我们那在神爱里的生活中，看见神在祂爱的素质

里彰显出来。 

三 “在此，爱在我们便得了成全，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因为祂如何，我们

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完全的爱把惧怕驱除，因为惧怕含有刑罚，惧怕的人在

爱里未得成全”—17~18 节。 

1 这里“完全的爱”就是因我们用神的爱爱人，而在我们里面得了成全的爱；这样的爱把

惧怕驱除，不怕主再来时会受祂的刑罚—路十二 46~47。 

2 基督曾在这世上活出神就是爱的生活，如今祂是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在这世上活出同

样爱的生活，与祂所是的一样。 

3 约壹四章十二和十七节说到神的爱需要在我们里面得了成全，而十八节说到我们需要在

爱里得成全。这指明我们与神圣的爱有了调和；爱在我们里面得成全的时候，我们就在

爱里面得了成全；我们成了爱，爱也成了我们。借着神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

就成为爱，意思是我们被那是爱的神所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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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愿恩典与一切在不朽坏之中，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同在”—弗六 24： 

一 享受主作恩典，是为着那些爱祂之人的—六 24： 

1 以弗所一章四节的爱是指神爱祂所拣选之人的爱，以及神所拣选之人爱祂的爱。 

2 照着三章十七节，我们得以在爱里生根立基，而照着十九节，我们能认识基督那超越知

识的爱；我们既是神的耕地，就需要为着长大而生根；我们既是神的建筑，就需要为着

建造而立基—林前三 9。 

3 以弗所四章十五至十六节启示，我们在爱里持守着真实，基督的身体就在爱里把自己建

造起来。这乃是在基督里面神的爱，成了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爱；借着这爱，我们爱基督

以及祂身体上同作肢体者—约壹四 7~8、10~12、16、19。 

二 为着正确的召会生活，我们需要在不朽坏之中爱主—六 24： 

1 按照保罗著作中的用法，“不朽坏”这辞主要是指神和属神的事物；任何天然的事物都

是会朽坏的，但神、神圣的生命以及所有在复活中的事物乃是不朽坏的—提前一 17，提

后一 10，林前十五 42、52~54。 

2 在不朽坏之中爱主，意思就是照着以弗所书中所启示一切不朽坏的事物爱主。以弗所书

论到三一神的分赐为着产生召会（一 3~23，三 16~21），也说到基督为着召会的所是和

所作（一 7，二 13~18，五 25~27、29），并且论到召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新妇，

以及在诸天界里与基督是一（一 22~23，五 23、25~27，二 6）。这一切事物都是不朽坏

的，我们若在以上这一切事项之中爱主耶稣，我们对祂的爱就是不朽坏的（六 24）；这

样的爱不是天然的爱，乃是在复活里的爱，这爱就是在神圣素质里的神自己（约壹四

16）。 

叁 保罗在以弗所书末了的祝福里，预示会有一个问题发生：以弗所召会的爱会消

减，正如主在启示录二章二至五节的责备所指明的： 

一 以弗所六章二十四节末了的话对于恩典的同在加上一个条件—在不朽坏之中爱主；这似乎

含示，如果以弗所人不这样爱主，主的恩典就不再与他们同在了。 

二 在以弗所的召会在对主的爱上失败了；这失败成了历代召会失败的主因—太二四 12，可十

二 30~31，参但七 25。 

1 在亚西亚的众召会，包括在以弗所的召会，离弃了使徒保罗许配的职事（提后一 15，林

后十一 2~3）；在大约二十六年之后，使徒约翰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召会时，他们已经离弃

了起初的爱，并失去了对基督真正的享受，结果失去了主的见证（启二 4~5、7）。 

2 我们要照着以弗所书各章所揭示的，在符合召会生活的属灵经历中，在不朽坏之中爱

主。一章揭示，我们是在基督里蒙拣选，在爱里，在神面前，成为圣别、没有瑕疵

（4）；二章揭示，我们是神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为着善良事工创造的（10）；三章

揭示，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成为我们的享受，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以及我们被充满，

成为神一切的丰满（8、14~19）；四章揭示，我们脱去旧人并穿上新人（22~24）；五章

揭示，我们在灵里被充满，用诗章、颂辞、灵歌，彼此对说，从心中向主歌唱、颂咏

（18~19）；六章揭示，我们在主里得着加力，并穿戴神全副的军装（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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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主并彼此相爱，为要生机地建造召会作基督的身体 

（主日上午第四堂聚会） 

第二篇 

生命在爱中维持交通的洗涤， 

以及主所赐给我们的新诫命—叫我们彼此相爱 

 

读经：约十三 1~17、34~35 

 

壹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祂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

底。……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祂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往

神那里去，就起身离席，脱了外衣，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

开始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约十三 1、3~5 节： 

一 古时犹太人所穿的鞋，鞋帮是用条带作的，满了洞孔；由于路上尘埃多，脚很容易弄脏；

他们赴席时，若在席间伸出脏臭的脚，就难免会阻挠交通；因此，要有愉快的筵席，就需

要洗脚。 

二 主给门徒洗脚，向他们表明祂爱他们到底（约十三 1），并且吩咐他们要照样在爱里彼此

洗脚： 

1 “我是主，是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14 节。 

2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诫命，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正如我爱你们，为使你们也彼此相

爱”—34 节。 

三 主给门徒洗脚，乃是洗去他们的污秽，以维持他们与主并彼此的交通。 

四 在我们的经历中，脚的玷污指因着与世界接触而产生与神并与彼此的隔膜；洗脚指恢复属

灵的新鲜与活泼，并恢复我们与主并彼此的交通。 

贰 我们要经历这种洗涤，就需要花时间在主面前，并与那些满了那灵、话和神圣

生命的圣徒在一起—参太六 6，林前十六 17~18，徒六 5、8，林后一 15： 

一 如果我们留在主面前，主就会临到我们，洗涤我们—不是用血，乃是用那灵、活的话和内

里的生命。每当我们需要这种洗涤时，我们只要将自己向主敞开，花时间在祂面前，并让

内里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涌流。自然而然的，会有活的东西在流通，浇灌并洗涤我们，我们

就再次洁净了；我们的灵会高昂，全人也会在主面前感到愉悦。 

二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学习如何爱弟兄姊妹，给他们属灵洗脚的服事，洗净他们属地接触的污

秽；这保守他们是新的、新鲜的、活泼的；我们这样彼此相爱，就是我们属于基督的表记

—34~3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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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们要如何彼此洗脚呢？比方，当你把一天的世事作完以后，你觉得疲累，觉得口里实

在不能好好地赞美。到了晚上，你来聚会，有一个人请你在会中祷告。你祷告到一半时，

就觉得不自然，祷告不下去了，好像你的祷告是在作文章。这时或许会中另有一位弟兄，

他的灵很新鲜，他在祷告当中，就使你的灵新鲜，好像属灵的精神得着恢复了。这就是彼

此洗脚。许多次我们来到聚会中，众人的灵都软弱得爬不起来。东祷告，西读经，就是不

振作。因为大家的脚都玷污了，没有一盆水来洗脚，你就觉得灵中不通。这时，如果有一

个人能洗脚，他站起来，或者有一点祷告，或者讲几句话，立刻聚会就变得新鲜了。没有

那一盆水，没有那个洗脚，大家的灵就不会通畅。在家庭生活里也是这样，也许忽然有一

个弟兄或姊妹到你家里，简单谈一谈，作一个见证，众人就被带到神面前。本来觉得与神

有隔阂，但与这样的弟兄或姊妹略略谈一谈，所有的间隔都消除了。这就是能洗别人脚的

人。这样的人乃是主所宝贝的。 

我们在神面前应当有一个雄心，要能够洗别人的脚。但要能够洗别人的脚，你就必须有

水，必须充满圣灵，必须时时与主有交通。为此，你在生活中必须活在圣灵里，才能有活

水可以洗人的脚。每次来到聚会中，你必须有活水，能够洗人的脚。”（《倪柝声文集第二

辑》第二十二册，六四至六五页）。 

叁 在约翰十三章，主耶稣给门徒洗脚，向他们表明祂爱他们到底之后（1），吩咐

他们要照样在爱里彼此洗脚（14）；然后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诫命，乃

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正如我爱你们，为使你们也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34~35）： 

一 为着生机建造基督身体的召会生活乃是弟兄相爱的生活—四 7~8，约贰 5~6，约十五 12、

17，启三 7，弗五 2，参犹 12 上。 

二 在召会生活中，弟兄相爱乃是实际地表现在顾到缺乏圣徒的需要，而没有任何自私的目的

或外表自我的显扬；在与缺乏圣徒分享物质的东西时，主生命的恩典连同祂的爱，就在基

督身体的众肢体之间涌流，并注入他们里面—约壹三 17~18，太六 1~4，罗十二 13，林后

八 1~7。 

三 彼此相爱是我们属于基督的表记（约十三 34~35）；我们若要有能力影响人归主，能够结

出果子，就必须在召会生活中彼此相爱、合而为一；我们结果子最好的路，乃是接受基督

作人位和生命而彼此相爱（35，十七 21、23）。 

四 在弟兄相爱的召会生活里（罗十二 10，帖前三 12，四 9，帖后一 3，彼前一 22，四 8），

我们彼此接纳（罗十五 7），彼此思念相同的事（5），追求彼此建造的事（十四 19），重

担彼此担当（加六 2），在爱里彼此担就（弗四 2），彼此安慰，互相建造（帖前五

11），彼此认罪，互相代祷（雅五 16），彼此饶恕（弗四 32，西三 13），彼此服从（弗

五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