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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 11/28 

背诵经节 

哥林多前书 2:2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

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这位钉十字架的。 

相关经节 

列王纪上 6:15 

6:15 他用香柏木板造殿内的墙，从地到顶都贴上木板， 

哥林多前书 2:2 

2:2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

道耶稣基督，并这位钉十字架的。 

腓立比书 1:19-21 上 

1:19 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

之灵全备的供应，终必叫我得救。 

1:20 这是照着我所专切期待并盼望的，就是没有一事

会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

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 

1:21 上 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 

哥林多前书 3:9，12 上，16-17 

3:9 因为我们是神的同工，你们是神的耕地，神的建筑。 

3:12 上 然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在这根基上

建造， 

3:16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么？ 

3:17 若有人毁坏神的那殿，神必要毁坏这人，因为神

的那殿是圣的，你们就是这殿。 

以弗所书 3:2 

3:2 谅必你们曾听见那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神恩典的管

家职分， 

彼得前书 4:10-11 

4: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将这恩赐彼此供应，作神

诸般恩典的好管家。 

4:11 若有人讲论，要讲神的谕言；若有人服事，要按

着神所供应的力量服事，叫神可以在凡事上借着耶稣基

督得荣耀。愿荣耀权能归与祂，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建议每日阅读 

建造圣殿所用不同种类的木头，表征基督人性不

同的方面。古时犹太人在他们的墓地栽种松树；因此，

松木（王上六 15 下、34）表征基督在祂死里的人性，

即表征钉十字架的耶稣（参创六 14 与注 1）。香柏木

长在利巴嫩山上（诗一○四 16）；因此，香柏木（王上

六 9、10 下、15 上、16、36）表征基督在复活里的人

性，即表征复活的基督（参歌四 8 与注 2）。橄榄油预

表神的灵；因此，橄榄木（王上六 23、31～33）表征

基督在神的灵里的人性，即表征受膏的基督（来一 9）

（《圣经恢复本》，王上六 15 注 1）。 

圣殿……使用的木料……有三种，就是松木、香

柏木和橄榄木。 

（首先，）从属灵的预表来看，（松木）乃是死

的表征，特别指着基督的死，以及和基督同死的人。圣

殿的门是用（松木）作成的，说出主耶稣的死乃是召会

一个大的入门和根基。 

（其次，香柏木）出自于利巴嫩国，长在……高

山上。……从属灵一面来看，香柏木乃是预表复活的基

督和在基督里复活的人。圣殿从地以上的部分，全数都

是香柏木，说出召会是在基督的复活里面往上建造的。 

第三是橄榄木。橄榄木是用来作一个刻有基路伯

的门。……橄榄油是预表圣灵，所以橄榄木是预表在圣

灵里面的基督，以及充满圣灵的人。橄榄木用以作成一

个刻有基路伯的门，象征圣灵是属灵的入门。 

我们把这三种木料归纳起来，就看见在主耶稣身

上的三件大事：一件是祂死了，一件是祂复活了，还有

一件是祂成为那灵。在我们这一班得救的人身上，也能

看见这三种属灵的经历，那就是和基督同死、同复活以

及同得圣灵。在召会中所有同被建造的人，头一步个个

必须是和主同死的人，是（松木）。第二步必须是和主

同复活的人，是香柏木。第三步都是和主一同在圣灵里

面，对属灵的事入了门，开了窍，神的荣耀彰显在他们

身上的人，是橄榄木。……召会中只有在复活里和在圣

灵里的新人，在这里没有希利尼人、犹太人、化外人、

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因为这些都已经和基督同

死同葬了（《教会建造的异象》，九一至九三页）。 

召会里的人，不该是天然的人，乃该是经过死而

进入复活，像松木、像香柏木那样的人。……人天然的

干才，一点也不能带到召会里，一点也不能成为召会建

造的材料。……只有经过死而复活的，才能带进召会

（《召会的意义》，二三六至二三七页）。 

团体追求 

《人生的意义与正确的奉献》第九篇 认识召会是新人，

经历基督作人位（二）（召会不仅是身体，还是一个新

人～从圣经的根据看召会是一个新人） 

 

周二 11/29 

背诵经节 

列王纪上 6:34-35 用松木作门两扇；……门上面刻着基

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 

相关经节 

列王纪上 6:34-35 

6:34 用松木作门两扇；第一扇门分两页，是折叠的；

第二扇门分两页，也是折叠的。 

6:35 门上面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都用金

子贴了，均匀地贴在雕刻物上。 

列王纪下 19:30 

19:30 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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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西阿书 14:5-6 

14:5 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利

巴嫩的树木扎根。 

14:6 他的枝条必延伸，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

如利巴嫩的香柏树。 

诗篇 104:16 

104:16 耶和华的树木，就是祂所栽种，利巴嫩的香柏

树，都满了汁浆， 

雅歌 4:8 

4:8 我的新妇，求你与我一同从利巴嫩来，与我一同从

利巴嫩来，从亚玛拿顶，从示尼珥与黑门顶，从有狮子

的洞穴，从有豹子的山岭，来观看。 

以西结书 17:22-23 

17:22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也要将高大香柏树的树梢拧

去栽上；我要从尽尖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于高耸的山

上。 

17:23 我要将这嫩枝栽于以色列的高山上；它就生枝子，

结果子，成为壮大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

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 

腓立比书 3:10 

3:10 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

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建议每日阅读 

连属殿的各部分，……全都镶上木板（结四一

16～17）。……在所有镶上的木板上，都雕刻了基路

伯和棕树（18～20）。基路伯……表征主的荣耀显在

受造之物上。在基路伯中间有棕树，表征基督的得胜和

祂永远常存的力量。 

基路伯和棕树不是漆在木头上，而是雕刻进去的。

这启示我们作为镶上的木板，需要被主“雕刻”。……我

们遇到一些弟兄姊妹，在他们身上给人一个印象，他们

有些东西是被主雕刻过的。基督的得胜和主的荣耀已经

雕刻到他们里面。主常存的能力、新鲜和常新的生命，

都雕刻到他们里面了。因着主的雕刻，他们无论到哪里

都带着这种形像和印象（《以西结书生命读经》，三二

五至三二七页）。 

何西阿十四章四至八节描述一幅以色列在复兴时

候（太十九 28）的图画，如在何西阿二章十五至二十

三节，三章五节，六章一至三节，十章十二节所启示

的。......祂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以色列必如百合花（表

征信靠神的纯洁生活）开放，如利巴嫩的树木扎根（表

征在拔高的人性里稳固站立）。他的枝条必延伸（表征

繁茂扩展），他的荣华如橄榄树（表征结果子的荣耀），

他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柏树（表征在拔高人性里之生命

的馨香气味）。曾坐在他荫下的（表征被他们所享受的

够用恩典所覆庇—林后十二 9）必归回，发旺如五谷

（表征充满生命，以产生使人饱足的食物），开花如葡

萄树（表征开花为着产生使人欢欣的饮料）；以色列的

名声如利巴嫩的酒（表征美名传布如美酒）。 

我希望这是主恢复中所有地方召会的光景。这样，

我们……(就会)是百合花、利巴嫩的树木、橄榄树和开

花的葡萄树（《何西阿书生命读经》，二○二至二○三

页）。 

以弗所一章十九至二十节说到神运行在基督身上

的能力有多大，召会就是神照着祂在基督身上力量之权

能的运行，而运行在其中的。……有权能，不一定有力

量；有力量，不一定有权能。在这里乃是力量的权能。

神是照着祂运行在基督身上之力量的权能，同样地运行

在召会中。……召会和复活的主，不仅性质一样，能力

也一样。……神用什么方法在主的身上冲过一切的限制，

神也照样在召会身上要冲过一切的限制。所以今天召会

应当如同复活的主，与祂有同样的能力，与祂一样的自

由，与祂一样地不受任何限制。……神力量的权能不仅

在基督身上，今天乃是继续地在召会中运行。召会就是

今天复活的能力积蓄在其中，并存在其中的。 

今天在我们身上所运行的，也是同样的复活能力。

这个能力运行在基督身上，叫祂作元首，也运行在我们

身上，叫我们作祂的身体（《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

三册，九五至九六、一○四页）。 

团体追求 

《人生的意义与正确的奉献》第九篇 认识召会是新人，

经历基督作人位（二）（召会不仅有生命还有人位） 

 

 

周三 11/30 

背诵经节 

罗马书 11:17 ……你这野橄榄得在其中接上去，一同有

分于橄榄根的肥汁。 

相关经节 

罗马书 11:17，24 

11:17 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在其中接

上去，一同有分于橄榄根的肥汁， 

11:24 你是从那天然的野橄榄树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

性得接在栽种的橄榄树上，何况这些天然的枝子，岂不

更要接在自己的橄榄树上么？ 

出埃及记 30:25，30 

30:25 你要把这些香料，按调制香品者之法复合成香品，

作成圣膏油。 

30:30 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使他们分别为圣，可以

作祭司事奉我。 

哥林多前书 15:45 下 

15:45 下 ……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罗马书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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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 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诗篇 106:48 

106:48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亘古直到永远，是当受

颂赞的。愿众民都说，阿们。阿利路亚。 

彼得后书 1:4 

1:4 借这荣耀和美德，祂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

我们，叫你们既逃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借着这些

应许，得有分于神的性情。 

约翰一书 2:20，27 

2:20 你们有从那圣者来的膏油涂抹，并且你们众人都

知道。 

2:27 你们从祂所领受的膏油涂抹，住在你们里面，并

不需要人教导你们，乃有祂的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

你们；这膏油涂抹是真实的，不是虚谎的，你们要按这

膏油涂抹所教导你们的，住在祂里面。 

建议每日阅读 

罗马十一章十七节……说到外邦人得在犹太人中

间接上去，一同有分于橄榄根的肥汁。……十七节的

“肥汁”是指基督的丰富。……树的肥汁是树的汁液，生

命的汁浆。今天实际来说，橄榄树的肥汁，就是基督的

丰富，乃是基督在复活里所成那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

45）。……我们若渴望有分于基督的丰富，有分于这属

天橄榄树的肥汁，就需要接触赐生命的灵，就是基督的

生命汁浆（《李常受文集一九六八年》第一册，五八

页）。 

接枝于基督不是受基督教导，而是生机地联于基

督。……我们若要接枝于基督，祂就必须是那灵（林后

三 17），并且我们必须有灵（伯三二 8，亚十二 1，林

前二 11 上）。否则，我们无法接枝于基督。我们接枝

于基督这个事实、实际，乃是在灵中，就是在神圣之灵

与人灵的调和中。今天基督是赐生命的灵，而我们有人

的灵作我们接受基督的器官。因此，我们接枝于基督，

乃在于我们在灵中联于基督（六 17，提后四 22）。 

因为接枝于基督已经发生在我们的灵里，所以我

们需要不断地操练我们的灵。如果我们操练心思，忽略

灵，在实际一面说，我们会从基督被砍下来。我们操练

灵的最佳方法乃是呼求主，说，“哦，主啊，哦，主

啊。”……我们在各种处境中都需要说，“哦，主啊。”我

们若这样呼求，就会享受橄榄树的肥汁。当我们开口说

“哦，主啊”，就操练我们的灵，立刻有分于主这赐生命

的灵（林前十二 3 下）。我们不需长篇大论地祷告，只

需要说这几个简单的字：“哦，主啊。”这样呼求主就是

属灵的呼吸（哀三 55～56）。 

我们享受基督丰富的另一条路，乃是读神的话。

我们读圣经时，应该对每一个字说阿们。这样，我们就

操练灵，接触主，享受祂，并有分于包罗万有之灵的肥

汁。 

罗马十一章二十四节说，我们“逆着性”得接在栽种

的橄榄树上。主的接枝总是逆着我们的天性。按着天性，

我们都是野橄榄树的枝子，但主已把我们逆着性接在祂

自己身上。这指明在主的接枝里，总有逆着我们的东西。

我们所接上那栽种橄榄树的性质，与我们的天性相反，

也就是反我们的己。实际上，“逆着性”的意思是“逆着

己”。主的接枝反我们的骄傲，也反我们天然的谦卑。 

我们天性里的一切所是和所有，都与主的性情抵

触。这两种性情彼此不合。我们的性情是有罪的，主的

性情是神圣、属天、属灵、圣别的。 

但愿圣灵更多启示我们：有分于基督的丰富—神

所栽种之橄榄根的肥汁，完全在于调和的灵；而我们被

接在基督上，是逆着我们的性的（《李常受文集一九六

八年》第一册，五九至六一页）。 

团体追求 

《人生的意义与正确的奉献》第九篇 认识召会是新人，

经历基督作人位（二）（在从前的生活样式上，脱去了

旧人） 

 

 

周四 12/1 

背诵经节 

路加福音 10:34 上前把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

了……。 

相关经节 

路加福音 10:33-34 

10:33 但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他那里，看见，

就动了慈心， 

10:34 上前把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

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客店里照料他。 

士师记 9:13 

9:13 葡萄树对他们说，我岂可停止生产我那使神和人

喜乐的新酒，去飘摇在众树之上呢？ 

罗马书 10:11-13 

10:11 因为经上说，“凡信靠祂的，必不至于羞愧。” 

10:12 因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众人同有一

位主，祂对一切呼求祂的人是丰富的。 

10:13 因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 

以弗所书 6:17-18 

6:17 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头盔，

并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 

6:18 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事上儆醒，

且为众圣徒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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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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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书 2:17 

2:17 然而，即使我成为奠祭，浇奠在你们信心的祭物

和供奉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建议每日阅读 

橄榄树表征基督（参罗十一 17，亚四 11～14，启

十一 4 上）是满了圣灵并为那灵（由橄榄油所表征）所

膏的一位（路四 1 上、18 上，来一 9）。橄榄树的油

是用来尊重神和人（士九 9），表征那些凭那灵而行的

人乃是尊重神（加五 16、25），也表征那些供应那灵

的人乃是尊重人（林后三 6、8）（《圣经恢复本》，

士九 8 注 1）。 

葡萄树表征基督是牺牲自己，在十字架上被“压榨”，

以产生新酒，使神和人喜乐的一位（太九 17）（士九

12 注 1）。 

尽管我们已被接在基督上，……我们多少还受自

己老旧方式、习惯和背景的捆绑。只要我们还受这许多

事物的捆绑，就绝对无法有分于基督的丰富。 

我们越吸取基督，就越有分于并享受祂的丰

富。……最终的结果乃是，我们越祷读主话，就越满了

基督，也越从我们老旧的背景砍下。我们不需要试着将

自己从一切老旧的事物中砍下。我们越祷读，这祷读就

越作工，将我们从老旧的事物中砍下。……我们若天天

祷读主话，这祷读会将我们从自己老旧的穿着方式中砍

下。我们里面有个东西，会自然而然地作砍下的工作。 

约翰十五章和罗马十一章说到两种树—葡萄树和

橄榄树—的枝子。葡萄树出产酿酒的葡萄，橄榄树出产

榨油的橄榄。……油有抚慰的功效，酒有振奋、激励的

功效。主是橄榄树，产出抚慰的油，也是葡萄树，产出

振奋的酒。……历代以来，许多人里面受伤，变得灰心

失望。他们需要油，抚慰他们的伤处，他们也需要酒，

将他们激励起来。我们是葡萄树和橄榄树的枝子，产出

抚慰的油和振奋的酒。油和酒放在一起，就成为人的医

治。我们能产出抚慰人的油和激励人的酒，是借着住在

主里面；我们能住在主里面，是借着祷读主话。我们越

祷读，就越住在主里面，越享受主，越结出“橄榄”和“葡

萄”，产出抚慰人伤处的油和激励人的酒。……我们接

触某些弟兄姊妹时，会感觉得了抚慰、安慰和激

励。……这指明这些弟兄姊妹住在主里面，借着终日祷

读主话并呼求“哦，主”而享受主。他们住在主里面，就

产生许多油和酒。 

约翰十五章和罗马十一章都给了我们一个原则：

我们不是树，而是枝子。此外，我们不是单独的枝子，

而是许多枝子中的一根。我们需要基督这树同其根的肥

汁，我们也需要同作枝子的人。我们各人仅是众枝子中

的一根，枝子配搭起来才成为身体。这给我们看见，我

们需要基督，也需要召会。我们需要根，也需要其他枝

子。……因此，我们都需要学习祷读主话。借着祷读，

我们就享受基督的肥汁，并与其他枝子有正确且合式的

配搭。这样，我们就能享受身体生活。我们会享受那在

基督和召会中神格的丰满，并出产两种果子，好产出油

和酒。这是神的定旨（《李常受文集一九六八年》第一

册，六四至六九页）。 

团体追求 

《人生的意义与正确的奉献》第九篇 认识召会是新人，

经历基督作人位（二）（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 

 

 

 

 

 

 

 

周五 12/2 

背诵经节 

罗马书 7:18 我知道住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并

没有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相关经节 

列王纪上 7:15 

7:15 他制造两根铜柱，每根柱子高十八肘，柱子围十

二肘； 

罗马书 7:18 

7:18 我知道住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并没有善，

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腓立比书 3:3 

3:3 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凭神的灵事奉，在基督耶

稣里夸口，不信靠肉体的。 

哥林多后书 1:12；4:7-8 

1:12 我们所夸的，是我们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单

纯和纯诚，在世为人，不靠属肉体的智慧，乃靠神的恩

典，对你们更是这样。 

4:7 但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超越的能力，

是属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4:8 我们四面受压，却不被困住；出路绝了，却非绝无

出路； 

雅歌 2:1-2 

2:1 我是沙仑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 

2:2 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中。 

马太福音 6:28，30 

6:28 你们何必为衣服忧虑？你们细想野地里的百合花，

怎样生长；它们既不劳苦，也不纺线。 

6:30 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存在，明天就丢

在炉里，神尚且这样给它穿戴，何况你们？ 

建议每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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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表上，铜总是表征神的审判。那两根柱子是

铜造的，清楚指明我们若要作柱子，就必须认识我们是

在神审判之下的人。我们不仅该在神的审判之下，也该

在我们自己的审判之下。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

一样，我们必须说，“我已经被钉十字架。我所以被钉，

因为在神的经纶中，我一无用处，我只有资格死。”许

多弟兄很聪明能干，许多姊妹也很美好，但我们必须认

识，实际上我们一无是处，……我们只配死（《创世记

生命读经》，一二七一页）。 

所有对召会的建造真正有益的人，乃是那些自以

为没有资格带头的人。他们总是说，“我不够格，我太

贫穷，我的性情不适合。我还是太在天然的生命里，我

不认为自己很好。”这样说不仅是在神的审判之下，也

是在自己的审判之下。……我们都必须感觉，在我们里

面，就是在我们肉体之中，并没有善（罗七 18）。我

们应当说，“我什么都不配，只配死。弟兄们怎么会想

到我该作长老？我害怕这种可能性。”……主绝不会选

上自以为有资格的人。你若自以为有资格，你就与铜无

关。……经历铜就是一直在神的审判之下，也在我们自

己的审判之下。我们都必须把这话应用在自己身上，说，

“主啊，怜悯我，因为在我里面一无良善。” 

王上七章十七节说，“柱子上端的柱顶有装修的格

子网和拧成的链索形成的花圈，一个柱顶有七个，另一

个柱顶也有七个。”……召会的肢体所面对的每一种情

况都是格子网，就是围着荆棘冠冕的格子架。……在这

种情况里是我们的定命。我们不仅必须在这种错综复杂

的情况里承担责任，并且必须活在其中。……要在这种

复杂的情况里承担责任，我们必须在神里面凭信而活。

十九节说，“廊子里柱子上端的柱顶……刻着百合花。”

百合花表征在神里面的信心生活。首先，我们必须定罪

自己，认识我们是堕落、无能、不够格，并且一无所有；

然后我们必须在神里面凭信活着，不凭我们的所是或我

们所能作的活着。我们必须是百合花，凭着神对我们的

所是，不凭着我们的所是存活（太六 28、30）。我们

今天活在地上是在于祂。我们在错综复杂的召会生活中

怎能承担责任？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不能作这事；但

我们若是在神里面凭信而活就能这样作。不再是我，乃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百合花。不是我承担责任

—乃是祂承担责任。我活不是凭自己，乃是凭祂。我尽

职事，也不是凭自己，乃是凭祂。你们姊妹们若是召会

生活中的母亲，你们必须说，“我在召会中不是凭自己

作母亲，乃是凭祂。” 

一面我们是被定罪、被审判的铜，另一面我们是

活的百合花。铜的意思是“不是我”，百合花的意思是“乃

是基督”。那些是百合花的人能说，“我如今所活的生命，

是我因信耶稣基督所活的。”借着这一切我们能看见，

我们是百合花，在满了格子网和链索，错综复杂的情况

里，负起不可能负的责任。……所有的格子网乃是百合

花长在其上的基础，花床（《创世记生命读经》，一二

七二至一二七三、一二八○、一二八二至一二八四页）。 

团体追求 

《人生的意义与正确的奉献》第九篇 认识召会是新人，

经历基督作人位（二）（合乎主用的三要项～将福音传

遍台湾各角落） 

 

 

 

 

 

 

 

 

周六 12/3 

背诵经节 

列王纪上 6:7 建殿是用采石场预备好的石头……。 

相关经节 

列王纪上 6:7 

6:7 建殿是用采石场预备好的石头，所以建殿的时候，

在殿里听不见锤子、斧子、或任何铁器的响声。 

彼得前书 2:4-5 

2:4 你们来到祂这为人所弃绝，却为神所拣选所宝贵的

活石跟前， 

2:5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

司体系，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 

以弗所书 2:20-22 

2:20 被建造在使徒和申言者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

己作房角石； 

2:21 在祂里面，全房联结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 

2:22 你们也在祂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 

哥林多后书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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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书 3:10 

3:10 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

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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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书 3:21 

3:21 愿在召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荣耀归与祂，直

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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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每日阅读 

石头表征基督在变化里的人性，即表征经过变化

的基督（王上六 7、36，五 17，代下三 6）。基督是神，

在祂成为肉体时穿上人的肉体（约一 14，来二 14）。

基督既成了在肉体里的人，就是在旧造里的人，因此，

祂人性的部分就需要变化。这样一位经过变化的基督，

现今是在神的神圣建造里的基石、房角石、活石、宝贵

的石头和顶石（赛二八 16，林前三 11，弗二 20，彼前

二 4，启四 3，亚四 7）。殿里的石头也表征在基督里

的信徒，被基督变化成为石头（太十六 18，约一 42，

彼前二 5，启二一 11、14、19～20）（《圣经恢复

本》，王上六 7 注 1）。 

建造圣殿的材料，除了木头之外，大部分都是石

头（王上五 15～18）。石头原是从山野里采出来，加

上一番功夫而凿成的（六 7）。这说出建造召会所用的

材料，乃是从世界里找出来，再加上一番功夫作成的。 

每一个得救，有分于召会的人，都是召会中的一

块石头。这些石头原都是在山野里，正如我们原都是在

世界中。有一天，神的工人找到我们，或者说我们给神

的工作找着了。工人及工作就在我们身上下功夫，作一

番凿成的工作。……建造召会所用属灵的石头，一面要

有里面的生命，另一面也要有外面的工作。所以新约说

到活石（彼前二 5）；旧约说到凿成的石头（王上五

15、17～18，六 7）。建造召会所用的石头，里面必须

是活的，外面必须经过一番凿成。石头里面是活的，意

思是人得着了重生；但在人重生之后，还需要一段时间，

让神在他身上作凿成的工作。 

当圣殿建造的时候，所有的石头都是预备好的。

预备的工作是在山野里，首先将石头凿平、磨光，并切

成一定的尺寸。等到建造时，就将石头一块一块砌上去，

成为一座建筑。当日圣殿的造法，说出所有在召会里被

建造的人，都得经过神一番凿成的工作。 

圣殿建造的材料有木头，有石头。……木头，重

在死而复活的原则；石头，说出人里面需要得重生，外

面需要有对付。召会里的人不只是死而复活的人，也是

有神生命而受过对付的人。凡没有受过对付的人，虽然

已经得着重生，却无法被建造。 

有些弟兄姊妹的光景，不能说他们不是石头，但

只能说他们是没有受过对付的石头。……你想把自己摆

在他们身上，也摆不牢。他们无法停下自己，与人一同

配搭事奉，与人一同并肩作战，一同扛抬约柜。……他

们可能很会作事，也很灵活，……却不能与你一同背负

见证，因为他们身上没有受过对付。……有些弟兄姊妹

太圆滑，他们……就像一块滚石，无论把他们放在哪里，

总是会滚掉。……要在他们身上有一番厉害的切磋工作，

使他们成为合用的尺寸，能与别人合得来。……这样一

来，无论将他们摆在哪里，他们都能安稳地在哪里，与

人配搭，同被建造（《召会的意义》，二四二至二四四

页）。 

团体追求 

《人生的意义与正确的奉献》第九篇 认识召会是新人，

经历基督作人位（二）（学习经历基督作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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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脱离自己、天然 

          （大本诗歌 606 首） 

 

1. 救我脱离自己、天然， 

主啊，我愿被建造， 

同众圣徒作你圣殿， 

为着充满你荣耀。 

救我脱离乖僻个性， 

脱离骄傲与单独； 

使我甘愿服你权柄， 

让你有家可居住。 

 

2. 生命供应，活水流通， 

长进、变化又配搭； 

守住等次，尽我功用， 

成全别人，不践踏。 

自己所经，自己所见， 

所是、所有并所能， 

不再高估，不再稍偏， 

接受一切的平衡。 

 

3. 持定元首，联络供应， 

享受基督的丰富； 

充满神的一切丰盛， 

因神增加得成熟， 

同尝基督莫测大爱， 

赏识基督的阔长； 

长大成人，不作婴孩， 

满有基督的身量。 

 

4. 作神居所，作你身体， 

主啊，我愿被建造， 

成为你的团体大器， 

让你来显你荣耀。 

圣城景色、新妇荣美， 

今在此地就彰显， 

透出你的荣耀光辉， 

将你照耀在人间。 

 

 

 

 

 

 

 

 

 

 

 

 

 

 

 

 

 

 

 

 

 

 

 

主日 12/4 

背诵经节 

何西阿书 14:5-6 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

开放，如利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伸，他的荣

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柏树。 

相关经节 

何西阿书 14:5-9 

14:5 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利

巴嫩的树木扎根。 

14:6 他的枝条必延伸，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

如利巴嫩的香柏树。 

14:7 曾坐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

萄树；他的名声如利巴嫩的酒。 

14:8 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相干呢？我耶和

华必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

从我而得。 

14:9 谁是智慧人？他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

他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路是正直的，义人

必在其中行走，有过犯的人却在其上绊跌。 

诗篇 92:12-14 

92:12 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利巴嫩的香柏树。 

92:13 他们栽植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 

92:14 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汁浆而常

发青； 

列王纪下 19:30 

19:30 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