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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神与人的调和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利未记二章四节, 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二节, 林前六章十七节。 

 

利未记二章四节说，’你若献炉中烤的物为素祭作供物，就要用细面，作成调油的无酵

饼，或抹油的无酵薄饼。’我们需要留意这节的’调和’(经文中仅译为’调’) 一辞。

调和不仅是一种联合，而是两种物质的混和或结合，其性质不改变，亦未产生第三性。

在素祭中，细面与油这两种实质不是仅仅放在一起联合为一；细面乃是与油调和。单有

细面还无法作成用来作素祭的饼；需要另一项元素，另一种实质一油。照样，单有油也

无法构成素祭。油还需要细面。要构成能蒙神悦纳的正确素祭，需要两项元素，两种实

质一细面和油，并且这两种实质必须调和。 

 

细面调油乃是拔高人性与那灵调和的图画 

素祭预表在人性生活里的主耶稣。许多圣经教师都承认，细面表征主既柔细又平衡的人

性。然而，光有祂的人性，并不能成为使神悦纳的素祭。圣经教师也同意，油在旧约里

预表神的圣灵。(出三十 22〜31，踣四 18。)素祭是一幅清楚的图画，向我们表明基督借

着作为一个与圣灵调和的人，而成为献给神的素祭。基督的人性不是仅仅与神的灵放在

一起联合为一；反之，这二者乃是调和为一。在素祭中，细面与油完全调和在一起。 

 

一幅素祭的图画，胜过千言万语。在圣经中，神在论到神圣、属灵的事物时，不仅用明

言，也用图画。许多时候，言语甚至不足以描述属人的事。要形容一个人脸的形状和大

小很难；最好的办法就是为那人的脸拍一张照片给人看。何况要充分描述神圣、永远、

属天并属灵之事，岂不更加困难？我多年遍查基督徒书报，只能找到’联结'(union)、'

联合为一'(identification)等辞汇，用来描述我们的主与我们之间那神圣、属灵的关系。

历世纪以来，许多基督徒教师使用这两个辞。我受的教导是我们联于主；我们与祂联结。

照样，祂使自己与我们联合为一，为使我们也能与祂联合为一。我多年来都是接受这种

教训。我从未听过或读过一篇信息使用’调和’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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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耶稣而与祂调和 

我初次来到美国时，应邀在洛杉矶向一班信徒说话。我只释放了一篇信息，论到吃耶稣

并与祂调和。这些话把人吓坏了。有人认为我说耶稣是可吃的这话太野蛮了。然而，我

给他们看约翰六章五十七节，耶稣说，’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我告诉他们：’

这不是我发明的。我是引用主的话。’我告诉他们，我传讲的好像是新东西，但就圣经

而言并不新。这件事老早就在圣经里，但大多数基督徒从未发现。 

 

自从看见圣经中这项真理之后，我就问人：’你今天吃主耶稣了么？’按照西方的习俗，

我们问候人是说，’早安。’我告诉他们：’从明天起，我们不要再说"早安"，而该说，

"你今天吃耶稣了么？"’在我们中间，不必问：’你好么？’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

问：’你吃过主耶稣了么？’倘若我们不能回答’有’，那就很羞愧了，但如果我们能

回答：’有，我已经吃了很多的耶稣，’那才荣我之所以释放吃耶稣的信息，是因为在

一九五八那一年，主将我从许多教训转向灵。该年春天，在台北举行了三场特会，我专

特的讲到吃耶稣这主题。主接着让我有更进一步的转，看见要享受祂，就需要领悟祂今

日不仅是我们的主、救主并救赎主，还是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 45 下。）那时，主让

我看见，祂为要将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便采取了两个步骤。第一步乃是成为肉体，借

此祂这位永远的神子成了肉体，就是末后的亚当，好使祂能作神的羔羊、我们的救赎主

和救主，在十字架上除去我们的罪。（约一 14，29。）此后，祂在复活里、借着复活并

经过复活，采取了第二个步骤，成了赐生命的灵。圣经两次告诉我们主耶稣’成了’。

约翰一章十四节说，主就是话，祂成了肉体，而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说，祂这末后的亚

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所有在基督里的真信徒都看见了头一步一基督，就是子，永远的话，

成了肉体。然而，少有人看见第二步一基督这位末后的亚当经过死与复活，成了蜴生命

的灵。遗憾的是，有些人将基督就是那灵（林后三 17）的教训定罪为异端。 

 

成为蒙神悦纳的素祭 

自一九五八年起，主开始一再给我看见关于我们经历祂的事，主要是我们需要与祂调和。

我们得着了主耶稣，就得着祂拔高的人性作为细面；这细面是与圣灵调和的。无人能说

圣经中没有调和这件事。调和这事在利未记二章四节和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二节以图画、

预表的方式启示出来。 

 



细面调油预表耶稣的人性与圣灵调和，这将祂构成为素祭，有蒙神悦纳的生活。倘若我

们不有分于主那与圣灵调和的拔高人性，我们的生活就无法蒙神悦纳。即便是我们最好

的行为举止，对神而言仍算不得什么；唯有素祭所预表之耶稣的人性生活才蒙神悦纳。

我们要成为基督这蒙神悦纳之素祭的复制，唯一的路就是蒙救赎、得重生并被变化。借

着这样生命的过程，我们蒙救赎的人性就被拔高，且与圣灵调和。经由这样的调和，我

们就成为蒙神悦纳的素祭。正确的召会生活整个就是献给神的团体素祭。（林前十 17。） 

 

面对反对仍积极往前 

有人定罪我，因为我说人可以与神调和，并且我使用’神人’一辞。他们宣称我们与主

的关系就像夫妻间的联结。然而，他们没有考量到林前六章十七节，那里说，’与主联

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与主联合成为一灵，远过于仅仅与主联结。多年来，大多

数基督徒在意道理和宗教；少有人笑心生命和生命的经历。任何进入生命主观经历的人，

都遭受基督教的反对、攻击、逼迫和定罪。其中一位就是盖恩夫人（Madame Guyon），

她因着写到内里生命的事而下监。每当有人从圣经看见更深的事，他就得预备好受攻击。

我们不在宗教里，我们也不持守传统。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并且天天同主往前。倘若我

们忠信的随祂往前，祂总会从祂自己的话里向我们启示新事物。我们会为此遭受攻击、

毁谤和中伤。有人指控我教导东方的神秘主义。我虽来自东方，我对东方的事物所知却

不多，而且我从未读过任何关于东方宗教的书。最近射我的玟击，无疑是来目黑喑的杈

势，而非来目人。我们不是在与血肉之人争战，而是在抵挡黑暗的势力。（弗六 12、｝

我们需要积根往前，不因邵一切的攻击而受到限制或打岔。愿主遮盖我们。 

 

调和的灵 

圣经中有神人调和正确、纯净的启示。主与被信徒之间的笑系不是仅仅联结或联合为一

而已，乃是一种调和。我们蒙救赎并得重生的人性必须与圣灵:周稆。我们只借着与主调

和（主今曰就是那灵一林后三 17），才能与祂成为一灵。我们在我们的灵里享受这样的

调和，就是神圣的灵与我们得重生之人的灵调和成为一灵。（罗 A16，林前六 17、）基

督已经经过了过程，成为赐生命的灵，而我们的灵已经得了重生。（约三 6、）现今这二

灵调和成为一。过正确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的路，乃是借着调和的灵。我们所是并所

作的一切，都必须在调和的灵里。罗马八章四节告诉我们要照着调和的灵而行。日复一

日，我们都要在调和的灵里行事、生活并为人。赞美主！我们有这样的灵，也在这样的

灵呈。 

 



第二章 作基督的同伙，为着建造神的家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希伯来书一章九节，三章十五节, 以弗所书二童二十二节。 

 

我们作基督的同伙, 为着完成神的定旨 

希伯来一章九节论到子，说，’神，就是你的神，用欢乐的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伙。’

在希腊文里，译为’同伙’的这辞，与三章一节、六章四节译为’有分于’，及十二章

八节译为’共受’者为同一个辞。在这三处，其意义是我们同有属天的呼召、圣灵和管

教；因此，我们将这辞译为’有分于’、’共受’。在一章九节和三章丁五节里，其意

义是我们与基督同享；所以译为’同伙’。一章九节指明，我们信徒是基督的同伙，与

祂同享神丰厚的施膏。（林后一 21’诗一三三 2。） 

 

我们与基督同伙，是在神永远的定旨或计划里，这是要成就神的愿望，得着祂自己的团

体彰显。神要完成祂永远的计划，就在已过的永远里指派并膏了祂的儿子。（参路二

11。）此后在基督受浸时，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祂身上，父神就膏了祂。（太三

16）这灵就是浇灌出来的神自己。神借着将祂自己浇灌在子身上而膏了子。这施膏是要

完成神永远的定旨，将祂自己团体的彰显出来。现今我们都有分于基督的受膏，并有分

于神永远的定旨，要彰显祂自己。我们在这两件事上，是基督的同伙。我们作基督的同

伙，目标乃是在这地上、在人类中间，作神团体的彰显。我们自己无法完成神的定旨。

我们为着神的定旨所作的，无论是什么，都必须借着那灵，就是浇灌在子身上的神自己。

作父具体化身的子，乃是赐生命的灵，今日就在我们灵里。（林前十五 45 下，罗八 16，

提后四 22。）罪'肉体、己、世界和基督教这个宗教，都在作工要销灭得救之人的灵。只

要仇敌撒但能销灭我们的灵，我们在作基督同伙的事上就了了。作基督的同伙，端赖我

们在灵里受膏，好完成神永远的定旨。最得罪神的事就是销灭我们的灵，这灵有赐生命

的灵内住其中，为要完成神永远的计划。因此，我们必须跟随基督作我们的真约书亚和

迦勒，一路争战胜过所有销灭灵的事物，好使我们可以进入我们的灵，就是由迦南美地

所预表的’（民十四 6~9，24，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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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争战到底好建造神在灵里的居所 

神舄望得着迦南地的原因，主要不是让祂的百姓能有一个居住的地方，而是要使神自己

能得着一个建造在那地的居所，圣殿。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他们征服异族，得着美

地，建立圣殿为止，他们一直都在争战。今日我们仍在一路争战，胜过诸多反对的因素，

好在我们的灵里得着基督而建造神的居所。神的居所今曰就在我们的灵里。（弗二 22。）

神在我们灵里的居所是为着神的彰显。神是在祂的住处，就是我们重生且调和的灵里，

彰显祂自己。神彰显于我们的灵里，这灵就是祂今日的住处。 

 

耶稣，就是我们救恩的创始者、首领并先锋，（来二 10，）已经开了路并一路争战过，

祂也将自己分授到我们灵里。（提后四 22）但我们仍需要一路争战以胜过一切销灭并压

制我们灵的事物。我们这人由基督内住的灵乃是迦南美地。销灾并压制我幻的灵就是驱

逐我们远离美地。古时当神的子民被赶离美地时，神就不可能在地上得着彰显。今日也

是一样。只要我们这些神所救赎的人远离我们的灵，神就不得着祂的彰显。 

 

我们是基督的同伙，有分于祂的受富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为使神在召会中得着团体的

彰显。这要求我们跟随耶稣，单单顾到我们的灵，并一路争战胜过所有销灭灵的因素。

我们这样行，就会跟随祂进入美地，在那地就有立扬可建造神的住处。如此神就能得着

团体的彰显，在我们中间完成祂的定旨。这是神永远经纶的目标，我们在这经纶中作基

督的同伙。这事全然与我们的灵有笑。我们作基督的同伙，都必须争战到底，直到我们

团体的进人我们的灵。每当我们来在一起，不仅是来聚一炀会而已；我们乃是要一踣争

战到灵里，在灵里为神的居所取得立砀，好完成祂永远的定旨。 

 

希伯来四章九节告诉我们，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十一节鼓励我们要进

人那安息。在那之后，一二节立即说到魂与灵的分开。这话是写绐摇摆'犹疑不定的希伯

来信徒，为要鼓励他们进入灵里，（十 19，）就是他们能找着安息的地方。我们的灵作

为迦南美地，乃是神能在此建造她居所的安息之姑。我们不该在魂里并在我们的灵以外，

以习惯性、宗教式的方法来在一起。每当我们来在一起，都必须一踣争战并除灭所有的’

迦南人’。这样，召会生活就会在我们中间出现。我们来在一起，灵需要预备好、敞开

并完全被内住的灵得着。如此，神的家就会从我们而出，作神在我们中间团体的彰显。

我们都必须争战，朝这个目标往前。 

 



第三章 在身体里作肢体尽功用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 

林前十二章十二至十三节，二十七节，罗马书十二章四至五节，民数记四章十九节，二

十三节，二十七节, 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至十二节，十六节。 

 

作身体上的肢体自然尽功用 

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罗十二 5，林前十二 27，弗五 30。）

然而，我们不该试着去判定我们在基督身体上是什么肢体。别人可能会知道我们是何种

肢体，但我们不该想要知道。假使某人宣称他知道自己是使徒，这或许指明他不是真正

的使徒。另一面，声称我们一无所是，不是身体的肢体，也是错的。（林前十二 14〜

16。）真正的属灵人会说自己是一个肢体，但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肢体。我们的双脚不会

意识到自己是什么，但每当它们发挥功用，身体就自然行走。手、耳和身上每一个肢体

都只是照着它们的所是尽功用。如果有人拿给我一本圣经，是我的手伸出去接受，而不

是其他肢体。手不会对目己是手这件事有感觉，却会尽手的功用。同样的，我们作为身

体上的肢体，也该按照我们在身体上的所是，自然而然尽功用。 

 

我们是什么就是什么。别人也许知道我们是什么，但我们自己并不知道。多年前，我瞩

咐在我家乡烟台的圣徒到主面前，去找出他们在身体上是什么肢体。但随后我到了上海，

倪柝声弟兄就在那里。那时他告诉我们，想要知道我们是身体上的什么肢体，绝对是错

的。假使我们宣称知道自己是什么肢体，我们就是在身体之外。我们若真在身体里，并

不会感觉到自己是什么肢体。 

 

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会目然而然按照我们的所是尽功用。我们可以看见手脚之间的差

别，但手本身不会对自己是手这件事有感觉。然而，当手尽功用时，动作是手而不是脚。

一个肢体之所以是某种肢体，全然是凭功用，而不是凭认知。一个召会若充分的建造起

来，其中没有一个人会声称知道自己是什么肢体。人进到这样的召会里，不会听到任何

人宣称自己是什么人物。相反的，他们会给人感觉人人都在尽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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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员的手如果去分析目己是身上什么肢体，就接不到球。同样的，假使我们的脚要等到

知道自己是脚才行走，我们就无法行走或跑步。然而，当我们全身都在动，每个肢体就

自然而然照其所是尽功用。自然的，脚就行走，手就照着手的所是作动作。在基督的身

体里，每一个肢体都该照着本身的所是自然尽功用。如果某个肢体不尽功用，没有人会

知道他是什么肢体。我们的所是，是借着尽功用而得显明。为这缘故，我们都必须在生

命里长大。身体上每个肢体的生机功用，都只能借着生命长大而发展并显明。一个身体

完全是在一位灵里，（弗四 4.）神的居所是在我们的灵里。（二 22。）身体不是属于肉

体或天然生命。我们若凭肉体或天然生命而活，对身体而言，我们就了了。要在身体里，

就必须在调和的灵里。这样我们就能尽功用，并且借着尽功用，我们就会是我们所是的，

而又不会感觉到我们的所是。 

 

同来事奉, 好照着我们的所是尽功用 

每当我们同来团体的服事主，即使是作事务服事，如在会所排椅子，都该照着我们的所

是，作身体上的肢体尽功用。我们不该以为我们只要把排椅子的事服事好。我们排掎子

的时候，可以彼此对说，作供应的节自然的尽功用。（四 16，西二 19。）排椅子不是我

们的功用；反倒是借着排椅子，我们能尽功用，将基督服事给人。排椅子本身算不了什

么，但我们这样作，就能作身体的肢体尽功用。一位弟兄也许不擅长福音探访，但他仍

可以与一些弟兄一同外出。在探访的时候，他可以与弟兄们有些交通，他这样作，自然

就在尽他的功用。对于这种人，福音探访或许不是他主要的功用，但他仍能在福音探访

的’球场’上发挥他的功用。弟兄们外出时，他可以向他们见证自己蒙主光照而认罪的

经历。这样，他就自然的尽功用。对那位弟兄而言，福音探访是次要的。那些和他一同

出去的人，可能之后会说到他们从那位弟兄所见证的经历中，得到多少帮助。如此，这

位弟兄就将生命服事给人。这是真正的牧养。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我们所不是的。我们

不能宣称自己是今日的使徒保罗，得到三层天里的异象，（林后十二 1~2,）但我们若照

着我们的所是接触人，人会得着帮助。 

 

 

 

 

 



我们不该以为我们所作的外在服事就是我们的所是。即使是使徒也能排椅子，但他在排

椅子时，仍然是使徒。无论他在那里、作什么，他都是使徒。我们不该凭着一个人外在

的服事断定他的所是。外在的事奉仅是我们'打球’的'球场’。当我们的生命长大，身

体的元首指派我们尽一分功用，（罗十二 4〜8，林前十二 7~11，18，24，28，弗四 7-8，

11，）我们就自然照我们的所是尽功用。许多基督徒在周日早上坐在礼拜堂的椅子上不

尽功用。然而按照新约，当基督徒来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都该显明其功用，好将基督

供应并服事给其他肢体。（林前十四 23~26，31。）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经由这样与人

接触，我们的所是会显明出来。这需要我们生命长大，并被身体上其他有恩赐的肢体成

全。（弗四 11〜12。）我们也需要召会的聚会，在其中得着生命供应而更加丰富。我们

借着神圣生命的供应而丰富起来，就成为主所命定之身体上的肢体。 

 

身体上所有的肢体都应当聚在一起。他们借着聚集彼此接触，在这样的接触中，他们生

机的功用就被显明。圣徒的每种聚集都是’球场’，让他们可以在其上’打球’。当我

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所是就显出而成为别人的供应。我们不需要报告说有某位弟

兄要来到会中，以某种方式尽功用。反之，我们来在一起时，只需照着我们的所是尽功

用。要发展并显明我们的功用，需要职事的信息供应我们，需要召会中的带领帮助我们

被建造起来，也需要聚会好从所有肢体得着基督的丰富。这样我们就会长大，也会在圣

徒和召会的各种聚集里尽功用。我们在一起聚集越多越好。我们每天都需要一起来到小

排和召会聚集里，照着我们的所是尽功用。这会帮助每个人长大，并照着各人的度量尽

职。结果，身体会借着所有不同的肢体把自己建造起来。（16。）这是过召会生活正确

的路。 

 

 

 

 

 

 

 

 

 



第四章 召会长大、尽功用并得建造正确的路 

                                 上一篇  回目錄     

读经：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 四章十六节，二十九节, 六章十七至十八节。 

 

基督徒中间普遍的观念是，召会是一班在基督里聚集的信徒，有牧师或传道人向会众施

教或布道。按照这种观念，会众必须受教导并建立良好的行为举止，好使其所属的公会

或宗教团体在社会上能得着美名。传统习惯是：教友参加周曰早上的’崇拜’，并捐献

金钱。外人都熟悉基督教的习惯作法，即使我们在主恢复里的人，下意识里也深深地刻

着这种宗教观念。我们进入召会生活以前，从未发觉这种观念不合圣经。对基督徒而言，

拜偶像显然是邪恶的，但几乎没有任何人觉得基督教传统、宗教的作法会损害神的经纶；

神的经纶是要得着一个身体作祂儿子的彰显。 

 

作基督身体的召会乃是一个生机体，不是一个组织。我们的身体要健康，就要运动。即

使是身上的小肢体也必须尽功用。我说话的时候，似乎只有我的口在尽功用，但实际上

我身体的每个部分都用上了。我说完一个小时的话之后，全身都运动到了。这种运动是

我健康的根源。当我发自内里深处说话时，就在运动并深呼吸。同样的，召会是基督的

身体，需要操练尽功用。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实行召会生活,以显明每个肢体的功用 

召会操练尽功用，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在我们的曰常生活中实行召会生活，以

显明每个肢体的功用。我以我家乡烟台召会为例说明这事。那里的召会于一九三二年建

立，到一九四�年，召会的经历达到了最局水平。在我走过的地方，从未迈到一个实际

的召会生活像那时烟台的召会生活那样美妙。每次聚完会之后，少有人是自己单独回家

的。反之，他们都会二到四人为一组，结伴回家。早年几乎没有人有车，许多人甚至不

骑脚踏车。大多数弟兄姐妹都要花至少三十分钟或更长的时间走路赴会并返家。这段时

间成了他们实行召会生活绝佳的机会；他们彼此交通、互相对说在聚会中听到的。不要

说没有人抱怨，更绝对没有人讲话随便。他们交通到主的话、属灵生命和属灵功课。这

成了他们中间的惯例和习惯。这是烟台召会最有冲击力、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面。 

 

http://www.rucoc.com/Selbooks/WitnessLeeCollection/1976/5/4.mp3


一同走路的时段成了最好的’球场’，让众人尽功用彼此供应基督而’打球’。在这段

交通的时间里，有人目然显明为牧人和教师，另有人显明有劝勉的恩赐。罗马十二章提

到三种说话一申言、教导和劝勉。（6~8。）我们在召会生活中不必照传统的方式实行，

指派某些弟兄去尽某项职责。这是组织的方式，不是生机体的方式。相反的，当我们的

身体在运动，所有肢体自然而然依其在身体里的所是来运作。我们无需教导孩子们，他

们的脚、手或耳朵如何尽功用。孩子们只要操练并观察他人，就可以学习。召会动起来

时，全身体都动起来。作基督身体的召会要有操练，首先要有一种像烟台召会的习惯、

惯例。一同走路回家成了’球场’，让全召会都尽功用。如此一来，每一种功用都自然

生发出来。然而，一个肢体若维持静默，他的功用就不得显明。 

 

我们都需要操练。这样每个肢体的各种功用目然会显明出来。在烟台，圣徒家中不谈别

的，只谈论主、召会、生命的长大、那灵的功课、在灵里彼此帮助、召会的建造、和某

些需要帮助使之得救的灵魂。这是每一个家的惯例和习惯。他们几乎每天都有小型爱筵，

邀请几个人来。他们持续这样来在一起。一同用餐的时候，他们不是谈论食物、衣着、

房子或其他这类的事。他们总是在灵里交通。这样，他们就在曰常生活中实行实际的召

会生活。那真是一段黄金时光，我永远忘不了在那里所看见并享受的。无论何时何地，

都可以听到他们祷告唱诗。他们是’过召会生活’的人，不仅在聚会中，也在自己家里。

借着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实际的召会生活，每个肢体的功用都得以显明。全体圣徒都能认

识彼此，也知道彼此在身体里生机的功用。 

 

烟台召会生活的表现和表明，首先不是在聚会或服事小组里，而是在众圣徒一同行走、

一同用饭、家庭生活、曰常生活和工作里。他们就是喜欢来在一起，并且兰要还不是在

大聚会里，而是在小聚集里。这些小聚集不是正式报告而举办的，乃是正常、自发、天

天的。召会生活与圣徒的曰常生活和家庭生活分不开。反之，召会生活包含了圣徒生活

和聚会的每一方面。 

 

 

 

 

 



在大聚会中实行召会生活, 好使每一个人的功用得操练 

以生机的路实行实际的召会生活，第二种方式就是让圣徒有大聚集，开放让每个人操练

属灵的恩赐而尽功用。一位曾作过传道人的弟兄，与我们一同聚会了一段时间。至终，

这位弟兄问到为什么其他弟兄都在会中说话，但他却从未受邀说话。一位弟兄告诉他：’

弟兄，我们的聚会总是向着每一个人敞开。你若真有主的膏油涂抹要说点什么，都可以

说。不需要任何人邀请你说话。’当我们的身体在动，不必邀请身上的特定肢体尽功用。

人体不是组织，而是生机体。基督的身体也是生机体。身体总是接受肢体真正的功用，

但也总是排斥身体以外的事物。 

 

我们可能不明白，为何长老不请我们作事。在召会生活里，需要有人来请乃是羞耻。早

年在召会生活里，没有人请我说话。所有的聚会都向每个人敞开。许多人一个接一个站

起来说话。我会耐心等到每个人都说完，才开始说话。这是照着身体的感觉。身体的感

觉和意识是准确的。人若给我们盐，却说是糖，味觉会告诉我们这东西真正是什么。人

可以欺瞒我们的心思，但没有人能欺骗身体的感觉。照样，基督的身体知道谁是主所膏，

来尽某种功用。实行召会生活的两条路，就是在日常生活和在聚会里。因着召会是基督

生机的身体，（弗一 22〜23,）所以我们都必须活。我们不该因我们在基督教里看见的事

而受影响，反倒应当在实际的召会生活中主动积极，先是在聚会之外的曰常生活里，然

后是在聚会里。当我们进到聚会中，每个人都该抓住机会，操练尽自己的功用，因为全

身体都在活动并行动。 

 

照我们的度量尽功用, 为着身体的建造 

光是来聚会尽功用，或在事奉小组里作些事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实行召会

生活。召会生活必须是我们整个的生活，包括我们每时每刻作的每件事。我们若实行这

种召会生活，每个肢体无论有什么恩赐或功用，都能显明出来，并且能充分用来建造身

体。全部肢体都尽功用，身体就能得建造。这正是以弗所四章十六节所提到的，这节

说，’本于祂〔元首〕，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

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

来。’身体上每一部分都有其度量，但我们可能因着在基督教里的背景，而没有依我们

的度量有效的尽功用，来实行每曰的召会生活。要少数几位长老充分顾到上百位或者更

多的人，是不可能的。 

 



我们若将召会生活作成日常生活，每个人都会自动顾到别人。即使是年轻人也可以来在

一起，借着讲说主的事而彼此相顾。倘若一位年长弟兄想要照顾青年人，可能会吓到他

们，青年人也可能不向他敞开。然而，青年人自己可以顾到他们的同伴。照样，在医院

作护士的姐妹们不需要长老或年长姐妹去看望她们。她们自己可以彼此牧养并关心。身

体是借着所有小肢体尽功用，而将自己建造起来。这是召会长大的路。如果所有的肢体

都依自己的度量尽功用，即便有许多新人被带进召会，召会也能承托他们、担负他们，

不会只依赖带头的人。我的确盼望不久之后，召会能如此，青年人顾到青年人，学生顾

到学生，年长的顾到年长的，家庭主妇顾到家庭主妇。我们的召会生活必须与我们的日

常生活是一，直到成了我们整个的生活。这样，即使我们一起去超级市场，也不会只谈

购物而已。我们会抓住机会谈论主和召会生活。购物还是其次；主要的事乃是召会。我

们甚至可以在超市里’过召会生活’。烟台召会因着这样实行，就很刚强。 

 

我们在召会生活里从事的专项服事不是主要的事。更重要的是我们生命的长大；并且为

要使生命长大，就需要有话语职事。话语职事不仅是我们中间的吹号，（士七 18，林前

十四 8~9，）也将食物的供应服事给我们。我们每曰都需要这种供应。在主的恢复里，我

们没有饥荒，也不缺粮食供应。在恢复里，食物是丰富的，但我们都必须学习如何吃这

食物。圣经，就是圣言，是我们灵的食物。（耶十五 16，太四 4，约六 63，彼前二 2。）

我们若要为圣徒预备这食物，就需要一些信息来开启神的话。这些信息可视为烹煮过的

食物，便于食用。我们若读了一短篇合式的属灵信息，就会得滋养。我确信，人若天天

受职事信息喂养并消化职事信息，不久就会发现自己的生活不一样了。我们的饮食对我

们而言至为重要。吃什么，何时吃，怎样吃，都决定我们是否健康。某地召会从职事站

所购买的信息数量，超过那里弟兄姐妹的人数。那地的圣徒持续地吃圣经和职事信息里

神的话语。假使我们不取用圣经和职事信息为我们的食物，我们就无法期盼自己能持续

且合式的长大。感谢主，我很健康；这是我吃得正确、合式、足够、适时的结果。早上

工作后，我花时间吃。下午再工作后，我又再吃。我如果没有合式的吃，就没有力气站

立并供应话语。支持我说话的能力、力量和精力来自我正确的吃。照样，为使众召会有

属灵健康和生命长大，最需要的乃是帮助圣徒取用圣经和职事信息为他们属灵的食物。

烟台召会之所以刚强，完全是因为圣徒们好好吃我们出版的信息。 

 

 

 



我鼓励你们所有人都要取用正确的食物。不要觉得这件事是个重担。矻物质的食物并不

是重担。我们都需要吃。每一天，我们一餐吃定量的食物，几个小时后，又吃另一餐。

同样的，我们可以读几页职事的话和经节，操练祷读，将话接受到我们里面。（弗六 17

〜18。）这样，我们就得着属灵的食物来滋养我们，使我们长大。在众召会中，主给我

们许多属灵食物的供备。现在我们需要将食物接受进来。我们也借着遵守主在祂话里的

说话而生命长大。我们要在生命里长大，就需要顺从主在我们里面说的一切话。神是活

神，是说话的神。（来一 1〜2»九 14。）职事信息不仅是属灵的食物，也是神的说话。

我们读了几页信息之后，里面也许会有说话，这就是内里膏油涂抹的运行、作工和奋力

活动。（约壹二 27。）我们需要顺从这说话，因为乃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立志

并行事。（腓二 12〜13。）我们若顺从里面每一次的说话，就会在生命上有正确的长大。

如此，当我们里面的生命长大丰富起来，我们借着从主话的丰富食物得喂养而有的一切

生命丰富，就会在我们与圣徒接触时自然而然涌流出来。 

 

我们不要意图帮助某位弟兄。带着外在意图而接触人是不会有果效的。反之，当我们与

一位弟兄走在一起时，可以与他有点谈话。主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太十二 34。）凡我们借着生命长大而有的丰富，自然会在我们的交通中说出来。每当

我们来在一起，不该谈论许多事。这种谈话会扼杀召会生活。我们中间所有的接触都必

须是在实际的召会生活里。我们日常接触人，是为着召会生活的好机会。每当我们见到

一位弟兄，我们什么都不该说，只该说到主'神圣的生命'召会和其他有益的事。（弗四

29。）我们不该发怨言，起争论，（腓二 14，）反倒必须有积极而活的交通。然后，正

确的教训或劝勉会自然的涌流出来。至终，正确的劝勉和教训会充满召会生活。那将是

何等美妙的召会生活！从主而来的话语、生命的长大、生命一切丰富的加添、以及天天

彼此之间许多的接触，都会繁增。这就是正确的召会生活。 

 

在这样的召会生活中，没有人会软弱或被绊跌。一个肢体不可能从健康的身体上掉落。

反之，每个肢体都受到身体健康的照料。召会生活必须如此。我们都必须吃正确的属灵

食物，也必须在日常生活中有实际的召会生活。此外，当我们来在一起，不该谈论属世

的事。这些事不值得我们提说。每当我们聚在一起，就实行召会生活，这不是正式并刻

意的，而是非形式化且自然而然的。这样，我们就会彼此供应生命的丰富。如此，全召

会就要长大，并受到充分的牧养。当这样的光景在我们中间发展，要将人带进来就很容

易，因为召会对他们有强烈的吸引。这是让召会长大、尽功用并得建造正确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