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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在基督的生命里得救以建造基督的身体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罗马书五章十节，八章二十九节，十二章一至五节。 

 

许多信徒都知道，罗马书在圣经里占有特别的地位。从路德马丁（Mart，nLuther）的时

代以来，罗马书就被视为一卷讲因信称义的书，论到神的义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赐给

了我们。我年轻时就有深刻的印象：罗马书给人看见，罪人被公义的神称义的路，乃是

借着在基督里的信和基督的流血。虽然这没有错，但我们需要看见进一步的事。我们需

要看见，从五个世纪以前路德马丁的时代以来，主一直在继续往前，开启祂在圣经里神

圣的启示。关于罗马书里的许多项目，主已赐给召会进一步的亮光。 

 

罗马五章十节说，’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

更要在祂的生命里得救了。’与神和好，虽然好，却不够；我们需要进一步往前，在基

督的生命里得救。我还是个年幼的基督徒时，听过许多篇道，讲到人借着基督的死而得

救。人告诉我，我们是堕落的罪人，耶稣为着我们的罪死于十字架。所以我们需要信祂，

使我们的罪得赦免。这就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得救。然而，我从未听过一篇道是

讲在基督的生命里得救。 

 

罗马五章十节这一节提到的，不仅有基督的死，也有基督的生命。借着基督的死，我们

这些神的仇敌得与神和好。我们与神之间的仇恨，已被基督的死除去并对付了。（西一

21~22。）我们赞美主，在这宇宙中有基督的死这样一件美妙罗马书五章十节，十七节�

二十一节，六章四节.八章二节.十节，六童二十的生命也没有清楚的启示。弟兄会当中

有些人成了圣经大教的事。为着我们的已往，我们需要基督的死使我们与神和好；为着

我们的将来，我们需要基督的生命拯救我们。五个世纪以前，主向祂的召会启示关于基

督之死的事，但没有太多启示到基督的生命。在十八世纪卫斯理约翰（JohnWesley）的

时代，甚至在十九世纪弟兄会的时代，对基督师，但他们对于基督的生命所看见的，不

像主今天向召会所启示的那样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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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里得救并在生命中作王 

罗马五章十节说，我们更要在基督的生命里得救。十七节说，’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

溢之义恩赐的，就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作王’原文指作王掌

权。我们所接受的生命不是仅仅拯救我们脱离一些事而已，乃是要我们登宝座，作王掌

管万有。这比在生命里得救高得多。我们客观的接受了义，但我们还需要继续接受洋溢

之恩，使我们能主观的在生命中作王。我们在其中作王的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二十

一节说，’使罪怎样在死中作王，恩典也照样借着义作王，叫人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永远的生命。’罪在死中作王。因此，罪在那里，死也在那里。罪借着死的权柄作王，

并借其作王带逬死。因此，罪人必须死。（A23。）然而，我们不在罪之下，乃在恩典之

下。（14。）恩典掌权作王，叫人得永远的生命。我们若享受神的恩典，结果会带进生

命。正如死是罪的结果，照样生命也是恩典的结果。恩典在那里，生命也在那里。在生

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六章四节说，’我们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像基督借着父的荣

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我们生活行动不但需要在生命中，也需要在生命的新样中。 

 

得释放脱离罪的律 

八章二节说，’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

生命之灵这辞启示，生命是那灵的事，并且生命与那灵是一。我们无法将生命与那灵分

开，因为那灵是生命的素质。那灵在那里，生命也在那里。十节说，'基督若在你们里面，

身体固然因罪是死的，灵却因义是生命。’本节所提的灵必是人重生的灵，因为这里是

将身体与灵作对比。不但如此，唯有在’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条件下，这节里的灵才是

生命。因为罪在我们的身体里，（七 23�）我们的身体就是死的。 

 

同样，既然基督在我们里面，（林后十三 5，）我们的灵就是生命, 基督作生命和恩典，

乃是在我们的灵里。（提后四 22，腓四 23。）被圣别罗马六章二十二节说，’你们既从

罪里得了释放，作了神的奴仆，就有圣别的果子，结局就是永远的生命。’照着八章二

节，生命之灵的律已经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与死的律。现今我们既从罪里得了

释放，作了神的奴仆，以至于圣别，或是说，结果是圣别。圣别是在我们得释放脱离罪

之后，并且与生命有关，因为其结局乃是永远的生命。 

 

 

 



被变化、模成、并建造成为一个身体 

十二章二节说，’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我们不该仅仅从我们的罪得洁净，也该被

变化。八章二十九节说，神预定我们’模成祂儿子的形象’。我们不但需要被变化，也

需要模成神儿子的形象。然后十二章五节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

这指明我们需要同被建造，并配搭成为一个身体。这些经文都与在基督的生命里得救有

关。 

 

罗马书里的启示-罪人成为神的儿子和基督身体的肢体 

虽然罗马书的确讲到因信称义的事，但十二章告诉我们，得称义的人成为这一个身体上

的肢体。神的心意不是要得着许多得称义的个人；祂的心意是要为祂的儿子得着一个身

体。至终，神要得着的不是许多得称义的个人，乃是字宙中的一个身体。罗马一章一节

至三章二十节说到在神定罪之下的罪人。然后三章二十一节至十二章说到称义、和好、

圣别、变化、模成基督的形象，至终说到身体。十二章五节不是说，’我们这许多人，

是得称义的罪人；’乃是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起初，我们是

罪人，甚至是神的仇敌，但基督的死对付了我们与神之间的仇恨。因此，我们借着基督

的死得与神和好。然而，即使我们不再是神的仇敌，我们也可能在罪律之下受辖制，并

且仍是凡俗的，没有分别汨神。因此，我们不但需要得释放脱离罪的律，也需要被圣别。 

 

发脾气是罪的律作工的一方面。即使我们可能恨恶脾气，却常常无法胜过脾气。我们的

脾气是需要被对付的小臭虫，但对付起来很困难。这例子证明，我们需要得释放脱离罪

的律。我们得释放脱离罪，就能被圣别。被圣别就是被分别归神，并且照着神的圣别性

情成为圣别。当我们在圣别的过程中，也就借着里面新陈代谢的过程被变化，在我们外

面的彰显上有改变；神在这过程中作工，将祂神圣的生命和性情扩展到我们全人的每一

部分，特别是我们的魂。这样的过程将基督和祂的丰富带进我们这人里面，作我们的新

元素，并使我们老旧、天然的元素逐渐被排除。 

 

我们能以丑陋毛虫变成美丽蝴蝶的过程为例，来说明变化。借着里面新陈代谢的变化过

程，我们就被变化成为复活得荣之基督的形象。（林后三 18。）不但如此，我们要被模

成神儿子的形象，至终作为基督一个身体的肢体同被建造。因此，借着神在生命里的救

恩，我们就得释放脱离罪的律，被圣别、变化、模成，并且同被建造。我们借着基督的

死，得与神和好了，但我们仍处于’在基督的生命里得救’的过程中。祂的生命释放我



们脱离罪的律，圣别我们，变化我们，将我们模成祂的形象，并将我们一同建造成为一

个身体。神的心意是要借着释放罪人脱离罪，并圣别、变化、模成、建造他们，使罪人

成为神的儿子，并将他们一同建造成为一个身体。这就是罗马书里的启示。 

 

罗马五章十节说到在基督的生命里得救；八章二节说到借着生命之灵的律，得释放脱离

罪的律；六章二十二节说到从罪里得了释放，作了神的奴仆，以至于圣别。然后十二章

二节说到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八章二十九节说到模成神儿子的形象；而十二章一至

五节说到同被建造成为一个身体。我们经过这一切步骤，并且同被建造成为一个身体，

神的目标就会达到。今天我们在实行召会生活，我们正在过程中，在基督的生命里得救。 

 

在生命里得救以实行召会生活 

为着召会生活的实行，唯一需要的项目乃是生命。传统基督教有错误的观念。有些基督

徒以为，要实行召会生活就需要许多道理，另有些人以为需要神奇恩赐的显明。但我们

若留意罗马书，就会看见这卷书里主要关切的乃是生命，而不是道理或神奇的恩赐。召

会生活不在于道理或神奇的恩赐，乃在于生命。罗马书没有提起说方言或神医这类神奇

的恩赐。反而，这卷书提起在生命里属灵的恩赐，就是借着我们经历基督的恩典所产生

的恩赐。（十二 6〜8。）这卷书也说到借着神圣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产生的美德，就如接

待、爱弟兄没有假冒。（9〜12。）比起接待，施行神医是容易的。我们若接待三位客人

到我们家里，这三位客人会将我们里面的光景暴露到极点。 

 

彼此相爱没有假冒是困难的。两位弟兄之间有一点摩擦，就会立刻彼此不满。神医和说

方言是与生命无关的神奇恩赐，但彼此相爱是生命的事。（约壹三 14）林前十三章一节

说，’我若能说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鸣锣响钹能

发出声音而没有生命。认为我们需要神奇的恩赐才能实行召会生活，乃是错误的。事实

上，在生命以外运用神奇的恩赐会导致分裂。我们该确信，为着召会生活，我们所需要

的不是道理或恩赐，乃是生命。 

 

 

 



一个地方召会也许存在不到二年，却已经有一些’皱纹’。（参弗五 27。）皱纹是老旧

的结果。召会生活中的皱纹，就是圣徒当中的摩擦和抱怨等小学。因此，我们需要为着

召会生活，在基督的生命里得救。我们若在生命里得救，无论受到弟兄们怎样的对待，

都会依然喜乐。基督的生命会拯救我们脱离任何一种怨言或抱怨。（腓二 14，西三 13。）

我们在享受基督生命里的救恩时，不会被在弟兄之家与我们同住之弟兄们的行为所困扰。

反之，我们会爱他们，不是凭我们的己，乃是凭基督作王的生命。那就是说，我们会凭

着爱人的基督来爱他们。我们用天然的爱来爱人时，很容易爱可爱的人，却不可能爱不

可爱的人。倘若我们对弟兄们的爱不是源于我们的己，乃是源于基督作我们的生命，我

们就会爱弟兄之家所有的弟兄，无论他们可爱或不可爱。这是真实没有假冒的爱。在这

样的爱里没有怨言、抱怨或批评，只有基督作生命。 

 

有一次，我应邀到弟兄之家；我一走进去，就听见一位住在那里的年轻弟兄吼叫：’每

个人都走了！谁该收拾盘子？’然后我走进厨房，看见在水槽中弟兄们堆积如山的盘子。

那位年轻弟兄面对水槽中的盘子所起的反应，说出他需要在生命里得救。这位弟兄若享

受在基督生命里的救恩，他非但不会那样吼叫，反而会开始洗盘子。为着召会生活，我

们需要借着得释放脱离缠累我们的罪，就如怨言、抱怨、批评、发脾气，并脱离许多其

他的罪，而在生命里得救。我们需要借着基督的生命得释放脱离罪。然后我们需要被圣

别。我们即使已得称义，仍可能因为凡俗，就是属世，让别人难以分辨我们与不信者之

间的不同。我们不该像不信者一样凡俗，乃要照着神的圣别被分别。不但如此，因为我

们仍是天然的，我们就需要被变化。 

 

外面的改变，就如我们的发型从长发变成短发，也许不代表在生命里的改变，只是外面

样子改变。反之，变化是里面新陈代谢的改变一生命、性情、和性格上的改变一结果带

进形状或彰显上的外在改变。举例说，面色苍白的人可以上一点妆，为要看起来健康。

这仅仅是外面的改变，不是里面新陈代谢的结果。然而，这人若开始吃营养的食物，他

的面色会渐渐改变，从苍白的面色变成比较健康的面色。这样的改变不仅仅是外面的，

乃是里面新陈代谢过程的结果。我们享受基督拯救的生命时，就会新陈代谢的变化，并

且蒙拯救脱离天然。 

 

 

 



除了凡俗、属世、和天然以外，我们有己的样式。我们还未模成神儿子的形象，反倒带

着自己的形象，自立又单独。我们喜欢与别人分开，与所有的圣徒都没有配搭，没有正

确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缺少生命，并且建造不来。因此，日复一日，我们需要在基

督的生命里得救，借着生命之灵的律脱离罪的律，借着被圣别脱离凡俗和属世，借着被

变化脱离天然，借着模成神儿子的形象脱离己的样式，并且借着被建造而在美好的配搭

里彼此联结，脱离自立和单独。唯有这样，主才会得着祂的身体。这是在生命里得救的

结果。 

 

生命就是基督自己作为赐生命的灵。（约十_25,十四 6。）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说，基督

这位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这位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西三 4。）我们若对祂认真，

就要祷告：’主，我不再以自己作我的生命。我以你作我的生命。’基督作生命对我们

不该是道理。反之，我们需要实行在凡事上以基督作我们的生命。关于在基督的生命里

得救这件事，我关切所有的召会。一面，我喜乐看见圣徒在聚会中借着呼喊和赞美来释

放他们的灵。但另一面，我们需要核对这是不是真的。 

 

我们在聚会中释放灵并呼喊主名是好的；但这些实行必须带进我们在生命里得救。我们

若宣称我们在呼求主名并释放我们的灵，却经年累月没有圣别、变化、模成或建造，我

们就需要思想，我们的呼求并释放灵是不是真的。倘若我们的呼求并释放灵是真的，主

就会进到我们里面作生命，借着圣别、变化、模成、并建造我们而拯救我们。我们需要

问，我们蒙拯救脱离缠累我们的罪，并脱离属世、凡俗、天然、己的样式和单独，到底

有多少。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思想，我们被圣别、变化、模成、并建造了多少。通常，我们的呼

求主并释放灵，该作成我们的圣别'变化、模成和建造。我们搡练并释放灵是不是真的，

在于我们是否在基督的生命里得救。我们若给基督的生命一条通幅的踣，在我们里面运

行，这生命会在我们里面作出许多积极的事，因此在召会生活中，就不需要任何道理或

彤式。反之，基督拯救的生命会在我们里面作工，圣别、变化、模成、并建造我们，使

我们成为一个身体。 

 

 

 



第二章  借着运用我们的灵享受基督拯救的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罗马书五章九节，十章十二节。 

 

罗马书里两个主要段落 

罗马书可分为两个主要段落，以五章十节为分界。五章十节说，’我们作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在祂的生命里得救了。’第一个主要

段落，一章一节至五章九节，启示罪人，甚至神的仇敌，如何借着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死，

得与神和好。这是已经成就的事。第二段，五章十一节至十六章二十七节，启示在基督

生命里所给我们的拯救。这是正在进行的事。罗马书第一段里的和好，是已过借着基督

的死得成就的，而第二段里的救恩，是天天、时时借着基督的生命执行的拯救。因此，

即使我们已得和好，我们仍需要在生命里得救。 

 

在生命里得救 

在前一章，我们说到罗马书里所启示，关于在基督的生命里得救的五个项目。借着在基

督的生命里得救，我们借着生命之灵的律，得释放脱离罪与死的律，（八 2，）借着被神

圣别的性情浸透，天天被圣别，（六 22.）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十二 2,）模成基

督的形象，（八 29,）并且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合式的构造并建造在一起。（十二

1~5。） 

 

从罪得释放 

罗马书五章十节，八童二节，四至六节，九至十节，十六节，二十三节，二十要发脾气，

不需要外面的帮助。有些人想要抑制脾气，就运我们需要清楚看见，关于借着基督的生

命从罪得释放是什么意思。（A2c）发脾气可以视为一项缠累人的罪, 我们很容易发脾气，

因为脾气是照着罪的律运行。罪的律就像地心引力，是自发、自动、且自然运行的一项

运作原则。因此，用他们的意志决定不发脾气。然而，即使意志力可以一时胜过罪的律，

但最后我们精力用尽，罪的律就得胜了。既然我们的意志力是短暂的，就无法胜过一个

永久的律。因此，即使我们决定不发脾气能成功一时，最终还是会发脾气。要胜过罪的

律，需要一个更高的律、更强的律。 

http://www.rucoc.com/Selbooks/WitnessLeeCollection/1971/31/2.mp3


正如我们用空气动力学的律征服地心引力的律，照样我们需要生命之灵的律，好得释放

脱离罪的律。我们是重生的信徒，在我们灵里有基督作赐生命的灵，生命之灵。（林前

十五 45，罗八 2，提后四 22。）生命之灵有个律一生命之灵的律一比罪的律强得多。要

得救脱离罪的律，我们不必再运用意志力；只要运用我们的灵呼求：’哦，主耶稣，哦，

主耶稣，’借此应用生命的律。只要借着呼求主，我们就应用这更高的律，并且立刻得

释放脱离罪的律。这是关于我们在基督的生命里得救的第一项。 

 

圣别 

关于我们在基督的生命里得救的第二项，乃是圣别。（罗六 19，22。）我们也要对圣别

的意义有清楚的看见。虽然一个信徒已与神和好，可能也知道如何应用生命之灵的律，

使他从罪的律得释放，但他可能仍是凡俗的；也就是说，他可能仍是属世的。这种人的

内在构成，也许仍与他接受主以前是一样的。他与属世的人之间可能没有什么不同，并

且他可能与世界没有分别。就算他已得释放脱离罪的律，他仍然是凡俗的。因此，在他

身上没有圣别，没有什么使他与属世的人分别或不同。 

 

圣别是我们经历基督的结果。我们若对基督有活的经历，这些经历自然而然会使我们与

属世的人不同。譬如，一位学生在得救以前，也许说话的样子属世，像其他同学一样。

然而他得救以后，若实行呼求主名并祷读主话，他从主所接受的生命就会开始在他里面

运行。当他回到校园与同学一说话，自然而然他的谈吐就有所不同，他不会用旧有属世

的方式说话。他的言谈有这样的改变，不是由于他先前决定或定意不再以老方式说话；

那种改变是守宗教。反而这位学生里面的改变，是由于他花时间与主同在，祷读主话，

并敞开自己让主作生命在他里面作工。这位学生与同学说话时，同学可能发觉他身上有

了改变，也可能希奇他发生了什么事。别人在这位信主的学生身上察觉到的不同乃是圣

别，这是他经历主的结果。 

 

行为举止有某种样子，或基于我们的观念认为寻求的信徒该如何，而改变行为，乃是守

宗教。这不是圣别。例如，一位留长发的弟兄开始与圣徒们聚会，并祷读主话，可能只

因为召会生活中别的弟兄都剪发，或因为他认为爱主并寻求主的正确信徒不该留长发，

就决定剪发。这种决定是宗教，不是圣别。然而，当这位弟兄祷读主话时，他开始对自

己头发的长度觉得不自在，并借着与主交通，有感觉要将他的头发剪到某种长度，他剪

发的决定就不是宗教，而是基督作生命在他里面运行、作工、并兴起的结果。这就是圣

别。 



将我们与世界分别，并拯救我们脱离凡俗的，乃是基督拯救的生命，不是宗教。教导年

轻弟兄要刮胡子、头发要剪成某种样子，或者教导年轻姐妹要穿长裙、上衣的袖子要到

某种长度，乃是宗教。我们不必信靠任何一种宗教形式，乃需要看见，当我们天天花时

间与主同在，祂就在我们里面生活、运行、激动，甚至搅扰我们，好使我们有所不同。 

 

变化、模成和建造 

我们要信靠主耶稣这活的一位，祂是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作工圣别我们，我们也要

在全人里面给祂自由的通道。然而，我们常常非但没有在我们里面给主自由的路，反而

立起标志说，’禁止通行。’我们不该立起这样的标志。反之，我们该祷告：’主，通

过我。你有自由的通道在我里面作工。’随着呼求主并祷读主话，我们还需要在我们里

面给主自由的路。唯有这样，我们才会经历基督生命圣别的能力，这生命不但在地位上，

也在性情上，逐渐改变我们。基督生命的圣别工作，不但借着使我们与世界分别，在我

们的地位上产生改变，也借着用神圣别的性情，将我们里面的人浸透，在我们的性情上

产生改变。性情上的圣别，包含性情上的变化，就是借着基督这赐生命的灵，用神圣别

的性情，浸透我们这人里面所有的部分，使我们从天然的性情变化为属灵的性情。圣别

既然产生我们性情上的改变，其结果就是变化；这不是外面的改变，乃是借着基督生命

的元素所产生内在新陈代谢的改变。变化不但使我们与世界分别，也带逬形状上的改变，

使我们有神长子基督的形象。（十二 2，林后三 18。） 

 

变化的过程可以用丑陋毛虫变成美丽蝴蝶为例来说明。我们经历变化的过程，是借着基

督作生命的元素在里面的人呈扩展，渐渐从一种形状改变成另一种形状。就是说，我们

渐渐变化成为基督的形象，至终会模成神长子基督的形象。（罗八 29。）现今，我们可

能部分是’毛虫’�部分是’蝴蝶’，但我们是在变化的过程中。我们应用基督作我们

的生命时，祂就在我们里面运行并作工，且带我们经过变化的过程。基督生命的运行，

在我们里面作变化的工作。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特别是年轻人，都需要天天被变化。

我们若没有经历变化，即使短短一周的时间，我们的缺少变化就说出我们与主耶稣之间

的关系有些地方不对了。我们与主耶稣若是对的，必定会经历变化。我盼望在众召会中

都有一班青年人天天在基督生命变化的工作之下。至终，我们会因为有变化的经历，在

某种程度上模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不但会被变化，还会模成基督的形象。我们也会同

被建造，成为基督的一个身体。（十二 5。）这就是在基督的生命里得救。 

 

 



神的目标是要得着基督的身体 

神的心意不是仅仅要拯救许多罪人脱离祂公义的审判；神的目标是要得着与祂长子毕像

毕肖的许多儿子，成为祂身体的肢体。要完成这目标，祂就使我们这些作祂仇敌的人与

祂自己和好，并且借着将基督作生命分赐到我们灵里而重生我们。（约三 6，罗八 10。）

从那时起|神圣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一直运行并作工，释放我们脱离缠累我们的罪，圣别

我们脱离属世和凡俗，并且变化我们。这生命至终会将我们模成基督的形象，使我们实

际成为神的儿子，意即不但里面是神的儿子，外面也是；不但在生命和性情上是神的儿

子，在外表、彰显、和形象上亦然。我们模成神儿子的形象时，就会成为材料，预备好

被构造在一起，并建造到基督的身体里，以完成神终极的目标。 

 

神终极的目标是要得着基督的身体，不是在来世，乃是在今天；不是在诸天界，乃是在

地上。虽然基督教已失去这目标，但是主今天正在恢复这件事。在祂的恢复里，祂正在

祂的生命里拯救我们脱离缠累的罪，并脱离属世、天然和己的样式，借此恢复这目标，

直到我们全有祂的生命、性情和形象，并成为材料，预备好同被建造成为祂的身体。这

就是罗马书第二大段落里所启示，在基督的生命里得救。 

 

关于基督以及在祂生命里的救恩三个要紧的点 

罗马八章启示，在基督里的信徒如何在祂的生命里得救，到一个地步能模成祂的形象。

在罗马书这章里，有三个关乎基督以及在祂的生命里得救的要点，基督教已经失去了。

基督是赐生命的灵第一个要点是，今天基督不仅仅是在诸天之上作我们的救赎主和救主，

借着圣灵来作工；祂就是在我们里面运行的那灵自己。生命之灵这辞用于八章二节，然

后在九至十节，神的灵、基督的灵、和基督这些称呼交互使用。这三节指明，基督就是

基督的灵，基督的灵就是神的灵，神的灵就是生命之灵。因此，基督就是生命之灵。这

由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得以证实，这节说，’末后的亚当〔在肉体里的基督〕成了赐生

命的灵。’ 

 

 

 

 



我们当中有些人也许从未听过基督是生命之灵。也许有人告诉过他们，基督在诸天之上，

正在圣灵里或借着圣灵作工。然而，这与圣经中的启示不同。在圣经中找不到’基督在

那灵里’这种说法。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说，基督这末后的亚当是赐生命的灵，而林后

三章十七节说，’主就是那灵。’要在基督的生命里得救，我们就需要领悟，今天我们

的基督乃是赐生命的灵。照着学实，住在我们里面的是基督；照着经历，乃是那灵。基

督与那灵不是分开的；基督与那炅乃是一。其实，基督就是那灵。因此，在罗马八章所

有提起那炅的经文，都是指基督。我们所享受作初熟果子的那灵（23）就是基督自己，

而在我们里面天天作工并拯救我们的生命，也是基督。人的灵 

 

关于在生命里得救，基督教所失去的第二个要点乃是人的灵。罗马八章十六节说，’那

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一节里，神圣的灵与人的灵这二灵相提并

论，清楚显示神圣的灵与我们人的灵不同。十节说，’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固然因

罪是死的，灵却因义是生命。’本节所提的灵是人重生的灵，与堕落之人的身体相对。

认为十节是在我们的身体与圣炅之间作对比，乃是错误的。 

 

基督这赐生命的灵对我们乃是生命，（西三 4,）而我们有人的灵，使我们能盛装祂作生

命。因为我们的灵是器皿，能盛装基督作生命，所以在我们重生时，我们的灵就是基督

这生命进入并居住其中的所在和地方。基督要作我们的生命，就不能留在我们外面，远

在诸天之上；祂必须在我们里面，这是因为任何作我们生命的东西都必须在我们里面。

作我们生命的基督不但在诸天之上，（罗八 34，）也在我们里面。因此，十节说，’基

督...在你们里面，’（参林后十三 5，西一 27，）并且提后四章二十二节说，’愿主与

你的灵同在。’今天基督在我们重生的灵里，不是在我们的心思里。食物必须先进入我

们的胄。我们接受食物的正确地方是我们的胄，不是我们的心思。同样，基督这赐生命

的灵进入并居住的正确地方是我们重生的灵，不是我们的心思。 

 

借着运用我们的灵享受基督 

关于在基督的生命里得救，基督教失去的第三个要点，乃是对基督的享受。我们重生的

信徒既已将作生命的基督接受到我们灵里，就需要享受基督。罗马八章二十三节说，’

我们这有那灵作初熟果子的，也是自己里面叹息，热切等待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

体得赎。’扩大本圣经将本节上半译为’我们这拥有并享受〔圣〕炅作初熟果子〔预尝

要来有福事物〕的’。 



本节说到享受那灵，预尝身体得赎时要临到我们那对三一神的全享。许多在基督教里的

人，从未听过一篇信息讲到我们作为信徒不但需要经历主，也需要享受祂。我们能享受

食物，同样我们能享受基督这赐生命的灵。我们能用来享受基督的器官，乃是人的灵。

因此，我们必须运用我们重生的灵，以享受基督。 

 

借着呼求主名运用我们的灵 

我们有一条路能运用灵，就是呼求主名。十章十二节说，’众人同有一位主，祂对一切

呼求祂的人是丰富的。’我们能借着运用我们的灵呼求主名，而享受祂。基督这赐生命

的灵在我们的灵里。要享受任何事物，都需要用对器官。享受基督的正确器官，乃是我

们的炅。因此，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灵享受基督。运用灵的路乃是呼求：’哦，主耶

稣！’无论我们怎样呼求主的名，或大声或小声，只要我们呼求祂，祂对我们就是丰富

的，我们也会享受祂的丰富。我们若没有呼求主，就会受亏损，但我们若呼求祂，就会

满了享受。清晨我们一从睡眠中醒来，就可以开始呼求主。 

 

借着祷读主话运用我们的灵 

主不但是那灵，也是活的话。祂这活的话，在写成的话里得显明。（踣二四 27:44，约五

39。）因此，我们可用写成的话接触祂这活的话。我们呼求主并祷读祂的话，就使写成

的话与祂这活的话是一。这样我们就应用基督作我们的生命，并且在祂的生命里得救。 

 

照着调和的灵而行 

罗马八章四节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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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和五至六节里的灵，很难辨别是指圣灵，或是我们人的灵。照新约的用法，

本节的炅字，指我们人重生的灵，由圣灵内住并与之调和。这与林前六章十七节相符，

该节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今天我们需要照着调和的灵而行。在罗

马八章四节里，’行’乃是生活、行动并为人。因此，我们需要不照着任何道理、意见

或宗教规条，乃照着调和的灵而生活、行动并为人。我还是个青年信徒时，受教导要照

着圣经作每件事。然而，至终我发现，我们不可能在日常生活的每件事上都查考圣经，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许多项目，并未在圣经中提起。我们若无法在圣经中找到一件事，

就不可能照着圣经来作这件事。因此，我们无须想要照着圣经作每件事，乃须照着调和

的灵而行。 



照着调和的灵而行是实际的。姐妹们若需要决定裙子该多长，只需要问主。她们这样作，

里面就会对裙子正确的长度有感觉，因为她们里面活的基督会告诉她们裙子该多长。对

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包括我们的外表，主都有明确的感觉。有时我们想要与主

讨价还价，并指出别人作例子。（约二-18-22。）然而，主不讨价还价。我们指别人，

祂会回应：’我不管别人怎样穿着；这是我对你该怎样穿着的感觉。’因此，接受主的

路才是聪明的。祂若告诉一位姐妹，裙子该是某个长度，她就该立刻回应说，’阿们，

主。’我们该学习不与主讨价还价，乃要立刻接受祂的要求。 

 

我还是个青年基督徒时，有一次访问中国首都。因着从首都返回华北距离远，所以旅费

昂贵。在我必须回去的前两天，我有四十多元，刚好够我买一张回程火车票。然而，那

天晚上另一位同工接到电报，他的妻子病重，他必须立刻回家。我一听见电报的内容，

主就要我给这位弟兄十五元。我回答：’主，你知道我需要这四十多元，我的钱只够买

一张火车票。要给这位弟兄十五元，我付不起。我给他十元怎么样？’主回答：’你该

给他二十元。’我犹豫不决并与主讨价还价，至终我同意给他二十元。然后主题高价钱

到二十五元。那时我害怕起来，我知道我若继续与主讨价还价，金额可能增加。 

 

因此，我立刻同意，并给这位弟兄二十五元，我就剩下约十五元。我们送那位弟兄上路，

我回到住处，逬入卧房，说，’主，我剩下十五元多一点。明天我要怎么办？我需要买

四十元的车票，但我给出去二十五元。我要怎么办？当然，我不能向别人借。’我这样

对主说的时候，约到半夜有人敲门。我开门，一位弟兄交给我一个信封，并对我说，’

李弟兄，这是主为你预备的。’我拆开信封时，看见里面有大约一百元。我一看见这个，

就泪流满面，觉得羞愧。我到主面前去感谢祂时，在祂面前真觉羞愧。我提起这事，好

帮助我们学习不要与主讨价还价。无论主向我们要求什么，我们都该简单的接受。今天

我们不被任何一种律法或道理辖制。我们有基督在我们里面生活并运行。祂愿意在每件

事上指引我们。因此，我们需要学习运用灵呼求祂，并照着调和的灵而行，借此让祂进

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唯有这样，我们才会被圣别、变化、并模成祂的形象。我们不会再

实行宗教，乃会享受基督作我们的生命。这是今天我们在召会生活中独一的需要。 

 

 

 

 



第三章  移民以建立众地方召会 

            上一篇  回目錄     

读经：使徒行传一章，二章五至七节，八章一节，十章十九至二十二节。� 

 

我们所在地之地方召会的事上，可能对主没有用。祂的路是要主的道路总是高过我们的

道路。（赛五五 9。）关于每件学，我们都抱持某种天然的观念，天然的观念就成为帕子，

阻挠我们看见主的道路。即使我们在召会生活中多年，我们也不知道众地方召会该怎样

建立。我们不清楚如何建立众召会，因为我们受天然观念帕子的遮蔽。然而，近年来主

开启了祂的话，从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地上第一个地方召会怎样兴起。在耶路撒冷的

召会是借着移民，由移民者兴起来的。 

 

在新约里第一个地方召会是移民者建立的 

在耶路撒冷的召会是一百二十人建立的。但这些人没有一个是耶路撒冷本地人；一百二

十人都是加利利人。（徒一 11，二 5〜7。）虽然这一百二十位来自加利利的圣徒能留在

加利利，在那里建立地方召会，主却要他们迁往耶路撒冷，好将他们建立成为在耶路撒

冷的召会。照着我们的观念，耶路撒冷和加利利没有不同；每个地方对主都一样。主若

能将这一百二十人建立成为在耶路撒冷的召会，祂应当也能在加利利照样作。不但如此，

主若需要兴起在耶路撒冷的召会，祂应该可以用来自耶路撒冷的人。然而，主没有这样

作。即使古时交通工具很不发达，很难从一地迁到另一地，主耶稣却将一百二十人全部

从加利利迁到耶路撒冷。 

 

主建立在耶路撒冷召会的路，也许不符合我们天然的观念，但我信主建立在耶路撒冷召

会的路，是要在圣经中设立兴起地方召会的模型、榜样。要照着正确的模型建立地方召

会，那一处召会需要由移民者，不是由本地人所建立。我们若是某个地区的本地人，就

需要愿意移民。不然，在建立我 

 

 

 

http://www.rucoc.com/Selbooks/WitnessLeeCollection/1971/31/3.mp3


召会借着移民扩展 

将人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去建立地方召会。召会在地上�却不在地上扎根主的路是用移

民者而不用本地人建立地方召会，这乃是祂的主宰，高过我们的路。召会是在地上，但

召会不该在地上扎根。因此，为着建立众地方召会，主需要将我们连根拔起，然后差遣

我们出去。在那一百二十人当中，彼得、约翰、和其他人的家人可能世代住在加利利。

他们可能深深扎根在加利利。因此，主必须将他们连根拔起，并差遣他们到耶路撒冷。

主可能认为，彼得和其他人不适合建立在加利利的地方召会，因为他们深深扎根在地上。

他们需要连根拔起，并且需要迁到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就能成为地上属天的召会。召会

不是在诸天之上，乃是在地上。然而，召会不该属地，乃该属天。这意思是我们需要连

根拔起。 

 

首先，在耶路撒冷的地方召会是由加利利来的一百二十位信徒建立的。然后在五甸节那

天，大约三千人加逬召会。（41o）这三千人中许多不是来自耶路撒冷。照着行传二章的

记载，有许多分散在外邦各国的犹太人，为着五甸节回到耶路撒冷。因此，在五旬节那

天，那灵浇灌下来时，许多为着召会被主得着的人，是'从天下各国来的’。（5,9〜

11。）行传二章里的情形，乃是为着召会生活的预备。至终，在八章，’在耶路撒冷的

召会大遭逼迫。’（1上。）结果，所有聚集在耶路撒冷召会的人都分散了。一节继续

说，’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逼迫兴起时，所有的门徒

都分散到各地，并且他们无论往何处去，就带来福音和召会生活的佳音。在安提阿的召

会就是由四散的圣徒兴起的召会之一。（十一 19〜22。）在使徒行传里我们清楚看见，

主使用移民，不但建立在耶路撒冷的地方召会，也将召会生活扩展到其他地方。 

 

我们需要作真希伯来人 

希伯来十一章描述亚伯拉罕在地上是寄居者。他住在帐棚里，并且一生都在移民。（8〜

13。）事实上，头一个希伯来人就是亚伯拉罕，（创十四 13,）他是一切凭信接触神之人

的始祖。（罗四 11〜12。）’希伯来'字根的意思是’过去’，特别是指过河，就是从河

这边过到河那边，从一边过到另一边，所以希伯来人乃是过河的人。亚伯拉罕就是这样

的一个人，从幼发拉底大河那边拜偶像之地的迦勒底，过到河这边事奉神的迦南地。

（书二四 2〜3。）不只信主的犹太人，就是所有凭信接触神的人，都应当作这样过河的

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并且我们是真希伯来人。 

 



在美国为着建立众召会而移民的简史 

在美国最先建立的众地方召会当中，有一处是在洛杉矶。那个召会不是由本地人，乃是

由移民者兴起的。那时召会得着的扩增，主要是由来自美国不同城市的移民所组成。被

带进洛杉矶召会生活的本地人比较少。那时我们不知道圣经里有这样一个模型。在洛杉

矶所发生的事是主的主宰。至终我们发现，我们的经历符合行传一至二章。我们发现需

要走移民的路时，我们当中许多人预备好要去。然而，我们发现，我们缺少某些经历，

也需要某种训练。主用来建立头一个地方召会的一百二十人，曾经受主训练三年半。主

在地上尽职期间，彼得、约翰、雅各、和其他门徒一直与祂同在。因此，他们必然从主

学到许多事。他们从主所得的经历，使他们预备好能处理召会生活中的情况。例如，他

们学主怎样应付一大群人。在五甸节那天，三千位新人得救并受浸。那一百二十人看过

主一次食饱五千人，另一次食饱四千人，他们根据所得的经历，必能应付这三千人。

（太十四 14~21，可六 30〜44，路九 10~17，约六 1~15，太十五 32-39，可八 1〜10。）

那一百二十人是受过训练的人。一九六四年夏季特会以后，有二、三组圣徒移民。移民

失败了，因为我们欠缺合式的经历。然而，每一组都学了一些功课回来。那次以后，没

有别的移民。我们都留在洛杉矶，也不确定要作什么。但我们等候时，主将许多人加给

召会。然后在一九六七年特会期间，我们从主得着确定的感觉：三年后，一九七 O年，

我们会开始移民。所有圣徒都从主接受这话，并在洛杉矶再留三年，为着主的行动与主

站在一起。因此，从那时起每次移民都成功。这是主的作为。 

 

移民的前景 

我们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于芝加哥举行的特会中，从主得着感觉，我们该借着移民，试着

为主得着美国五十个首要的城市。我们更详细的考查情况以后，发现这五十个首要城市

中有一些城市不需要我们移民过去，因为有些城市彼此很近。确认所有彼此接近的城市

以后，移民的城市数目减至三十五个。这三十五个当中，有十一个是我们已经移民并得

着的。因此，我们有二十四个首要城市等待我们移民前去。我们盼望在五年内，就是一

九七六年以前，其余二十四个城市都会被得着。目前，召会生活已在美国西岸、德州、

东南部、和中西部建立。然而，在东北部，美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多少还是真空。已

过二年，主的行动到了欧洲和非洲。为着主的行动能横越大西洋至欧洲和非洲，主在东

岸需要一个中心。在西岸的中心可以照顾到太平洋和远东。在远东，除了越南、寮国、

柬埔寨、缅甸和印度，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召会生活。去年，主在纽西兰和澳洲也得着一

些寻求的人。 

 



弟兄们在许多交通之后觉得，照着主的引导，我们该建议某些圣徒移民至东岸三个地方。

第一个城市是非常接近华盛顿特区的维吉尼亚州阿灵顿(Arlington)。第二个城市是纽泽

西州的纽华克(Newark)，我们建议的第三个城市是宾夕凡尼亚州的费城(Philadelphia)。

我们盼望在今年底和明年初之间，有些人会移民至阿灵顿和纽华克。然而，我们去不去

都在于主。首先，我们需要计算多少人愿意移民至这三个城市。其次，我们需要看见，

在有负担移民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些能领头的人。一面，我们需要相当数目的圣徒；另

一面，我们需要适当的领头。然而，这些事没有一件能借着人的组织来执行。我们不喜

欢以人为组织的方式来作任何学。 

 

已过移民的事都不在任何人手之下。一切都完全照着主的引导来作。因此，我们都需要

到主面前去，并借着将我们自己向祂敞开，寻求祂的引导。我们在地上是为着主的恢复，

并且我们是在移民的第一阶段。很可能，几年后我们许多人需要为着召会生活往外移民

至其他国家。欧洲和非洲都需要一些移民的人。我们盼望将来在美国，二十位弟兄中就

有一人会出去。我们都需要有行动。我们思想使徒保罗时能领悟到，甚至二千年前，他

就大量的走动和旅行。因此，我们都需要为着主的回来而走动旅行，从一城到一城，从

一州到一州，并从一国到一国。我们在这地上没有任何盼望；我们的盼望是在于主的回

来。移民是预备主回来的一条路。我们都需要将移民这件事带到主面前，并寻求祂的引

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