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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國際華語特會信息
持守身體的原則以活在基督身體的實際裏

第一篇 基督身體的實際

神經綸的最高峯乃是基督身體的實際，而基督
身體的實際，乃是實際的靈作到我們裏面並
構成到我們的所是裏，也是『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
者』
，就是耶穌一生的眞實光景。如四福音書所記
載的，重複在祂許多肢體身上，作為得了成全之神
人的團體生活。耶穌在生活中總是在神裏面，同着
神並為着神行事；神是在祂的生活中，並且祂與神
是一，這就是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而惟一討神
喜悅的生活，就是重複基督在地上所過的生活；我
們正在被主成全成為神人，照着基督這第一個神
人的榜樣，否認我們天然的生命，而活神聖的生
命。在基督身體的實際裏之生活，與耶穌的生活是
一樣的；這是耶穌再次活在祂身體的眾肢體裏。
其次，基督身體的實際就是神與人聯結相調，
活出一個團體的神人，也就是神所救贖的一班人
與神人基督一同過神人的生活。主耶穌在祂的復
活裏，產生了許多弟兄，他們同着祂這長兄，成為
團體的大神人；這個宇宙人是神又是人，是人又是
神。當賜生命的靈把我們重生之後，就住在我們裏
面，調在我們的靈裏，帶同我們過神人的生活。這
樣生活的結果，就產生一個宇宙人，和主耶穌一式
一樣—是人，卻憑神的生命過神人的生活。
保羅是一個不憑自己活着的人，他乃是憑那
是靈的基督而活；那是靈的基督乃是包羅萬有的
靈，就是經過過程並得着完成之三一神的終極完
成。這一切都在復活裏。當我們不憑我們天然的
生命，而憑我們裏面神聖的生命而活時，我們就
在復活裏，這種生活的結果就是基督的身體。我
們裏面神聖生命的實際就是復活，而復活乃是那
是靈的基督，包羅萬有的靈，以及經過過程並終
極完成的三一神。如此，我們也能得成全，得成
全就是藉着不斷操練棄絕己，憑另一個生命活
着，而得着成熟。

此外，基督身體的實際，乃是模成基督之死的
團體生活。我們知道，追求基督之神人的生活，乃
是追求藉着十字架的經歷，過與基督同死的生活。
十字架必須成為我們的經歷；進入我們心的十字
架，乃是成了我們主觀經歷的十字架，使我們活基
督。在十字架下的生活，摸着我們裏面最深的各部
分，也摸着我們日常生活上的每一細節。這是神人
生活，也是經過十字架模成主死的生活。這個模成
主的死，乃是藉着基督復活的大能。我們必須是一
直過釘十字架生活的人，以基督的死作我們生活
的模型。藉着這樣的生活，我們纔有基督身體的實
際。願主憐憫我們，叫我們能經過十字架，過模成
主死的生活；也只有死而復活之人眼睛是開啓的，
他們看見啓示而生活行動。這樣的生活纔是神人
的生活，纔能活出基督身體的實際。因此，復活的
實際，就是基督成了那賜生命的靈。今天我們這些
神人所過的神人生活，應該就是經歷死與復活的
生活，也就是經歷十字架與那靈的生活。
最後，在基督身體的實際裏，乃是活在調和的
靈裏。神獨一的定旨是要將祂自己與我們調和，好
使祂成為我們的生命、性情和內容，並使我們成為
祂的彰顯。在神的經綸裏，祂將自己與我們調和，
與我們成為一個實體。我們要得救到一個地步，我
們和神完全調成一個，同一生命，共同生活。同時，
神經綸的中心點乃是調和的靈，就是神靈與人靈
的調和，神所要作或完成的一切都與這中心點有
關。調和的靈乃是與神成為一靈的靈，這靈乃是在
神的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祂的神格上）與神一
樣。在我們裏面，神靈與人靈相調為一，使我們過
一種是神又人，是人又神的神人生活。神人的生活
乃是神靈與人靈，靈靈相聯，靈靈相調，二靈聯調
為一的生活。我們照着調和的靈而行，藉此我們就
能活在基督身體的實際裏。
（蔡力強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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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會所外出相調蒙恩報導

我

們在二月二十八日那天，一同前去苗栗三義
相調，其中有六位福音朋友與我們同去。大
部分弟兄姊妹搭乘遊覽車，少數自行開車。在遊覽
車上，有聖徒帶着我們晨興、唱詩並由每一位介紹
自己故事。
這一路的車上充滿歡笑聲！有弟兄題唱一首
臺語詩歌『永遠的靠岸』
，大家都很享受。其中最
讓聖徒摸着的是詩歌第一句話，
『若是越頭看，人
生親像船隻…』
，弟兄說回想這段日子，家中變動
甚大，先是兒子娶媳婦，接着二個孫子報到，又是
嫁女兒；如今搬家至桃園，眞有許多深刻的感觸。
另一位弟兄接着分享，他是四十年前在中原大學
受浸，畢業後未再聚會；四十多年過去了，弟兄回
頭一看，那些逝去的日子盡都白費，令人感歎。然
而，感謝主將弟兄帶回神的家中。希奇的是，因着
敞開交通，發現與前一位分享的弟兄是同校同系
所的學長弟關係，這樣的巧合，必有主的美意！
還有位弟兄交通到得救的經過，是弟兄姊妹
從未聽過的故事。當弟兄回頭看他過去得救的歷
程，如何從一個警察變成一個弟兄，眞是滿了主奇

妙的帶領；他原是一
個積極進取、表現優
異的警官，在經歷人
生的低潮後，而得救
信主。聽他娓娓道來，
眞是叫人敬拜主。
車子很快到達目
的地，我們散步至各
景點參觀。我們就好
像一個大家庭出外踏
青，親切又融洽。一
聖徒們喜樂相調
面觀賞神的創造，又
同時彼此拍照，一同用餐，沒有距離。眞的不在乎
去到那裏，只要有弟兄姊妹在一起，就有說不出的
喜樂和舒暢，阿利路亞。
這次相調很享受，一生中能有這樣身體生活
的享受，實在美好。相調若要辦得成功，服事者在
背後的配搭乃是關鍵因素；此次行程眞能感受到
服事者的用心。願主祝福祂的召會，阿們。
（十二會所 陳明達弟兄）

大專聯合期初特會報導

這

次春季大專聯合期初特會（二月十五至十七
日）於中部相調中心舉行，共有三百七十五
位大專聖徒與會。來自全臺十個縣市的大專院校，
齊聚一堂，在學期開始前一同受主話語的成全與
加強。
特會第一部份，以馬可福音為中心，主題是
『一種完全照着神新約經綸，並為着神新約經綸
的生活』
。弟兄們交通的信息，着重這位奴僕救主
在為着神拯救罪人的服事上，所顯出的殷勤、忠信
和其他的美德。幫助大專聖徒看見並進入奴僕救

全體大專聖徒大合照

主美妙超絕之福音內容的實際，而讓基督頂替，以
致能過一種完全照着神新約的經綸，並為着神新
約經綸的生活。
特會第二部分，主題是『神的得勝者』
。李常
受弟兄曾說，
『要作人，我們必須是基督徒；要作
基督徒，我們必須是在祂的召會裏，在祂的恢復
中；要在祂的恢復中，我們必須是得勝者』
。今天
信徒必須在召會生活中作得勝者，以成就神永遠
的經綸。為了使神的旨意得以實行在地上，他們必
須運用馬太十八章十八至二十節之權柄的禱告，
為着牧養的實行，捆綁仇敵並釋放輭弱退後的弟
兄。信息中講到基甸和三百勇士的例子，啓示神今
日如何呼召得勝者，他們完全為着神的榮耀與定
旨，願意犧牲個人的權益和享受。得勝者乃是在神
經綸中成功的人；為了對付神的仇敵，他們靠着羔
羊的血、藉着見證的話，並有一種不愛惜自己魂生
命的靈與態度，能忍受痛苦並讓十字架來了結自
己。結果神就能彀藉由他們的行動，完成新耶路撒
冷的建造，以成全祂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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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除了信息的釋放，還有兩堂的專題成全與分
組研討，幫助大專聖徒有福音與牧養的實行，包含
如何傳福音、回訪與領人受浸，以及如何家聚會牧
養人。藉着弟兄們分享福音的祕訣，加上大專生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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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歷與見證，使弟兄姊妹大受激勵與幫助，同心
合意，為着神新約的經綸一齊努力，達到神心頭的
願望。
（九會所 莊智涵姊妹）

大專聯合期初特會蒙恩見證

在

期初特會中，我重新認識，在基督徒生命中
─『奴僕』和『得勝者』─這兩個至為重要
的身分。我們是神的奴僕，必須學習降卑的功課。
在馬可福音中看見，耶穌基督在地上的平凡生活
中超絕的作為。特別是第一篇信息『神的奴僕』，
讓我們認識，作為奴僕，我們不應宣揚或推銷自己
所作的，反而願意為神的旨意犧牲自己的權益。
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節，
『因為人子來，不是
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
人的贖價』
。主是我美好的榜樣，我願意在召會的
服事上，更新的奉獻我自己；在弟兄之家的生活，
不再以個人的利益與愛好為中心；在日常的生活
行動中，也要先顧及肢體的需要並順服在神的權
柄之下。我願意藉着這樣的操練，使我能成為神所
揀選並喜悅的得勝者！ （四會所 陸加祈弟兄）
------------------------------------------------------------------謝主，藉着這次的期初特會，實在讓我們在
學期一開始就得着加強，脫離寒假的下沉光
景，有一個新的翻轉。信息中說到，在馬可福音第
九章，那裏有一個圖畫，當彼得在高山上看見摩
西、以利亞以及主耶穌，就想為他們搭帳棚。但最
後，神在雲彩中向彼得顯現，並且使他不見一人，
只見耶穌。就是說到，主要作我們完全的頂替，頂
替一切人事物，要我們學習將一切交託給祂。
這實在點醒我自己，在許多時候遇到憂慮，
或是遭遇困難時，常會尋求人而聽別人的意見，
更常是推敲研究，倚靠自己解決。但是特會中說
到，基督乃是要作我們的頂替。盼望自己在新的
學期裏，能彀操練更多的禱告，與主有更多的交
通；讓主作我們的頂替，不斷來變化我，去除天
然的己，在凡事上活基督，有基督的彰顯，使基
督在我身上顯大。
（四會所 陳思云姊妹）
------------------------------------------------------------------次大專期初特會，我摸着要答應主的呼召成
為得勝者，對付神的仇敵。當我們遇到所不
能承受的患難，就會輭弱灰心，因受苦而躲避神的
面。這是因為神的仇敵─撒但，一直要使我們輭弱
失敗。因此，我們要對付神的仇敵。

感

這

啓示錄十二章十一節，
『弟兄們勝過他，是因
羔羊的血，並因自己所見證的話，他們雖至於死，
也不愛自己的魂生命』。在爭戰中得勝的路有三
點：藉着羔羊
的血、藉着見
證的話、不愛
自己的魂生
命。其中我珍
賞得勝的根
大專生上臺分享蒙恩
據，就是羔羊
的血。這血旣是救贖的血，也是得勝的血；不只是
為對付罪，更是為着勝過仇敵。當環境臨到時，我
們常會憑着天然的能力去抵抗，然而總是落入失
敗的境地，仇敵也趁此控告我們，使我們認為自己
毫無用處。信息說到，我們的得勝並不是靠着自
己，而是留在基督裏，就是在得勝的地位上得勝。
我實在需要不看自己的輭弱，反而需要取用
羔羊的血來遮蓋我、保護我，使我得以剛強站立。
當苦難或是試誘臨及時，我都要向撒但宣告，
『我
是不完全，主血遮蓋我！』
（五會所 張芮瑜姊妹）
------------------------------------------------------------------很摸着我們需要基督包羅萬有的頂替；而要
有這樣的頂替，需要有禱告。而這樣的禱告
不是向神來求甚麼，乃是要憑着信，為着執行神的
旨意來禱告。一個會禱告的人，他的天然生命乃是
完全被十字架結束了。
在新學期的福音節期，我們該以基督為我們福
音的內容，所以我們傳福音不該是照着我們的經
驗，乃是因着我們的禱告，讓我們被神來充滿，被
神來頂替，我們就能為主來說話，為主來傳福音。
在個人禱告中，主也使用馬可福音九章七節
『有一朵雲彩來遮蓋他們，又有聲音從雲彩裏出
來，說，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祂』
，來題醒我。
我們要聽祂，就是說我們過召會生活並不是一種
遵守規條的生活；乃是讓基督在我們裏面掌權作
我們的領導，並且將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交給祂。很
寶貝在學期的開始，向着主有更新的奉獻。
(十會所 顏依靈姊妹）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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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倚靠，主作我力

從

小生長在傳統宗教家庭，逢年過節，家中必
燒香拜拜，我也跟着拜。婚後，小叔小姑都
是虔誠的基督徒，而我也跟着一起禱告。事實上，
我清楚自己一直不信鬼神，堅信凡事只要秉持善
良的心，努力認眞去作，必有收穫，靠自己纔眞實。
直至二○一七年十月，因着經歷離婚，心靈受
創，需要時間療傷。我把自己封閉在家裏，告訴自
己，時間會治癒一切。然而，一些擾亂內心的事及
二度就業的難處，始終成為我的壓力。
一年過去，就在去年十一月十五日，我哭着告
訴女兒，似乎無法過這個關卡，而且不知找誰訴
說，惟有這兩個女兒是支持我的力量。在同一天，
我忽然醒悟，不該成為女兒的負面榜樣，我必須走
出去，尋求正面能量，跟正面思考的人相處。霎時
間，腦海立卽浮現『敎會』
，想起我的外甥，在敎
會的成全及照顧下，度過多年艱困的日子，之後順
利就讀臺大碩士、考上高考。當時殊不知，他乃是
蒙主恩典的帶領。
因着心思轉變，我就趕緊聯繫外甥家，開始參
與聖徒的家聚會。果然，每次跟熱心餧養我的弟兄

姊妹一同聚會，我都非
常喜樂，心裏篤定這就
是我要的生活，有主同
在。很快的，我多了一個
依靠的能力─『禱告』！
當我無助、惶恐時，禱告後就有如一股清流，流過
身體，聖靈充滿，帶給我力量、勇氣。當我犯錯、
懊惱時，也會向主悔改，請全能的主原諒我的意志
輭弱，並將心中魔鬼驅離；再者，當我兩難抉擇，
也是交託給主，請主替我揀選，而能如釋重負！
在一次開車去工作的途中，擔心何時纔能接
到下一個工作，於是邊開車邊禱告。很奇妙的，當
天下午就接到朋友的電話，介紹工作給我。隔天的
面談，主也保守一向容易緊張的我，從容應付面
談，接下了工作。我眞是喜悅不已，那超過一切眞
實的愛，竟然臨及我，感謝主！
今年三月十七日，是我得着新生命的日子。在
女兒陪同下我受浸了，眞正成為神的兒女，
『現在
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
（加
二 20 上）。
（十八會所 游玉女姊妹）

書報導讀

民數記概論（上冊）（第四至五篇）
信息主題
第四篇是『行程的要義
（一）引言』
。第五篇是『行程
的要義（二）起行和安營、失敗、
條例』
。這是在神子民的編組成
軍之後的行程。
信息要點
一、以色列人編組成軍後，就開始他們在曠野
的行程。進入迦南美地的行程，豫表三件重要的
事：
（一）進迦南地豫表神子民進入基督，享受祂
的豐盛。
（二）豫表進入國度，讓神在祂子民身上
有確定掌權的範圍。
（三）豫表神的見證在地上得
以建立，藉祂子民彰顯出神的榮耀。這三件事聯在
一起，說出我們得救之後，進入基督的豐盛，進入
神的權柄裏，至終進到神的見證裏。
二、以色列人起行和安營，與兩樣重要的東西
有關：雲彩是指神的同在作為引導，銀號指從基督
和祂的十字架所發出的號聲。我們一切的行止，都

要根據聖靈的同在，和基督的救贖所發出的聲音
來定規。
實行要點
一、以色列人起行的次序，乃是一幅美麗的圖
畫。分成六隊、四個營，不僅為着保障，也是為着
爭戰。這幅圖畫豫表召會中的配搭與事奉，乃是有
次有序的，使神的見證得着維持與保障，並能按部
就班走前面的道路。
二、行程中，以色列人的第一個失敗是發怨
言。第二個失敗是起貪慾。第三個失敗是毀謗。第
四個失敗是不信神。第五個失敗是違背神的話。這
五個失敗，需要藉着獻祭，解決他們的難處。最後
需要認識安息日的意義，相信、接受並順服神為我
們所作成的一切。
（五會所 高啓瀚弟兄）

第四版

一、 請為 4/18~27 三梯次的全臺弟兄集調代禱。
二、 請為 5/9（週四）全召會長青聖徒相調代禱。
三、 請為 5/18（週六）下午 16:30 在二會所的全召會
路加集調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