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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三年二月十五至十七日国际华语特会信息纲目 
 

总题：恢复基督在召会中作一切 
 

第四篇信息 

在作为团体基督，就是身体基督的召会中，享受基督作一切 
 

读经：林前一2、9、24、30，五8，十3～4、17，十二12～13，十五45下 

林前 1:2 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召会，就是给在基督耶稣里被圣别，蒙召的圣徒，同着所有在各处

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祂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 

林前 1:9 神是信实的，你们乃是为祂所召，进入了祂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 

林前 1:24 但对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林前 1:30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这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别和救

赎， 

林前 5:8 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纯诚真实的无酵饼。 

林前 10:3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 

林前 10:4 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行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林前 10:17 因着只有一个饼，我们虽多，还是一个身体，因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 

林前 12:12 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身体上一切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

是这样。 

林前 12:13 因为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或自主的，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浸，成了

一个身体，且都得以喝一位灵。 

林前 15:45下 ……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壹 我们该宝贝哥林多前书中包罗万有之基督的启示——一2、9、24、30，二7～

8、10，三11，五7～8，十3～4，十一3，十二12，十五20、23、45下、47。 
林前 1:2 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召会，就是给在基督耶稣里被圣别，蒙召的圣徒，同着所有在

各处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祂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 

林前 1:9 神是信实的，你们乃是为祂所召，进入了祂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 

林前 1:24 但对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林前 1:30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这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别和

救赎， 

林前 2:7 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中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为使我们得荣

耀所预定的； 

林前 2:8 这智慧，这世代有权有位的人，并没有一个知道，因为他们若知道，就不会把荣耀

的主钉十字架了。 

林前 2:10 但神借着那灵向我们启示了，因为那灵参透万事，甚至神的深奥也参透了。 

林前 3:11 因为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林前 5:7 你们要把旧酵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正如你们是无酵的一样，因为我们的逾越

节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林前 5:8 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纯诚真实的无酵饼。 

林前 10:3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 

林前 10:4 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行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林前 11:3 我且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 

林前 12:12 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身体上一切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

督也是这样。 

林前 15:20 但如今基督，就是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已经从死人中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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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5:23 只是各人要按着自己的等次：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祂来临的时候，是那些

属基督的。 

林前 15:45下 ……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林前 15:47 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 
 

贰 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产生正确的召会，并且保守我们在一里；享受基督作我

们的分而有的一，就是召会生活——一2、9、13上。 
林前 1:2 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召会，就是给在基督耶稣里被圣别，蒙召的圣徒，同着所有在

各处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祂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 

林前 1:9 神是信实的，你们乃是为祂所召，进入了祂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 

林前 1:13上 基督是分开的么？…… 
 

叁 在召会里，我们都需要吃一样的灵食，并喝一样的灵水——十3～4： 
林前 10:3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 

林前 10:4 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行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一 林前十章三节的灵食指吗哪，预表基督为着基督徒的旅程，作我们每日生命的供应

——出十六14～16，约六31～35： 

林前 10:3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 

出 16:14 露水上升之后，不料，旷野的地面上有细小的圆物，细小如地上的霜。 

出 16:15 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摩西对他们说，这

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 

出 16:16 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食量收取；各按自己帐棚里的人数

收取，每人一俄梅珥。 

约 6:31 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吗哪，如经上所记："祂把那从天上来的粮赐给他们吃。" 

约 6:32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不是摩西把那从天上来的粮赐给你们，乃是

我父把那从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 

约 6:33 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人的。 

约 6:34 他们对祂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 

约 6:35 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永远不饿；信入我的，必

永远不渴。 

1 我们信徒都该吃一样的灵食，不该吃基督之外的任何东西——林前十3，约六57

下。 

林前 10:3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 

约 6:57下 ……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2 基督该是我们惟一的食物，我们不该寻求凭别的食物而活——54～55节。  

约 6:54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远的生命，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约 6:55 我的肉是真正的食物，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 

3 那作我们灵食的基督，乃是那对我们成为主观的基督——加二20，四19。 

加 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祂联结所

活的，祂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 

加 4:19 我的孩子们，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 

二 林前十章四节的灵水指流自裂开磐石的活水，预表那灵作我们包罗万有的水——出

十七6，约七37～39，林前十二13： 

林前 10:4 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行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出 17:6 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就必有水从磐石流出

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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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7:37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

喝。 

约 7:38 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约 7:39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

未得着荣耀。 

林前 12:13 因为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或自主的，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

浸，成了一个身体，且都得以喝一位灵。 

1 在出埃及十七章六节，磐石预表基督，摩西表征律法，杖代表律法的权能和权

柄；用杖击打磐石，表征基督被神律法的权柄所击打；从被击打的磐石所流出

来的水，预表那灵——约七37～39，十九34。  

出 17:6 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就必有水从磐石流

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 

约 7:37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

来喝。 

约 7:38 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约 7:39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

稣尚未得着荣耀。 

约 19:34 惟有一个兵用枪扎祂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2 灵水，就是活水，乃是在复活里生命的水；当我们喝这在复活里的生命水时，

我们就成了在复活里并属于复活的人——林前十4，约十四20，林后一9，四

14。 

林前 10:4 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行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约 14:20 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林后 1:9 自己里面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

神； 

林后 4:14 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

一同站在祂面前。 

3 我们吃喝基督，神就把祂自己作到我们里面；因为我们凭着吃喝吸取主，祂就

生机地与我们成为一，作了我们的生命和构成成分——林前十 3～4，西三 4、

10～11。 

林前 10:3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 

林前 10:4 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行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西 3:4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祂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西 3:10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像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

识； 

西 3:11 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

人、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肆 享受哥林多前书中所启示包罗万有的基督，结果产生团体的基督，就是身体

基督——十二12～13： 
林前 12:12 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身体上一切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

督也是这样。 

林前 12:13 因为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或自主的，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浸，

成了一个身体，且都得以喝一位灵。 

一 基督是一个完整的人，包括头和身体——西一18，二19：  

西 1:18 祂也是召会身体的头；祂是元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使祂可以在万有

中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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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2:19 不持定元首；本于祂，全身借着节和筋，得了丰富的供应，并结合一起，就以

神的增长而长大。 

1 基督既是头和身体，祂就是身体基督。  

2 基督是身体基督，这意思是说，祂不再只是个人的基督；祂也是团体的基督—

—林前十二12，徒九4～5： 

林前 12:12 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身体上一切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

身体，基督也是这样。 

徒 9:4 他就仆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徒 9:5 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ａ 基督有个人的一面和团体的一面——太十六18。 

太 16:18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

门不能胜过她。 

ｂ 就个人一面而言，祂是基督；就团体一面而言，祂是身体基督。 

二 对基督最高的享受乃是享受团体的基督，就是身体基督；享受基督作为身体基督，

不是仅仅享受祂的一个方面，乃是完满地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西二9。 

西 2:9 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 

三 林前十二章十二节说，“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身体上一切的肢体

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直译，那基督〕也是这样”： 

1 “那基督”不是个别的基督，乃是团体的基督，就是基督连同祂所有的肢体合

并在一起。  

2 团体的基督是由基督自己作头，以及召会连同所有信徒作祂的身体所组成的

——十一3，十二12、27。 

林前 11:3 我且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 

林前 12:12 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身体上一切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

身体，基督也是这样。 

林前 12:27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作肢体。 

四 “因为”这辞指明，林前十二章十三节乃是十二节的继续、解释和说明：  

林前 12:13 因为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或自主的，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

浸，成了一个身体，且都得以喝一位灵。 

林前 12:12 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身体上一切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

体，基督也是这样。 

1 所有的肢体乃是一个身体，这身体就是基督，因为我们都在一位灵里受浸，成

了一个身体——13～14、24、27节。  

林前 12:13 因为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或自主的，都已经在一位灵

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且都得以喝一位灵。 

林前 12:14 身体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 

林前 12:24 至于我们俊美的肢体，就不需要了。但神将这身体调和在一起，把更丰盈

的体面加给那有缺欠的肢体， 

林前 12:27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作肢体。 

2 我们这些基督身体上的许多肢体是一，因为我们已经在一位灵里受浸——13节： 

林前 12:13 因为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或自主的，都已经在一位灵

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且都得以喝一位灵。 

ａ 我们所浸入的这一位灵就是那成了赐生命之灵的基督——十五45下，林后

三17。 

林前 15:45下 ……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林后 3:17 而且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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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我们都已经被摆在身体里，得以喝一位灵，就是赐生命的灵，也就是基

督；现今我们既然在身体里，就需要喝这一位灵——基督自己——林前十

二13。 

林前 12:13 因为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或自主的，都已经在

一位灵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且都得以喝一位灵。 

ｃ 至终，我们就被这灵充满、漫溢、浸透、渗透；因此，我们就与彼此并与

基督是一，成为一个身体，就是基督自己——六17，十二12。 

林前 6:17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林前 12:12 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身体上一切的肢体虽多，仍

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 

ｄ 那灵就是基督自己，成了身体基督——林后三17，林前十五45下，十二

12～13。 

林后 3:17 而且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 

林前 15:45下 ……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林前 12:12 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身体上一切的肢体虽多，

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 

林前 12:13 因为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或自主的，都已经

在一位灵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且都得以喝一位灵。 

ｅ 我们在召会中，就有地位饮于身体基督；这位基督乃是在身体里的赐生命

之灵——13节，十五45下。 

林前 12:13 因为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或自主的，都已经在

一位灵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且都得以喝一位灵。 

林前 15:45下 ……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五 主筵席上的饼，在两方面表征基督的身体——十17：  

林前 10:17 因着只有一个饼，我们虽多，还是一个身体，因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 

1 第一，饼表征耶稣物质的身体；祂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被扎，为我们流出血

来——太二六26。  

太 26:26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

着吃，这是我的身体。 

2 第二，饼表征基督奥秘的身体；基督奥秘的身体乃是团体的基督——身体基督

——林前十二12，弗一23。  

林前 12:12 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身体上一切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

身体，基督也是这样。 

弗 1:23 召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3 我们在主的筵席上有分于饼的时候，不仅是在吃个人的基督，也是在吃团体的

基督；我们享受基督奥秘的身体，并有分于身体基督——林前十17。 

林前 10:17 因着只有一个饼，我们虽多，还是一个身体，因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 

六 借着在召会中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团体的基督，就是身体基督，我们就享受素

祭的召会生活——利二1，徒二46： 

利 2:1 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就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 

徒 2:46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坚定持续地在殿里，并且挨家挨户擘饼，存着欢跃单纯的

心用饭， 

1 借着享受基督作素祭，我们就成为作素祭之基督的繁殖、复制和扩大；这素祭

由经过基督的死而在复活里的人性调着神性的油所组成，其中没有酵和蜜——

利二2、4～5、11、13，约六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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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2:2 带到亚伦子孙作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取些油和

所有的乳香，然后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素祭记念的部分，烧在坛上，是献与

耶和华为怡爽香气的火祭。 

利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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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 2:5 你的供物若用煎盘上作的物为素祭，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 

利 2:11 你们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搀酵；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

火祭献给耶和华。 

利 2:13 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你一

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 

约 6:57 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2 细面的素祭表征个人的基督与个别的基督徒；饼的素祭表征团体的基督，就是

基督同祂的身体－－召会——利二2、4，林前十二12，十17。  

利 2:2 带到亚伦子孙作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取些油和

所有的乳香，然后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素祭记念的部分，烧在坛上，是献与

耶和华为怡爽香气的火祭。 

利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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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 12:12 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身体上一切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

身体，基督也是这样。 

林前 10:17 因着只有一个饼，我们虽多，还是一个身体，因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 

3 我们要被调和在身体生活，就是素祭的召会生活里，就必须经过十字架，并凭

着那灵，而为着基督身体的缘故，将基督分赐给人——十二24、27，一18，二

2， 十二13。 

林前 12:24 至于我们俊美的肢体，就不需要了。但神将这身体调和在一起，把更丰盈

的体面加给那有缺欠的肢体， 

林前 12:27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作肢体。 

林前 1:18 因为十字架的话，对那正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对我们正在得救的人却为神

的大能。 

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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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 12:13 因为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或自主的，都已经在一位灵

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且都得以喝一位灵。 

4 神渴望每个地方召会都是素祭，使祂得着满足，也天天给圣徒完全的供应；这

就是说，我们要吃我们的召会生活，因为召会生活要成为我们日常的供应——

五8，徒二46。 

林前 5:8 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纯诚真实的

无酵饼。 

徒 2:46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坚定持续地在殿里，并且挨家挨户擘饼，存着欢跃单

纯的心用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