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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督身体实际的生活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林前十二章二十六节。 

 

作身体的肢体而相联 

罗马十二章十五节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表面看来，本节很

容易领会；实际上，它有更深的意义。对本节的天然领会是，别人喜乐，我们就该喜乐；

别人忧伤，我们就该忧伤。罗马十二章和林前十二章是新约中关于基督身体实际生活独

特的两段话。林前十二章二十六节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

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欢乐。’我们需要记得，这两节与基督生机的身体

有关。我们不是分开的个人，彼此间仅仅需要像政党或社会组织的同伴或伙伴那样互表

同情。反之，我们是生机体一活的身体一上同作肢体的关系。罗马十二章和林前十二章

的基本观念是基督的身体，就是生机体。作为这一个生机体的诸部分，我们无法向身体

独立而有任何的感觉。我们的感觉必须是整个身体的感觉。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受伤，痛

的感觉并不局限于受伤的点，乃是整个身体都一同感受的。这是对这些经文正确的领会。

身体的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都受苦。在作身体的召会中，所有活的肢体里面有

同一的感觉。 

 

我说话时，表面看来说话的不是我，乃是我的口。然而，我的口若与我的身体脱节，它

就无法尽功用。这指明说话的不但是我的口，也是整个身体。因此，我的口说话，整个

身体一包括我的腿、膀臂和手指一都在说话。这就是召会生活。无论我们的功用是什么，

我们若从身体被挪开，就不能再尽功用。我们唯有作基督身体的肢体才能尽功用。口是

说话的器官，但它需要整个身体。口说话，整个身体就说话。同样，基督身体的一个肢

体尽功用，整个身体就尽功用。召会中的每个功用不但需要有尽功用的肢体，也需要整

个身体。没有正确的召会生活，我们就无法尽功用。我能见证，我尽功用释放信息时，

没有召会我就无法说话。不但如此，不只是我说话，身体所有其他的肢体也与我一同说

话。在我尽职的所有年间，无论主借着我释放了什么，实际上都是借着身体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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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领悟，在召会生活中，没有人能凭着或为着自己，个别的享受什么；我们也不

能凭着或为着自己忍受什么。无论我们经历什么，我们都同着身体并为着身体来经历。

少有圣徒真正领悟这点。耳朵无法凭着或为着自己听什么。无论耳朵听见什么，都是同

着身体并为着身体，不仅仅是为着耳朵本身。我们的口很小，却能将许多食物接受进来，

因为口接受食物，主要不是为着口本身，乃是为着身体的其余部分。同样，基督身体的

每个肢体都同着其他肢体，并为着其他肢体尽功用。 

 

我们听信息时，该领悟我们主要不是为着我们自己听，乃是为着身体。然而，我们听信

息不该只为着别人，如为某些弟兄、姐妹、长老或同工等。有时候我们也许以为，我们

不需要某些话，但别人需要。又有时候我们也许觉得，信息完全是为着我们自己个人的

需要。只为着别人听信息或绝对为着自己听信息都是错误的。在这两种情形里，我们都

缺少身体的感觉。我们身体的每个肢体尽功用，主要不是为着肢体本身，乃是为着整个

身体。例如，我们的耳朵无论听见什么，立刻就传输给身体其他的肢体。这就是我们在

召会中尽功用的路。我们所接受的不是只为我们自己，乃是为着整个身体。 

 

召会不是无生命的组织，在其中每个肢体与其他肢体分开尽功用。在召会中我们是基督

的一个身体，是这生机体活的肢体。所以，我们所接受的乃是传输给整个身体。我们物

质的身体接受注射时，药剂逬入小小的范围，却迅速扩散到整个身体。注射不但是为着

接受注射的肢体，也是为着整个身体。我们从主有所领受时需要领悟，我们仅仅是蒙拣

选接受’注射’的肢体。我们所接受的主要是为着身体。然而，我们不该以为，我们所

接受的属灵事物，一点不是为着我们个人，全然是为着身体。实际上，我们所接受的是

为着整个身体，包括我们在内。我们若领悟无论我们接受什么，都是往整个身体去，我

们就不会以为，我们在信息中所听见的，完全是为着别人，或单单为着我们自己，我们

所接受的乃是为着身体。 

 

要完全领悟我们所接受的是为着身体并不容易。我开始全时间服事好几年后，我听信息

仍然不是只为着我自己，就是只为着别人。我花许多时间才领悟，作为生机体活的肢体，

我需要接受主的说话，不是只为着我自己，乃是为着整个身体的益处。我盼望今天圣徒

能比我更快有这种领悟。现在我听聚会中的说话，不是只为着别人，或只为着我自己；

我乃是为着包括我在内的身体听。这是要紧的事。 

 



不把任何事当作问题 

我们若有个观念，认为某些话只是为着特定的圣徒，这就指明我们不必要的把某事当作

问题。在召会生活中，我们必须学习不把任何事当作问题，因为这会把分裂和死亡带进

身体里。我们若说信息对来自某城市的弟兄们有益，就指明我们对那些弟兄有不好的看

法，而把某事当作问题。我们不该把任何事当作问题。我们若看见弟兄生气并发脾气，

我们不该谈论，甚至不该在家里与我们的配偶谈论，或者因着为这件事祷告，使其成为

问题。我们若把弟兄的失败当作问题，后来我们听见一篇信息，就会以为信息特别是为

着那位弟兄，并且可能就着这事多多谈论并祷告。我们若看见弟兄发脾气，不该惊讶，

因我们都有堕落的属人性情。不需要谈论这事。只要谈论灵、生命、基督与召会。我们

若将一件事当作问题，并谈论这事，就是忽略了灵、生命、基督与召会。借着主的怜悯，

历年来我学会了不把任何事当作问题。 

 

我们不该看任何圣徒的失败。表面看来，以色列人在扩野行为不良。然而，外邦申言者

巴兰代表神说，’祂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祸患。’（民二三 21。）我

们该接受这对召会的神圣观点，使我们不将任何事当作问题。我们若说到圣徒的缺点，

主不会赞同我们。在上海一次祷告聚会中，一位年长姐妹恳切地为召会的问题和难处祷

告。在她长而忧伤的祷告之后，倪弟兄开始赞美主。在倪弟兄的赞美里，他说在主眼中

召会是美丽的，并且每件事都美好。在召会生活中，最明智和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将任

何事当作问题。我们看外面，也许看见云，但我们不该说会是阴天，因为也许不久以后

太阳就出来了。这些事不在于我们，乃在于主。在召会生活中，将任何事当作问题并没

有帮助，不会带来任何供应。最好的方式就是领悟我们都是同一个生机体一基督生机身

体一的肢体，而不将任何事当作问题。我们物质身体的个别肢体，对于自己与其他肢体

相关的地位，没有任何感觉。例如，手指不会觉得自己在手臂之下，手臂也不会觉得自

己在肩膀之下。手臂若有直接、清楚的感觉，与肩膀的感觉不同，乃是消极的，因为这

表示手臂也许脱臼了。同样，我们若以为，在与基督身体其他肢体的关系上，我们能感

觉自己在那里，我们就可能’脱节’了。对于我们在身体里的地位，我们没有任何感觉，

这就对了。整个身体正常的时候，手臂、腿和肩膀不会思想自己在那里。我们需要接受

恩典，领悟我们是基督的身体这生机体上活的肢体。在正确的情况中，我们不觉得自己

在身体里居什么地位，但我们的确知道我们在身体里。不但如此，我们所接受的每样东

西都是为着整个身体，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所以我们不将任何事当作问题。这要拯救我

们脱离许多拦阻生命长大的难处，例如虚空的谈论等。 

 

 



需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认识那灵和身体 

新约两个要紧的元素就是那灵和身体。我们也许只以道理的方式认识基督与召会。要将

这些道理转为实行，我们需要在曰常生活中经历基督是那灵，并且经历召会是身体。虽

然关于那灵和身体，我们说得很多，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许没有灵也没有身体。我

们在家里与我们的配偶说话，不该忘记那灵和身体。倘若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中只凭我们

的理由行事，在我们个人的宇宙中就没有灵也没有身体。甚至我们购物或运动时，也需

要经历那灵和身体。在我们曰常的行事为人里，我们常常失去那灵和身体。甚至在我们

与弟兄姐妹的谈话中，我们也可能忽略那灵和身体。这是我们一切难处的根源。我们需

要仰望主的怜悯和恩典，好叫我们在日常行事为人的每件事上都有那灵和身体。 

 

在我们对弟兄们说话之前，我们该思想，我们是否是在那灵并在身体里说话。在生活实

际的事上，我们不该将那灵放在一边，也不该成为没有身体的人，成为脱节的肢体。我

们与别人说话，需要在那灵里，并在身体的管制原则之下，在身体里、为着身体、并同

着身体作每件事。我们若这样思想那灵和身体，就会常停下我们的说话。我们在家里即

将与配偶争吵时，应当首先在主面前思想，我们是否在身体的管制原则之下，在身体里、

为着身体、并同着身体说话。我们若实行这点，就会受身体的约束。在聚会中我们多多

说到那灵和身体，但在日常的行事为人和实际的生活里，我们必须谨慎不要离开那灵，

并且不在身体以外。在我一生中，我没有认识多少有身体感的基督徒。然而，倪柝声弟

兄就是这样的人。他和我谈论某件特别的事时，常常以这样的问题开头：’其他的弟兄

考虑过这点么？他们感觉如何？姐妹们如何？召会感觉如何？’我看见他活在那灵里，

并活在身体里。他购买东西时，是带着身体的感觉。他总是考虑与他同作肢体的，对于

他所作或所说的事感觉如何。他作为肢体而活，完全受身体的约束、管制、保护、保卫

并看守。结果，身体常常保守他免于错误。我们的错误、失败和挫败，都是由于我们在

实行上与身体脱节。按道理说，我们总是在召会中，但在日常的行事为人里，我们常常

不是真的这样实行。反之，我们常常在自己里面。甚至听信息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可

能不在身体里，因我们通常不是为别人听，就是为自己听，而没有身体的感觉。我们听

信息的时候若在身体里，就会有身体感，不在意信息主要是为着我们还是为着别人，只

知道信息是为着身体。我们的听将是为着身体。 

 

 

 

 



有身体感会改变一切。主若给我们看见身体的异象，这异象会成为坚固的高塔保护我们。

身体的感觉会停止许多谈话，废掉不同的意见和争辩，并了结与我们婚姻生活有关的消

极事物。我们需要告诉自己：’我是身体的肢体。我在那灵里，并在身体里。我要去某

处，但身体不要。我要说某事，但身体不要。我要与妻子争辩，但身体不要。我若坚持

我的愿望和感觉，就会与身体脱节。我不愿坚持，因为我渴望留在身体里。’我们若逐

卷来看新约，就会看见新约里两件要紧的事乃是那灵和身体。实际上，要将那灵和身体

分开是不可能的。以弗所四章三节说，’竭力保守那灵的一。’那灵的一就是身体。多

多说到那灵却忽略身体的基督徒，缺少对那灵正确的经历。我们若对那灵有正确的经历，

就会领悟我们是身体的肢体，并且我们会留在身体里。我们若与身体脱节，就很难接受

那灵。在身体以外还能接受那灵，是主稀有的怜悯。我们还未逬入身体之前，那灵在我

们初接受福音时临到我们；那是特别的眷临。我们得救进入身体后，要在那灵里，唯一

的地位和立场就是在身体里。偶尔为着特别的目的，主会将对那灵的经历，赐给从未被

带进身体里的信徒；但我们这些已被带逬召会里的信徒，必须一直联于身体，好得着那

灵。这是我的经历。 

 

我们被带进主恢复里的召会之后，需要受身体的原则所管制。我们的立场和地位在身体

里，我们就经历那灵。我们越愿意受身体的管制，绝对与身体在一起，那灵就越浇灌在

我们身上。因我学过这功课，我就不敢与身体脱节。就像每个丈夫一样，我天然的倾向

是与妻子争吵，但好几年来我很少这么作，因为身体阻止了我。我感觉身体不赞同我要

说的某事，我就不说，好叫我持续联于身体。我这样作，就经历那灵。 

 

那灵和身体的意义在新约里有几分隐藏，但我们若仔细读书信，就会看见几乎每卷书都

强调那灵和身体。大多数的基督徒读圣经，只看见道理的教训。我们需要从神来的光，

看见新约里那灵和身体的异象。只要我们稍微有一点身体感，我们就会在那灵里，蒙保

守脱离许多错误。每个失败和挫败主要都是由于我们与身体脱节。肢体与身体脱节，就

缺少生命的供应和身体的保护。我们需要看见，我们实际基督徒行事为人的保护，是在

那灵里并在身体里。不但如此，最要紧的事乃是身体，因我们若留在身体里，就会得着

那灵。 

 

 

 



第二章  分辨那身体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林前十一章十七至二十一节，二十七至三十三节。 

 

有些人聚在一起, 不是受益, 乃是招损 

在林前十一章保罗对哥林多召会说了坦率、厉害的话。十七节说，’我要吩咐一事，并

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在一起，不是受益，乃是招损。’’受益’意思是得益处，’

招损’意思是受亏损。我们基督徒的观念是，每当我们聚会，就会得益处，但照着保罗

的话，我们聚在一起，可能受亏损。二十节说，’你们聚在一处的时候，并不是吃主的

晚餐。’这意思是哥林多人聚集吃主的晚餐，所吃的实际上并不是主的晚餐。二十九节

说，’那吃喝的，若不分辨那身体，就是给自己吃喝审判了。’ 

 

因着分裂 

保罗很强的告诉哥林多人，他们的聚集是招损，他们的擘饼聚会不是主的晚餐，并且他

们的吃喝带给他们审判。我们需要思想，为什么他说这样重的话。首先，哥林多人聚在

一处的时候，是在分裂的情况中聚集。保罗在十七节陈述他们聚在一处不是受益，乃是

招损之后，在十八节解释：’第-，我听说你们在召会中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中间有分

裂，我也有几分相信。’在分裂的情况中聚集，是他们聚在一处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的

第一个原因。所以，我们聚集必须谨慎，特别是为着擘饼聚集时更要谨慎，不要在分裂

的情况中聚集。十九节说，’在你们中间不免有派别，好叫那些蒙称许的人在你们中间

显明出来。’派别就是宗派，是比分裂更严重的。基督教里的公会就是宗派。英文的’

公会'(denom, nat, on)这辞来自一动词(denom, nate)，意指’命名’。正式的分裂就

成为宗派，而有特殊名称的宗派就是公会。一班持有不同意见的圣徒，自然而然就是分

裂。然而，他们若没有正式分裂出去，就还不是宗派。他们分裂出去后若起了名，就成

为公会。在召会生活中，没有什么比一更要紧。元首是一，身体也是一。以弗所四章四

至五节说，’一个身体和一位灵，正如你们蒙召，也是在一个盼望中蒙召的；一主，一

信，一浸。’一是召会基本、基础的原则。一受到破坏，召会就解体分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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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召会中，某些圣徒也许认为必须浸水施浸，其他的人也许说，这实行不该墨守成

规。在这样的情况中有两个分裂。在召会历史中，每当不同的意见或观念进来，通常会

从分裂发展成宗派。一个团体中的人坚持自己的观念，他们的分裂就成为宗派。一旦宗

派起了名，就成为公会。保罗说，哥林多人当中不但有分裂，也有派别。因为他们有些

人说，’我是属保罗的，’其他的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另有人说，’我是属矶

法的。’(林前一 12。)这几乎与成为公会一样。哥林多人当中有分裂和宗派。 

 

保罗在十一章十九节所指蒙称许的人，就是没有与任何分裂或宗派有牵连的人。’蒙称

许的’这辞含示受试验，有经历，并够资格。在召会中该有好些蒙称许的人，他们受了

试验，有了经历，并够资格。他们没有与任何分裂或宗派有牵连，因而蒙称许。哥林多

人的聚集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第一个原因乃是他们是分裂的，这废掉了他们擘饼聚会

的性质。 

 

因着干犯主的筵席 

哥林多人的聚集不是受益，乃是招损，也是因为他们干犯主的筵席，使之成为凡俗的。

古时信徒们习惯聚在一起同吃晚餐，就是一天的正餐。富人带的食物多些、好些，为着

与带得较少的穷人彼此享受。这称为爱筵。（彼后二 13.犹 12。）爱筵结束时，他们吃

主的晚餐，就是吃饼喝杯记念主。（林前十-23-25。）哥林多人在这事上作得不合宜，

他们没有彼此等待，（参 33，）各人先吃自己的晚餐，结果富人酒醉，穷人饥饿。

（21。）这破坏了主的晚餐>使其成为凡俗的。这样，他们就不是吃主的晚餐。（20。）

分裂和干犯主的筵席是使他们的聚集招损的两个原因。 

 

不要不配的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乃要分辨那身体 

二十七节说，’无论何人，不配的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得罪主的身体和主的血

了。’在分裂的情况中有分于主筵席的饼和杯，就是不配的吃喝，也就是不合式的、不

正确的吃喝，因为饼表征基督的身体是一。在分裂里并使主的筵席成为凡俗的，乃是使

自己成为不配的。我们必须谨慎，不要不配的赴主的筵席。二十八节说，’人应当察验

自己，然后吃这饼，喝这杯。’保罗警告我们各人需要察验，就是试验、考验自己是否

不配的来赴主的筵席。我们不该带着任何分裂来赴主的筵席，也不该使主的筵席成为凡

俗的。我们必须在一里赴主的筵席，并将主的筵席分别为圣。不然，我们就是不配的赴

主的筵席。 



二十九节说，’那吃喝的，若不分辨那身体，就是给自己吃喝审判了。，我们若不配的

赴主的筵席，就会给自己吃喝审判。这就是聚在一起，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的意思。

（17。）三十节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睡的也不少。’不配

的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带来审判。这审判不是定罪，乃是主暂时的管教。（32。）

信徒若不配的有分于主的筵席，而得罪那身体，可能会身体软弱或患病，甚或死去。软

弱是警告我们与那身体出了问题。我们若不接受警告，也许会生病。疾病是第二个警告。

我们若不接受这警告，或许就睡了，也就是死去。雅各书五章十四节说，’你们中间有

病弱的么？他该请召会的长老来，...为他祷告。’在新约时代，圣徒当中的疾病也许是

因着得罪那身体。我们若因为与那身体不对而病了，得医治的路乃是请那身体的代表，

就是长老们来为我们祷告，将我们带回身体，使我们得恢复。 

 

在林前十一章二十九节，保罗说到我们需要分辨那身体。他用’那身体’这辞，而不用’

主的身体’，也许含示除了主物质的身体（24）以外，还有基督奥秘的身体。（弗四 4。）

饼代表主物质的身体，为着我们的救赎被钉十字架。许多基督徒只知道这方面。然而，

主筵席上同样的饼，也表征主奥秘的身体，我们就是这身体。（林前十 17）所以，我们

有分于主的筵席时，必须分辨桌上的饼，是表征基督那唯一的身体，还是人的分裂（公

会）。我们要分辨基督的身体，不该有分于分裂或带有分裂之灵的饼。我们有分于主的

筵席，必须是祂独一身体的独一交通，无论在实行上或在灵里，都没有任何的分裂。哥

林多人在两方面错了。首先，他们干犯圣别的晚餐，使其成为凡俗的。这是得罪主物质

的身体，这身体为着我们的救赎被钉十字架。桌上的饼代表主物质的身体，不该是凡俗

的，乃该分别为圣，成为圣的。我们来吃主的筵席，不该将其当作凡俗的饼。若是这样，

我们就使主的身体，就是祂在十字架上为着我们的救赎所牺牲的身体，成为凡俗之物。

这就是不重看我们在主晚餐中所吃之饼的意义。凡俗的吃饼，就是干犯主物质的身体。

其次，哥林多人带着分裂聚在一起。这得罪基督奥秘的身体。哥林多人的一个举动，即

犯了这两个错误。他们吃主的筵席，既得罪主物质的身体，也得罪基督奥秘的身体。 

 

我们也可能犯这两个错误。我们赴主的筵席，若凡俗的对待这饼，就干犯主的身体。虽

然主筵席上的饼仅仅是一块饼，却表征主为着我们的救赎被钉十字架的身体。所以，我

们必须虔敬的对待这饼。我们也必须察验自己是否与任何分裂有牵连。我们若在分裂中

赴主的筵席，就是得罪基督奥秘的身体。分辨那身体，意思就是我们赴主的筵席时，首

先在表征主物质身体的饼与凡俗的食物之间作区别。筵席上的饼是圣的、圣别的，与所

有其他的饼有别。不要把饼随便传给可能拿饼玩耍的幼儿。 



赴主筵席的人必须谨慎，不要轻忽的、不虔敬的对待饼，好像处理凡俗的食物一样。我

们不会迷信的相信天主教的教训，教导饼成为基督真实、物质的身体。然而，我们需要

虔敬的对待饼，因为我们领悟饼是主物质身体的表记。我们也需要分辨我们是否与分裂

有牵连，因为饼不但表征基督物质的身体，也表征祂那包含所有信徒的奥秘身体。我们

与弟兄有问题时若吃饼，就是没有分辨那身体。这对我们众人该是清楚的警告。我们若

批评弟兄，然后有分于饼，我们就没有分辨那身体。我们若分辨那身体，首先会清理我

们与弟兄之间的情况。倘若批评只在我们的思想里，我们可以向主认罪，求祂遮盖、赦

免并洁净我们。我们赴主的筵席时，必须与身体其他肢体没有问题。这就是分辨那身体

的意思。 

 

照着林前十一章二十九节，我们若吃饼却不分辨那身体，就是给自己吃喝审判了。这话

好像城市法规，一旦发布，所有市民都对其承担责任。正如法规一旦发布，市政当局就

会执行，这话一旦释放，神圣的管理也会执行。不分辨那身体是严肃的事。已往我见过

许多事例，圣徒因着不分辨那身体而软弱、生病或死了。如今既然我们知道这原则，就

必须谨慎不要违反原则。不然，照着保罗的话，我们聚在一起将不是受益，乃是招损。

我们都必须学习，如何借着领悟主筵席上的饼表征基督的身体，包括每位信徒，特别是

与我们一同聚集的人，而分辨那身体。所以，一切关于弟兄姐妹的消极言谈和思想都必

须了结。因为基督教的情况一团糟，分裂的基督徒可以无畏后果的有分于同样的饼和酒。

那里没有神圣的行政、管理或执行。然而，我们若信我们是作为主恢复中的召会聚集，

我们也必须信主要带我们达到更高的标准。因此，我们赴主的筵席之前，首先必须在主

面前思想，我们是否与所有圣徒都没有问题。我们里面若批评某些人，就需要分辨那身

体。这是严肃的。 

 

因为这话已经释放，它就像神圣的规条。没有人有能力执行，但我们若在主的恢复中，

神圣的管理会执行这话。因此，我们需要十分虔敬的赴主的筵席，领悟我们不是有分于

凡俗的食物，乃是有分于代表主物质身体的饼。我们也需要领悟，饼表征基督奥秘的身

体，包含所有我们与其一同有分于主筵席的人。我们若不这样作，就会受亏损。所以，

我们赴主的筵席之前，应该察验自己，好确认自己与其他肢体的关系合宜。这就是分辨

那身体。若有任何问题，我们必须在有分于筵席之前解决。我们若不这样谨慎，就会给

自己吃喝审判，并且我们聚在一起将不是受益，乃是招损。 

 

 



第三章  人灵的重要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 

撒迦利亚书十二章一节，民数记十六章二十二节, 二十七章十六节, 约伯记三十二章八

节，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 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罗马书一章九节，八章四节，提后

四章二十二节, 林前六章十七节。 

 

在旧约里 

我们需要对人的灵的意义印象深刻。大多数基督徒只知道圣灵，神的灵。然而，圣经中

有许多处清楚说到人的灵。例如，撒迦利亚十二章一节说，’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

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本节圣言将人的灵与诸天和地并列。在神亿万的造物中，只

列举这三样，指明我们人灵的重要。虽然我们知道诸天和地多么重要，但我们也许不领

悟，在我们里面有一部分与诸天和地同样重要。照着撒迦利亚十二章一节，在神眼中，

祂创造里三个要紧的项目乃是诸天、地和人的灵。 

 

撒迦利亚书、以斯拉记、和哈该书是关于主恢复的书卷，都强调人的灵。以斯拉一章五

节说，’犹大和便雅悯的宗族首领、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灵的人，都起

来要上去建造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主的恢复是在于神子民之人的灵。今天原则是

一样的。主必须激动、感动并摸着我们的灵，好恢复召会生活。恢复的召会生活全然在

于我们人的灵。神的仇敌狡诈的将神子民的注意力，从灵里的生命转离到其他的事，就

如全然在心思里之道理的知识。正确的召会生活要得恢复，我们的灵必须被神的灵激动、

感动并深深地摸着。为这缘故，与主的恢复有关的撒迦利亚书，特别提起人的灵，将其

与诸天和地并列。来自诸天的阳光、雨水和一切都是为着地，而地是为着人的生存。人

的生存并人有灵，乃是为着神的定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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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神就是在灵里接触祂，不是在心思里，甚至不是在心里。（约四 24。）心是我们爱

神的器官，但要接触、敬拜神并与神交通，全然是在我们人灵里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撒

迦利亚十二章一节将人的灵与地和诸天并列。民数记十六章二十二节和二十七章十六节

指神是’万人（直译，一切肉体）之灵的神’。原文这两节里的’肉体’指人。作为人，

我们乃是肉体。神不是称为万人的神，乃是万人之灵的神。神是我们灵的神。我们若只

有身体和魂，却没有灵，我们就无法有神。神仍然存在，但我们与祂没有关系，因为我

们没有器官使祂对我们成为可取用的。要使电成为可用的，需要正确的导体。唯有借着

金属导体，不是借着木头、纸、布或石头，电才能传输给电器。 

 

同样，我们的身体、心思和情感不是接触神的器官。唯有我们人的灵，才能接触并接受

神这属天的电，好使祂对我们成为可取用的。虽然所有的人都有灵，却少有人知道他们

有灵。许多基督徒不知道自己有灵，甚至那些知道自己有灵的信徒，在曰常生活中也没

有充分用灵。例如，我们若与配偶争吵，批评其他圣徒，或以天然的方式谈话，就是没

有用我们的灵。我们也许知道自己有灵，却不够用灵。约伯记三十二章八节说，’在人

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这独一、着重的发表指明人灵的重要性。对于人

其他的部分，就如心、魂和体，圣经没有类似的有力发表。本节也启示人的灵与神的气

密切相关。要接触神，领悟神的事，我们需要我们的灵。 

 

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深处。’人的灵是人独特的

部分，是耶和华的灯。我们的灵是灯，神是灯里的光。约壹一章五节说，’神就是光。’

古时每种光都需要灯，每盏灯也需要光。神需要我们的灵作灯，我们的灵需要祂作光。

作为耶和华的灯，我们人的灵鉴察我们一切内里的所是。神作光能借着我们的灵作灯，

在我们里面运行；光需要灯以照耀并鉴察。因此，神借着我们的灵，在我们里面并在我

们身上作工。 

 

在福音书里 

在新约里，主耶稣指明人灵的重要，比旧约所说的更清楚。祂告诉不道德的撒玛利亚妇

人：’神是灵；敬拜祂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约四 24。）敬拜神就是接触祂

并与祂交通。主向妇人指明，她该忘记宗教及其传统教训。（21c）她需要领悟，因为神

是灵>她就当在她的灵里接触神以敬拜祂。主指明除了借着运用我们的灵接触神圣的灵，

没有别的路可以接触神。 



在书信里 

使徒保罗说，’我...在我灵里所事奉的神, 可以见证...。’（罗一 9。）从前，他在宗

教的传统、形式、仪式和祭祀中事奉神。保罗也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提后四

22。）看见主与我们的灵同在乃是大事。主不但与我们的灵同在，我们也与祂成为一灵。

林前六章十七节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两样东西要成为一，就必须

进入彼此里面，直到彼此调和。我们的灵与主调和，这事实指明人灵的重要。有灵使我

们能接触、敬拜、接受、盛装主，并与那是赐生命之灵的主调和。（十五 45下»林后三

17〜18。）这二灵一信徒人的灵和神圣的灵一调和成为一灵。罗马八章四节瞩咐我们要

照着这灵而行。 

 

在我们的言语和行为上 

任何出于灵的态度、言语或行动，都会是有分量、尊荣、尊贵的。我们不从灵说话，我

们的言语就没有分量。然而，甚至一个年轻人从他的灵说话，别人也会领悟他的话里有

些分量、尊荣和尊贵。在我们人的构成里，没有什么像我们的灵那样有分量，也没有什

么像我们的肉体那样轻浮。我们若在肉体里行动，即使我们是年长的人，别人也会认为

我们轻浮。无论我们在灵里并从灵里说什么或作什么，都是有分量、尊荣并荣耀的。去

电影院、舞会、夜总会和赌场的人，没有分量、荣耀、尊贵或尊荣，因为他们的行动出

于肉体。在灵里交通并赞美主的人，是有分量并尊荣的，因为他们的行动出于灵。 

 

照着雅各书三章一至十二节，我们的舌头是可怕的。然而，我们从我们的灵说话时，我

们的舌头就能发表神的事。我们需要学习勒住我们天然的舌头，并释放我们的灵。我们

在与配偶争吵之前若这样作，就不会有争吵；反之，对主的赞美会从我们发出。一切赞

美、造就和建造的话，都来自我们的灵。我们从灵说话，就发表神。我们所说的每个字，

都该来自我们的灵。我们每天每时行为举止都需要在灵里。我们不该与别人争辩或批评

他们，却该运用我们的灵发表属主并有主的事。这样我们行事为人就能照着调和的灵，

这灵就是人的灵，由神所造，凭神圣的生命所重生，由基督这赐生命的灵所内住，并与

祂调和成为一灵。我们需要继续不断地照着这灵行事为人。在家里并在工作中，我们若

不运用调和的灵，就不该说任何事。我们若在家里并在工作中运用我们的灵，就会讲说

基督的事，并且我们的言语会是荣耀、有分畺并尊荣的。我们都必须尽所能的在调和的

灵里举止为人，就是照着灵行事为人。 



第四章  从我们的灵里说话 

          上一篇  回目錄    

 

读经： 

使徒行传二章三节，撒迦利亚书十二章一节，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约翰福音四章二十

四节，罗马书一章九节, 八章四节，十六节。 

 

我们的灵与我们的口密切相关。在行传二章三节，圣灵在五甸节那天如火舌降临。圣灵

显明祂自己如舌头，因为祂的运行是为着神的说话。正如神的灵是为着神的说话，我们

人的灵也是为着我们的说话。我们这人没有别的部分像我们的灵那样真实。我们的心思

和情感不真实，因为我们的心思常常改变，我们的情感刻变时翻。我们这一分钟也许在

哭，下一分钟也许在笑。然而，我们的灵总是一样。我们的心思也许告诉我们，我们能

去看电影，但后来又告诉我们不该去。然而，我们的灵总是告诉我们同样的事一不该去

看电影。无论我们的心思或情感发表什么，都不可靠且虚假。因此，我们不该在意从我

们的心思或情感来的思想或感觉。反之，我们该在意我们的灵如何引导我们。 

 

从来没有人从他的灵里说谎，因为灵从不说谎。甚至不信者的灵也不说谎。不信者灵的

功用就是他们的良心。良心是人的灵最重要的部分，因为甚至在灵已死了的堕落之人里

面，仍有良心的功用。他们的良心并不强，却仍尽功用。甚至在想要抢劫银行的人里面，

良心也告诉他抢劫是错的。心思、情感或意志可能说谎，但人的灵总是说实话。所以，

我们的灵该是我们说话的源头。我扪通常没有从我们的灵里说话，却从我们的心思、情

感或意志说话。我们严厉的对配偶说话时，是从我们顽梗的意志和强烈的情感说话。有

些姐妹很强的从她们的情感说话，有些弟兄主要从他们的心思说话。长老很难帮助这样

的人。凭着主的怜悯，在我基督徒的生活中，我所学习最大的功课之一，就是从我的灵

里说话。我常常受我的情感激动，被我的心思引导，并被我的意志加强，而对我的妻子

不高兴，但在这样的时候主引导我，叫我不要从我的情感、心思或意志说什么，乃要从

我的灵里说话。我们在艰难的处境中从我们的心思、情感或意志说话时，我们就刻薄、

卑鄙或轻率，没有尊荣、荣耀或分量。然而，我们若停一下，然后从灵里说话，就有尊

荣、荣耀和分量。 

http://www.rucoc.com/Selbooks/WitnessLeeCollection/1977/14/4.mp3


幼儿不知道如何运用他们的灵。他们首先开始运用他们的情感，然后学习使用他们的心

思。最近，我在庭院里工作，我四岁的孙子在附近。我请他帮忙拾起一些落叶，放进垃

圾箱里，但他不愿意。虽然我请了他好几次，但他只顾玩垃圾箱，然后就跑开。这么年

幼的人没有尊荣、分量或荣耀，因为他们还没有必需的成长，使他们可以学习运用他们

的灵。然而，我另一个大约十二岁的孙子，因为开始在聚会中运用他的灵，就有一些荣

耀、尊荣和分量随着他。他有尊荣、荣耀和分量，不是在于他的智能或才干，乃是在于

他那得着操练的灵。 

 

我们在家里若只从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说话，而不运用我们的灵，在我们的家庭谈

话中就不会有尊荣、荣耀或分量。然而，作为父母或配偶，我们若用我们的灵说话，我

们的家庭生活就会很有分量、尊荣和荣耀。在我们这人里面没有什么像我们的灵这样荣

耀、有分量并尊荣，因为灵是神所造的器官，给我们接触、接受、盛装并吸收祂。为这

缘故，申言者撒迦利亚将人的灵与诸天和地并列。（亚十二 1。）诸天'地和我们人的灵

是宇宙中最要紧的项目。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深

处。’古时光需要灯才能照耀。我们的灵是灯，盛装主作光，并让主照耀出来。因此，

我们的灵对神的定旨是要紧的。主来成为人时，祂说，’神是灵；敬拜祂的，必须在灵

和真实里敬拜。’（约四 24。）保罗说，’我...在我灵里所事奉的神，可以见证...。'

（罗一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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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节指

明我们需要照着灵而行。在召会生活中我们需要这种教训提醒我们，我们里面有灵作器

官，给我们接触、接受并盛装神作我们的滋养。我们需要从这器官说话。我们若这样作，

就会有分量、尊荣并荣耀，并且主会借着我们得着彰显、荣耀并显明。这是我们今天的

需要。 

 

通常我们越成熟，就越会使用我们的灵。幼稚的人缺少长大，因而不运用他们的灵。婴

孩自然而然就知道如何运用物质的身体。然后他们逐渐开始使用心理的机能。他们进一

步长大时，就开始学习使用他们属灵的器官。要学习习惯使用灵，需要在生命里正确的

长大。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我们在谈话和相处时若没有用灵，就指明我们缺少生命和

长大。我们越长大，就越珍赏并使用我们的灵。我们需要学习用灵面对日常生活所有的

景况。每天都该是荣耀、尊荣和有分量的日子。我们对待家人，该是我们从灵里彰显主

作我们荣耀、分量和尊荣的机会。不要从心思、情感和意志行动说话，乃要从灵里行动

并说话。我们当中每个家都该满了尊荣、分量和荣耀，因为我们从灵里行为举止。我们

曰常生活的源头不该是我们的心思、情感或意志，乃该是我们的灵。我们若照着灵行事

为人，就会有荣耀、分量和尊荣。愿主祝福我们，使我们这样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