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篇 内住的基督 

在保罗的完成职事一个关键又中心的元素，就是关于这位对我们来说是主观基督的

启示，这位基督是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称之为内住的这一位基督。虽然就一面来说，

内住的基督这件事是在圣经里新约一个基本的教训，是主耶稣在福音书里所教导的，也

是相当被使徒保罗与其他使徒们在书信里所教导的，并且在我们中间也是经常、持续在

我们中间对这件事有所教导。但是我们来到这次特会，保罗的完成职事，今晚来到这一

个特别的题目——内住的基督的时候，这里仍然在我里面有一个深切的关切，这样的一

个启示，有多少是摸到了我们？更甚而为之的，这一个启示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基督徒

的生活，甚至召会生活有多少的影响呢？我们似乎对这样的教导相当熟悉，但是要进入

这个宝贝的经历又是另外一回事。 

基督教整体而言作为一个宗教是失去了这个中心启示的目标，那这个中心的启示乃

是关乎神新约的职事，新约的经纶，那就是要把神作到祂所拣选、救赎的人里面，以作

他们的生命以及一切。神的心意，并不要我们作好，有好的行为，作对的事，甚至是作

正确的事，他不要我们是作宗教的事，甚至敬虔，属灵的事，神完全不在意以上所说的

那些。祂最主要所关心的就是，我们让祂的儿子耶稣基督被作到我们里面有多少，并且

从我们里面活出有多少。祂的活出是必须要成为我们的美德，并且祂乃是在意这一个召

会作祂的生机体，是有多少让祂作团体的彰显。 

我说到这么多，虽然对你们来说不是并不熟悉的名词，但是盼望借着这一次这一篇

信息，圣灵能够对我们每一位说话，愿祂的光能照到我们全人的深处。 

如果我们核对一下我们的经历，我们或许有一些的认识，特别是我们对一些事物的

反应，我们对一些情形，一些发生之事的反应。举个例来说，在召会生活里，圣徒们来

到聚会，这个行为非常的恰当，是有次有序的尽功用，长老们也在这个末了给一个好的

报告，一切都是好象有次有序的。我们说，赞美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召会生活。但是

凡与这些事相悖为耻的事发生的时候，当圣徒们满了问题，长老们不尽功用，这个配搭，

圣徒们的配合并不是那么好，立刻就有一些发怨言，起争论的事。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

反应就说出我们在哪里。如果我们以某一种方式反应出来，无论事情是好不好，正面不

正面，我们的反应就显露出来我们到底在哪里。这位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到底在哪里

呢？基督是不是在所有这一切事上是最关键的事呢？我们所关心的是不是事情好不好，

事情是不是有次有序，事情是不是作得恰不恰当，我们却不是对于这一个住在我们里面

的人位那么的敏锐，敏感。 

虽然李弟兄和我们在一起的那个时刻，我不知道数十年之久他说到这件事有多少，

我们都说阿们，也点头同意全心同意，但我们却仍然需要承认，这样的光是不是那么容

易能够刺入、刺透我们全人的深处，甚至也不能影响我们所过的生活。这是在我们的日

常的生活里，在我们在召会生活里彼此的关系，这也不能影响到我们的家庭生活。 

一面，我知道来到这样的题目，并不容易。表面上看来，对我们许多人都是再熟悉

不过的，但另外一方面，你从我们经历的角度来看，同时也从这个光，应当在我们里面

那个程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所以我相当在这里



祷告主，盼望借着这次的聚会，借着看过这个美好的纲要，愿那灵光照到我们的里面，

再一次以个人、主观的方式摸着我们。我们不以这一个题目的熟悉作为借口，反而我们

的深处全人能够向主真实地敞开，“主啊，我虽然熟悉这一个题目，也听过，多年都听

过这个题目。但是我知道，我也承认在我的经历里，我仍离你所要我们所到的那个阶段

或者地步还差得很远。”我知道主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也在我们的里面。

祂借着这个短短的说话，祂能够更进一步的带领我们往前，不仅在认识上往前，更在内

住的基督这关键的事上带我们更进一步的往前。 

毫无疑问的，关于这位内住的基督的启示与经历若是缺乏的话，我们的基督徒生活

就只是一个表演，只是一个外在的游戏。乃是借着这位内住的基督的启示与经历，能让

三一神一切的所是成为我们的实际。这是不是我们所渴望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成为

基督徒呢。这不是我们的工作，这不是我们的职业，我们为此而存活，为此而呼吸，为

此而睡，为此而休息。 

盼望借着这样的说话，这个能够再一次的刺透我们的全人，话语或许熟悉，但是这

后面的思想向我们所陈明的，是满了光。盼望今晚，我们能够花时间在主面前来考量一

下，主观就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这些对我们是有什么意义。 

有以上的开头的话，我们进到这个纲要，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纲要，我非常欣赏、

宝贝这一个纲要。这个纲要从一个非常基本、基础的程度讲到内住的基督这个基本的层

面，然后我们会逐渐的高升到一个非常，作为内住基督深奥的那个点，那里我们就讲到

基督要安家在我们的心里。好。 

壹 信基督最宝贵的结果，就是把祂接受到我们里面来——约一

12～13，三 15，罗八 10，林后十三 5，西一 27： 

阿利路亚！我告诉你，这是我们信入基督最宝贵的结果。当我们首先信入基督的时

候，我们接受了罪的赦免，我们的罪被羔羊的宝血所洁净，我们被神称义，与神和好。

弟兄姊妹，所有这些事，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作的，都很好。但是，在这之外有一

个更为宝贵的，更为主观的，那就是祂进到了我们里面，我们接受祂进到我们里面。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十三节告诉我们说：凡接受祂的人，祂就赐他们权柄，成为

神的儿女，就是这些接受祂信入主名的人，我们接受祂，信入祂的名，我们就接受了一

个人位，我们的相信就是一个接受。我们不仅仅相信一些客观的事实或历史所发生的事

件，我们信入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接受了一个奇妙的人位，进到我们

的里面。这是非常宝贝的。 

罗马书八章十节告诉我们说：“但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固然因罪是死的，灵却

因义是生命。”哦，圣徒们，基督若在你们里面，今天晚上基督是不是在你们里面呢？

阿利路亚，我们的确要说阿利路亚！阿利路亚，阿利路亚，说两次。为了什么说阿利路

亚呢？为着基督在我们里面，基督是在我们里面，何等奇妙的事实。 

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说：你们试验自己是否在信仰中，乃是基督在你们里面，这

十三章五节。我们罪已经得着了赦免，我们被羔羊的宝血所洁净，由神所称义，被神所

称义，若是我们因此得着试验，验证自己，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 



歌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我非常宝爱这个经节，这怎么说呢，就是“基督在你们里

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基督不仅是在天上，基督更在我们里面，基督在我里面，基督在

你里面，祂是荣耀的盼望，不是客观的基督，乃是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祂是我们荣耀的

盼望。然后祂说…… 

一 这虽是纯正奥秘的真理，却被多数基督徒所忽略。 

圣经新约中满了这件事，我们很难相信基督徒看不见这件事，主耶稣直接的说到这

件事，使徒们特别是保罗他一再一再地重复、强调这个点，如果你把保罗的书信中拿去

这个内住的基督，你就没有什么留下来了，他整个的职事的说话乃是要被这件事所建造

起来，所构成，那这件事就是这一个主观的基督，是内住的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这是纯

正的主的话。神不掺杂的话的真理，但却是一个奥秘的话。 

很多时候，我与基督徒的弟兄们交谈的时候，他们提到这个基督的时候，他就说，

那个在天上的那位全能者是在上的那一位。有一次，我跟一位弟兄谈论，他是一个相当

新进来的，他说，为什么这位全能的神要让这些事、那些事发生在人类身上呢？他满脑

子分析、想，这位神，这位是全能的一位，就是主宰的一位，远远在天上的一位，怎么

让这些事发生？他不懂，我说我也不懂。但我却相信，如果你把他在一尺之下，你就能

看见，带进一尺啊，之下，那就是从你的头脑到你的灵里。他原来在头脑里想要这件事

是怎么，是有说得过的，如果你往下一尺就是到你的灵里，你就能够领会得了。许多在

属灵范围里，属灵世界的事是在身体里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解释、明了的。但是如果我们

在灵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位祂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以祂、凭祂而活的话，这一

切都变得非常讲得过有合理的。 

二 基督已升上高天，但祂也住在我们里面——三 1，一 27： 

1 一面祂在天上作大祭司为我们代求，作我们的辩护者，执行神的经纶——来七

25～26，约壹二 1，罗八 34。 

2 另一面祂是那包罗万有的基督，住在我们里面——10 节。 

圣徒们，这乃是神圣真理的两面。一面，我们的基督的确是在天上，祂是在神的右

边，作大祭司，作我们的辩护者，为我们代求，并且执行神的经纶。但另一面，你怎么

能够否认，祂同时也是在我们的灵里呢？祂乃是住在我们里面。 

电是一个绝佳的例子。我们在这个房间里，有所有的电启动一切的电灯和这个冷气，

同时这个电的源头是在亚特兰大某一处的发电厂里面。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这个电流已

经流通过不知道多少次了，那个电是在发电厂，也在这里。在圣经里的确告诉我们，基

督已经升上高天，在神的右边，但同时祂又是在我们里面，祂内住在我们里面。赞美主！

祂比这个电更为真实。所以同时祂在天上，也在我们里面。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作为

信徒，我们的确不需要走到那么远去找神，其实神就在你的里面。阿利路亚！ 

贰 基督在复活里，作为赐生命的灵住在信徒里面——约十四 16～

18、20，林前十五 45 下： 



这位基督如何能住在我们里面，内住在我们里面呢？祂能住在我们里面的原因乃是

借着祂的死与复活，祂成了赐生命的灵。这个辞“灵”在希腊文就是纽玛，气，与这个

风是同一个，空气跟这个气息是同一个辞。空气一面环绕着我们，一面又在我们里面。 

今天，耶稣基督不仅是两千年前所存在的历史人物，祂当时在巴勒斯坦之地，但今

天，这位基督祂乃是末后的亚当，借着死与复活，已经成了赐生命的灵。作为赐生命的

纽玛，祂是可接受的，可及的，可进入到我们里面的。祂一面环绕着我们，同时也在我

们里面。祂是可吸入的，可接受的，可进到我们里面的。因为这一位基督，祂现今乃是

赐生命的灵。为着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下，赞美主。这里怎么说？“末后的亚当

成了赐生命的灵。”末后的亚当指明耶稣基督，借着祂的死与复活，祂经过一个过程，

首先祂是神成为一个人，在地上过了三十三年半的生活。那个过程继续到祂在十字架上

被钉死。但是那个，这过程并不停在那里。三天之后，祂从死里复活了。在复活里祂改

变了形像，成为不再是物质的范围里，现今祂再回来的时候，乃是赐生命的灵。作为这

一位属天，赐生命的灵，祂乃是纽玛，是可接受的，祂是便利的，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

祂能够住在我们里面，活在我们的里面。 

约翰福音十四章，我愿意读这些经节给你们听。主耶稣是这么说的，“我要求父，

祂必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叫祂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实际的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祂，也不认识祂；你们却认识祂，因祂与你们同住，且要在你们里面。”祂与

你们同住，这个祂是指明祂自己，祂是那个由父所差遣的保惠师，祂在这里与我们同在。

在这里说，祂也要在你们里面。十八节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正往你们这里来。”

十七节这里好象说到，祂指明那实际的灵，这实际的灵，要与你们同住，且要在你们里

面。十八节却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正往你们这里来。”这一个实际的灵，其

实就是祂的自己，基督的自己，在经过死与复活的过程之后，再次的回来。现今祂在门

徒们中间的时候，只是在他们中间，祂只能与他们同在，与他们住在一起。但是经过祂

死与复活之后，祂再次回来作为实际的灵的时候，祂就要在你们里面，在他们里面，这

就是第一次在新约里面提到这个内住基督的启示。 

直到这个时刻，基督仅仅是在我们中间，那是非常好的。这个神的话，祂成了肉体，

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祂不再是那位远远不可及的神，客观的神，现今祂作为神的话，

成了肉体，居住在人中间。但那不够，仍不能使神的心意满足。祂不喜悦仅仅与我们在

一起，祂要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祂采取了更进一步，就是祂经过了死与复活，使祂能够

成为这样一位赐生命的灵，好使祂能够进入到我们里面。 

第二十节是最宝贵的，祂说，“到那日”，那天是哪一天呢？“那日”就是基督复

活的那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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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利路亚，为着这几个“在”。感谢主，在复活那日，基督复活了，我们就知道这个事

实，那就是，子是在父的里面，我们是在祂的里面，祂也在我们里面。这个“在……里

面”就包括了在十七节里的“在”和二十节的三个“在”。这四个“在”就给我们看见

这有一个奥秘的事实，现今主耶稣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能够住在信徒里面，祂现今是

在我们里面，不仅是与我们同在，祂甚至是在我们里面。 

一 基督在地上时，是在门徒身外的保惠师，借着祂的死与复活，已经成了另一



位保惠师，就是实际的灵，在门徒里面——约十四 16～18、20。 

二 基督的复活乃是祂的变化形像，使祂成为赐生命的灵，为要进到信徒里面

——林前十五 45 下，约十四 17。 

在基督所经过的一切过程，那过程就是祂的成为肉体，在地上过了三十三年半的生

活，上到十字架为我们而死，完成了救赎。但是这个过程并没有停在那里，乃是直等到

祂从死人中被复活，祂复活，升天，进到第三层天上。复活的确就是那个过程，最主要、

关键的过程，那一步。在这里基督成为赐生命的灵，就使祂能够进到，甚至内住到所有

的信徒里面。 

三 作为在我们里面的另一位保惠师，就是实际的灵，这位内住的基督是我们的

生命，我们的供应，也是我们的人位——西三 4，弗三 17 上。 

赞美主，为着我们的这位保惠师，感谢主。保惠师在原文，就是 Parakletos，也就

是辩护者。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若有人犯罪，我们有一个……辩护者，就好象祂是

一个律师一样。祂在那里会替我们辩护，顾到我们的需要。基督作为我们的保惠师也是

我们的辩护者，祂在这里就处理我们的案件。有些案件根本是不可能的案件。但是你有

这样一个保惠师，就是这位。祂是，在肉身上，祂在这里鼓励他们，安慰他们继续往前。

但是赞美主，今天呢祂仍然是我们的保惠师，但是不是在物质的形像里，祂今天乃是在

另外一个形像里，就是作为灵的形态。不仅在我们外面，不仅与我们同在，甚至祂就在

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一位保惠师，祂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供应，能够应付我们所

有的需要。为着这一位包罗万有的保惠师，就是实际的灵，赞美祂！ 

叁 神的福音乃是罗马书的主题，论到基督在祂复活后，成了那灵活

在信徒里面——一 3～4，八 10： 

我们对这四福音应当相当熟悉，也对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是熟悉的。那就是说，当我

们相信祂，我们的罪就得赦免，免去沉沦，接受永远的生命。但是新约里，在罗马书，

保罗说到这是神的福音。甚至保罗这里说，是他的福音，你可以称之为第五本福音书，

就是罗马书。除了听到起初的福音，就是对基督徒所熟悉的福音，恩典的福音和爱的福

音之外，在罗马书这里，其实，许多圣经学者称之为第五本福音书。照着保罗的福音，

给我们看见基督作为那灵活在信徒里面，是在祂复活之后。福音不仅是罪得赦免，罪得

洗净，在神前得称义的一件事，福音真正的内容和要素就是基督乃是那灵活在信徒里面。

我非常宝爱罗马书。 

李弟兄有一次说到圣经就好象一只戒指，新约就好象一只手的话，整本圣经就是象

那个，新约就是象那个戒指，那罗马书就象戒指上的钻石，所以罗马书是何等的宝贵。

所以，经过这整个罗马书，我们就看见神整个的福音是全备的福音，不仅是在法理的一

面有罪得赦免，罪得洗净，使我们得称义、和好；甚至在生机的一面，这位基督如何成

为那灵，现今住在信徒里面。这就是罗马书，神的福音把这件事启示给我们。 



一 罗马书启示基督已经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祂不再只是我们身外的基督，

现今乃是我们里面的基督——9～10、34 节。 

二 罗马书中的福音，乃是现今住在信徒里面，作他们主观救主者的福音——10

节。 

圣徒们，如果你的救主对你来说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呢？如果你说，是的，我有

一位救主，我相信祂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而死，祂背负了我一切的罪，祂是我的救主，

在神面前替我说话，替我呈言，祂使我与神和好。如果你只有这一方面，祂对你来说只

是一位客观的救主。在罗马书给我们看见，这位救主不仅是客观的，更是对我们来说是

主观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罗马书八章十节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

固然因罪是死的，灵却因义是生命。”我们的救主祂是一个客观的救主，我们的救主不

仅是那在天上的一位，祂现今乃是住在我们里面，祂是主观的救主。 

今天早晨这就是为什么 Ed 弟兄在他的信息里也说到罗马书，我们看见我们是器皿，

我们是蒙怜悯的器皿，我们是得荣耀的器皿，甚至尊贵的器皿，荣耀的器皿。在罗马书

这卷书不仅给我们看见，神全备的救恩是法理和生机的这一面，我们也是这个福音的承

受者。我们乃是器皿，是一个容器，我们不仅是一个贫穷的罪人，恳求神，求祂的救恩，

我们今天乃是蒙怜悯的器皿。愿怜悯临及我们，使我们能够全人向祂打开，我们现今也

接受这尊贵的一位进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尊贵的器皿，甚至最终要成为得荣耀的器

皿。 

我们都是神圣可口可乐的瓶子。亚特兰大，你有这个可口可乐的制造厂在这里，但

是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可口可乐的瓶子。不是来装可口可乐，而是盛装这位三一神的自己。

阿利路亚！圣徒们，不要以为这是件小事。神给了，创造了我们有一张口，我们能够把

食物接受进来，我们需要每天都要喝，这就应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每一位我们是一个

器皿，我们需要接受一些东西，甚至物质的食物也应当提醒我们，神是我们真正的食物，

神是我们真正的饮料。没有肉身的食物我们不能存活，同样的，若不每天接受神我们就

不能够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乃是尊贵的器皿，也是得荣耀的器皿，预备好得荣耀的器

皿。 

在罗马书十章，我们也看见我们要如何来接受这位三一神进到这个器皿的里面。在

罗马书十章，保罗告诉我们，祂对一切呼求祂名的人是丰富的。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

很简单，接受这个奇妙三一神的人位进到你里面的路，就是呼求祂的名，“主耶稣，进

到我的里面，主耶稣，我需要你！”圣徒们，当你头一天呼求主的名，你听见福音的时

候，现今不仅你在这里接受基督教作你的宗教，作你的信仰；但是借着你呼求祂的名，

有一个人位已经进到你的里面，你是一个盛装东西的器皿。这个器皿是要来盛装这个奇

妙、宝贝的一位，就是三一神。这就是罗马书，这是不是太好了？这就是福音，真正的

福音、完备的福音。 

肆 内住的基督是基督徒生活的秘诀——西一 27，腓四 12： 



好，内住的基督是基督徒生活的秘诀。你知道，在世上人人都在寻找秘密，我知道

可口可乐，那个可口可乐的秘方是藏在那里，所以每一处餐馆都有它的秘方，每一个人

都有致富秘诀。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的秘诀是什么？到底基督徒生活的秘诀是什么？

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告诉我们，他学到了这样的秘诀，就是在一切的事上，他被放在各

式各样的环境里，有时被放到一个富余的这个环境里，有的时候到卑贱，不管我是怎样，

富余或缺乏，或饱足或饥饿，我都学得了秘诀。十三节，在那加我能力者里面，这是在

那一位加我能力者的里面，我凡事都能作。保罗学得了这个秘诀。其实我们基督徒生活

是有秘诀的，这个秘诀无非就象一个处方一样，哦，不是，不是一个处方。我们基督徒

的生活的确是一个秘诀，不是外在的方程式或外在的方法，我们基督徒生活独一、惟一

的秘诀就是这位内住的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位基督，祂乃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秘诀。 

一 我们所享受基督的救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基督的内住——林后十三 5，

腓一 19，二 12～13。 

在这里的经节，在腓立比书一章，当时保罗被监禁在腓立比，他说，所有这些情形

都要转成我的救恩。这是什么？“这事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终

必叫我得救。”所以保罗虽然在那个困难、受苦的环境里，他知道所有这些终必叫他得

救，转成他的救恩。之前我们看见福音这件事，特别是在罗马书里的福音，那到这一点

我们看见基督徒生活的秘诀，保罗特别在腓立比书里摸到我们救恩的这件事。 

圣徒们，我们是不是每天都需要得救呢？我们曾经得救过，在时间的某一点我们接

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得救了，为此赞美主！那个救恩的那一方面是一次永远的。那就拯

救我们脱离这个火湖，拯救我们脱离神的审判，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仍然需要蒙拯救。

保罗在监狱里，他在受苦时，他需要从各样的发怨言，起争论，所有各样的不满意、不

满足的里面蒙拯救出来，他说，所有这些事终必叫我得救，这是什么？借着你们的祈求

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 

在二十八节他同时也讲到这个救恩这件事，二章十二节也再次提到救恩这件事，这

里说，他说，你们要作成你们自己的救恩，应当恐惧战兢，作成我们的救恩，因为神为

着祂的美意在你们运行，使你们立志并行事。祂在我们里面运行，但是在我们这面，我

们却能够作出自己的救恩。所以就着一方面，你有福音书给我们看见这位基督现今在复

活里乃是那灵住在我们里面，祂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就着我们的这一面，我们有这件事，

关于救恩这件事。每天我们都在这里经历天天蒙拯救。 

今天你蒙拯救了吗？你从你的脾气里蒙了拯救吗？你从各式各样的试诱中蒙了拯

救吗？圣徒们，我们天天曝露在许多的事物当中。今天我在这里得救，我曾经被救过，

我现在正在得救，到那天我也要得救，那我们怎么样得救呢？这一个持续不断日常的救

恩是怎么作成的呢？乃是借着这位基督祂是赐生命的灵住在我的灵里。每当我们呼求

祂，我们立刻就联于源头，救恩的源头，就能够从各样的消极的事物里蒙拯救。 

二 基督对我们是主观的；祂不仅与我们相近，更在我们里面，在我们这人的深

处。 



圣徒们，我再说，祂是在我们里面，祂不仅是与我们相近，祂更是在我们的里面，

是在我们全人的深处。 

三 基督在我们里面，这是圣经的心脏，也是我们全人的心脏——弗三 17 上。 

如果把这件事挪去，把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件事拿去，你把这位内住的基督拿去，我

们只是一个尸体。你知道什么是尸体吗？就是物质的身体仍存在，生命却不在，不存在

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的存在完全在于基督在我们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

的确是荣耀的盼望，不仅是在天上的基督，更是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祂乃是圣经的心脏，

也是我们全人的心脏。我们在下面要看得更多。 

伍 内住的基督是瓦器里的宝贝——林后四 7： 

我宝爱这个点，Ed弟兄早晨交通到相当多关于这件事，我不在意这个重复，甚至要

稍微加一点。的确，住在我们里的这位基督不仅是我们的秘诀，也是我们的宝贝。林后

四章七节说，“但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超越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出于

我们。”在瓦器里的宝贝就向我们揭示这最美妙、奇妙、奥秘的真理。我们知道，瓦器

是指明我们，我们是由地上的土所造的，我们是毫无价值，我们是脆弱的。当然，宝贝

的确就是指明这位奇妙的基督，祂是无价，祂是超绝，不可耗尽的一位。但是这一位乃

是在瓦器的里面，这一个宝贝不是放在一个博物馆水晶的玻璃盒子里面是叫人观赏的。

在林后四章七节说到，基督这一个宝贝乃是在这个瓦器里面。这是不是足够，就足够让

你说阿利路亚了？阿利路亚！我们是瓦器，这是毫无疑问的瓦器，但是我们却有宝贝在

里面。 

圣徒们，有时候，我们知道，有些圣徒们，看看在讲台上说话的弟兄，哦，这些弟

兄真属灵啊，是超人。弟兄们，但我告诉你，我们仅仅就是瓦器而已，我们就象我们众

人一样都是瓦器，如果你不信的话，你跟我们稍微住在一起一段时间就知道了。在讲台

上释放信息是一件事，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我们还是满了软弱，满了脆弱，满了限

制，我们都是属地的瓦器。但是有一件事，请不要忘记，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贝，我们里

面，就是在瓦器里有宝贝，不要看我们的属地的这一方面，不要看我们是何等的脆弱，

何等的软弱，你需要认识，在我们里面，就是在瓦器里面，我们这一些脆弱毫无价值的

这些人，里面有无价之宝，我们知道这一个无价之宝。 

我们来看第一中点说。 

一 神照在我们心里，带给我们一个宝贝，就是那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作了我

们的生命和一切之荣耀的内住基督——6 节。 

四章七节之前，林后四章六节说到，“因为那说光要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

在我们心里，为着光照人，使人认识那显在耶稣基督之面上之神的荣耀。”第七节说，

“但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所以，事实上，这一个宝贝是什么呢？简而言之，这一

个宝贝就是基督，但是更确定地来说，这一个宝贝就指到这一位，就是那显在耶稣基督

面上之神的荣耀，这就是在我们里面的宝贝，这一个宝贝乃是这一个面，一个脸面，就



是一个人位的脸面，就是耶稣基督的脸面，在其之上有神荣耀的光照，这就成了我们里

面的宝贝。 

二 这宝贝，内住的基督，乃是基督徒生活神圣供应的源头——7 节。 

这宝贝如何进到我们里面呢？我们都是瓦器，祂是那无价、奇妙、超绝的宝贝，这

一个宝贝乃是借着光照来进到这个瓦器里面。那说要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

心里，就着一方面来说，我们都象一个照相机，老旧古老的这个照相机。现在你们都是

用这个数码照相机，在旧的照相机是有胶卷的。你到这个大峡谷，你到优胜美地，你就

在这里看着这个美景。然后在这里照相，你在照相的时候忘记把这个盖子拿下来了，所

以这一个，你在这里不断地按来按去，所有的这个美景都没有进到你的照相机里面，这

个秘诀要让那个美丽的景象能够进到你的相机里，就是要这个相机的快门要开，然后光

就能够把这个美丽的景象照在这个胶卷，胶片上面，也就有了一个印象，印在上面。 

当我们第一次听见福音的时候，就是发生这件事，我们就把我们的照相机带到福音

聚会，我们听到有人讲到关于耶稣基督，这是何等地美妙，祂是美好。不过呢，祂是神

成为人，再过一个象我们一样的生活，等等等等。当我们在这里听的时候，我们因着主

的怜悯，把我们的这个快门打开，这个镜头打开了，这个光，神的光就把这个美丽的景

象或图画，也就是这个福音的内容进到你的里面，从那天开始，在你的心里就有些事情

是照耀进来了，因为这个奇妙的人位已经照耀到你的里面了。 

圣徒们，这不仅是一次，一生一次的经历，每一天，甚至在这一次特会里，我盼望

你们都把照相机带来了，不仅把照相机带来了，同时不要盖上那个镜头，不要遮住，要

预备好在这里，不断地在这个聚会里，不断地照，照，照了再照，这是一个。所以在这

次特会里是可以照相的，是照这个相，因为你属灵的照相机就是你的心，需要打开，让

职事的话正在释放的时候，这一个宝贝向你陈明的时候，这一个奇妙的人位，耶稣基督

带着神的荣耀，神的光照在祂的面光上的时候，就陈明给你们的时候，圣徒们，这个时

候，你把你的这个快门打开，你就让神的光，神的荣耀照耀到你的里面。照到你的里面，

就是使人认识那显在耶稣基督面上之神的荣耀能照到你的里面。 

盼望借着这个特会，你不是要学一些知识道理，而是要在这里照相，照相，在这里

咔嚓咔嚓地照，把所有这些奇妙的启示，异象照进来。这就是宝贝如何能够进到我们这

些瓦器里面。这一个宝贝，内住的基督乃是基督徒生活神圣供应的源头。 

圣徒们，历代以来，无以数计的信徒们，他们经历试验，饱受苦难，他们胜过困难，

甘心乐意损失财物，损失一切，为什么？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有人要求他们，逼着他们，

乃是因着这一个里面隐藏的宝贝成为另外一个源头，这里有个供应的源头。如果我们要

认识这位内住的基督，这位住在我们灵里的基督，祂乃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秘诀。如果

我们真认识祂是我们里面瓦器的宝贝，我们要联于另一个源头，一个供应的源头的话，

这是世人所不能领会的，他们所领会不了的，他们说到底这是什么，这是吗哪，这是什

么啊？这是什么？这是奥秘，这是宝贝在瓦器里面。 

Ed弟兄提过，几天前，我们为李师母有个安葬聚会，是我们大部分圣徒所不认识的，

是一个微小的师母，从来没有在讲台上讲过一篇道。三十五天没有进食，甚至在就是医



学的角度来说，她应该是非常软弱，应该是耗尽了。但是，那些服事师母的姊妹们能够

作见证，她所得着所彰显的那个供应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甚至在她临死的床上，三十

五天不进食，但是她却联于另外一个源头，这个隐藏宝贝的源头乃是在我们师母这个微

小脆弱的瓦器身体里，在最后，她末了呼出的一句话，就是阿利路亚！这就是我们的师

母如何到主那里去，阿利路亚！当我听到这样的见证，我愿意是这样地到主那里去，我

愿意这样地去，我不愿意就是一直不断地发怒，发怨言，为什么这样痛呀，为什么这件

事发生在我身上。九十五岁的师母，她最后的一句话，一口气是：阿利路亚！我们认识

一个人，不是她如何开始的，而是认识这个人的如何结束，她的结局如何。我非常骄傲，

我能够成为所有这些圣徒的一部分，我们能够眼见，看见这样一个活在我们面前的人，

我们的师母的确是一个见证，说出到宝贝如何活到瓦器的里面。 

圣徒们，我愿意再告诉你们说，这里有另外一个源头。这个源头，这个大能不是出

于我们，乃是出于神，超越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当我们被放在危机的情形

里，甚至不可，无可救药，困难的环境的时候，当圣徒们来到我们面前，求答案，要我

们指示他们如何作，我们没有办法怎么作，我们只能祷告，再鼓励他们。但是最终不是

人的意见，不是人的话语，乃是这个宝贝，这一个宝贝乃是隐藏在这些的瓦器里面，能

够把我们带过所有这些难关。 

三 我们若学习借着观看基督眼中所标示的，享受祂的同在，而接受祂作我们的

人位，就会有一种甜美的感觉，觉得内住基督的宝贝——二 10，三 18，四

6～7。 

不要忘记，这一个宝贝就是脸面，也就是基督耶稣的脸面，上至神的荣耀，这个就

是宝贝，脸面，这个面，在原文是被哥林多后书二章十节之人位这同一个辞。当保罗操

练是要在基督的人位里来赦免人，这里的人位也跟这个脸面，这个面是一样的，那就是

指到我们眼周遭的那个部分，指明说，所标示的这个指示，书，这个是蒙称许的，是神

许可的。保罗作为神的奴仆，乃是照着基督眼中所标示的生活行动，也就是他脸面，这

个眼周遭的那个所标示的来生活。甚至他对他的弟兄操练赦免，不是照着他自己所称许

不称许地来赦免人，乃是照着基督眼中所标示的来赦免弟兄，并且照着他的脸面来赦免。

那这个脸面就表示出这个人位，这一个人位现今乃是住在我们瓦器里的宝贝。 

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其实是一个人位，是有人格的，是有个性的，祂是有脸面的。

在林后三章十八节说，我们是来到，林后，在这里，我们需要以没有帕子，三章，没有

帕子遮蔽的脸，在这里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所以，在这个基督的面前，就是在这神的

面上有神的荣耀的光照，照耀到我们这瓦器里面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不

断地，持续不断地观看祂。我们需要花时间来观看祂的脸面，不要看你自己的脆弱，你

是何等的脆弱，你是何等地软弱，不要，乃是要看着祂的脸面。祂的脸面是有神的荣耀

所照耀的，我们需要观看祂并返照祂，我们就渐渐变化成为与祂同样的形像。 

同时，我们在这里，在一切的事上，不是照着对错行事，而是要照着祂眼中所标示

的生活行事，就是照着祂的人位生活行事。所以，这个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作为我们

的秘诀，作为我们的宝贝，祂乃是一个活的人位。圣徒们，我们有一个活的人位住在我



们里面。一方面，我们非常喜乐，我们现在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了；另外一方面，我们

也知道，有另外一个人住在你里面是很麻烦的，就好象你单身的时候，来往自由又自在，

随心所欲。结婚后，另外一个人参到你的生活里面了，你真是麻烦大了，你不是再那么

自由。回来晚的时候，为什么回来这么晚？不该吃这个，不该吃那个。赞美主！为着这

一个奇妙的这个难处感谢主。乃是借着这一个活的人位住在我们里面，其实是在这里搅

扰我们。这样的搅扰就使我们在生命里长大，这就使我们能够得着祂。这就是我们怎么

样能被变化。圣徒们，我们所相信的救主不是一个客观的救主。是的，祂一次永远的拯

救了我们，但是日常的救恩乃是借着这位主观的救主所执行出来的。祂是我们基督徒生

活的秘诀，是在瓦器里的宝贝，祂现今乃是在我们里面的那个脸面，使我们能够在这里

观看并返照祂，并且我们能够注视祂眼中所标示的，好使我们能够与祂在祂的人格上、

人位上是一，好使我们被变化成为与祂同样的形像。 

好，我们来到第六大点。 

陆 我们敬拜在诸天之上登宝座的基督，但我们经历、享受并有分于

我们灵里内住的基督；我们非常主观的与祂是一——西三 1，一

27，林前六 17： 

为着真理的平衡，我们感谢主！一面，基督是在诸天之上，是在神的右边，我们敬

拜祂，祂在那里登了宝座。祂是在神的右边，但是同时，主观的我们能够经历、享受并

有分我们灵里内住的基督。这基督的两面是彼此相互冲突的吗？绝对不是！事实上，的

确祂是在天上；但是同时，同时啊，祂也是在我们的灵里。就好象在希伯来书，我们在

这里得以看见这位基督祂是属天的，祂是在诸天之上，祂是我们的大祭司，在诸天之上。

但保罗在同一卷书里却又嘱咐我们，我们需要往前，让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

前。这施恩的宝座是在哪里呢？这个施恩的宝座一面是在天上，是在基督所在的那处，

但是就着主观的经历来说却是指到我们的灵，我们的灵就是在至圣所里，也就是我们人

的灵这里。这位天上的基督，属天的基督一面是在天上登了宝座，我们敬拜祂，另外一

面同时又是让我们能够来到祂面前，因为祂主观上是赐生命的灵，现今作为这复合的灵

终极完成实际的灵，内住在我们的灵里，也就是那个至圣所，我们能够持续不断的来到

祂，就是施恩的宝座面前。在生命读经里称之为祂是主观的客观，祂又是客观的主观。

祂不仅仅仅是客观的，祂也是主观的客观，祂是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来到祂这

里享受祂，有分于祂，对不对？就好象天梯，在创世记二十八章，雅各所见的那个天梯。

天梯把天联于地，也把地联于天。祂是主观的客观，不仅是完全绝对客观的。一方面祂

是在天上，是客观的，却是对我们来说是主观的，是我们可接受，可经历的，因为祂现

今又是在我们的灵里。 

一 住在我们灵里的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内住的基督要浸透我们全人，使

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同形于祂荣耀的身体——西三 4，腓三 21。 

住在我们灵里的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我再说不要看那个客观的荣耀。是有的

基督徒，他们还是在想，我有荣耀的盼望，那就是那荣耀的。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我要给我那个天堂里面那个大华丽的大厦是在云丛之中的，不是。这一个荣耀的盼望乃

是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不是将来客观的一件事，乃是现今我们就有了荣耀的盼望。就好

象母亲怀孕要生子，她有一个盼望，九月的怀胎期间之后，她有一个盼望，就是这一个

孩子经过九个月之后就会被生出来，这是一个活的盼望。今天我们都应该是由基督所成

孕，基督是在我们里面，基督乃是这荣耀的盼望，不是一个将来客观的荣耀，乃是这位

我们里面活着的基督，祂就是我们的荣耀的盼望。 

荣耀的意义不是在于一些客观的所谓一种光彩、光环，荣耀乃是神的彰显。每当神

得着了彰显，就是荣耀。什么是荣耀？荣耀就是神彰显出来了，就是荣耀。当每一天我

们观看祂的脸面，学习照着祂眼中所指示的，所标示的生活行事，我们就渐渐变化与祂

同样的形像，从荣耀到荣耀。当我们享受这个隐藏的宝贝作为我们的秘诀，这位内住的

基督就成为我们里面荣耀的盼望。我们甚至在这里被变化，是要改变形状，要从一种形

状的荣耀到另外一种形状的荣耀，这就是真正荣耀的盼望。 

一 住在我们灵里的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内住的基督要浸透我们全人，

使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同形于祂荣耀的身体。 

不要等候那一天要来到，当基督来的时候，我们是的，一方面我们在眨眼之间都要

改变形状，是的。来看看我们亲爱的李师母她过世的这个过程就给了我们每一位许多的

盼望。的确，有变化这件事。的确，这里有这个注入、浸透这件事，神的荣耀会使我们

得荣耀。我们在这里一点一点的得荣耀，一个元素、一个元素的被改变。我们不需要象

我们当初得救的时候一样依然故我，我们越花时间来享受、有分于这位内住的基督，这

一个变化的过程就能够更在我们里面进行，最终我们肉身也要改变形状，同形于祂荣耀

的身体。 

二 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不是小的、有限的基督，乃是包罗万有、延展无限、

居首位的基督——西一 15～16、18～19。 

肉身上很难想象得到，怎么可能这样一位伟大的基督，这样一位伟大的神住在我们

里面呢？这一个微小的人里面。祂可以住在我们里面，不是以祂就着物质的这个意义来

说，祂能住在我们的里面，乃是因着祂是我们的生命。我再说，不要用物质的外在的观

点来看这件事，祂是我们的生命，祂就是我们的生命。这个神圣的生命，永远不朽坏的

生命，其中带着所有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祂是延展无限，包罗万有的这一位，乃是住

在我们的心里，住在我们里面。 

三 我们需要被包罗万有、延展无限、居首位的基督注入、浸透、充满，直到我

们经历祂是我们的一切——二 16～17，三 4、10～11。 

住在我们里面呢，祂住在，住在我们里面呢，祂住在我们里面，同在作伴，作好的

伙伴。同在作伴，是有个意图的，祂要注入我们，直到我们经历祂是我们的一切，祂要

注入我们，浸透我们，充满我们。 

今年华语特会，第一次特会，就是讲到《恢复基督在召会中作一切》。我对这件事

上有相当相当多的考量。我觉得主已在这件事上帮助我领会什么是以基督为一切。四十



多年前，当我刚搬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来到这里。我知道我是在另外一个星球上，我是

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他们说英文，车是美国车，食物是美国食物，牛奶也是美国牛奶，

苹果是美国苹果，一切都是美国的。之后我就发现，连空气都是美国的空气。甚至这个

泥土，泥巴都是美国的，一切都是美国。所以我就开始体会到，不是说我现在不是在这

里访问，我要住在这个国家里，这已是另外一个范围。经过这些年间我就成为了一个美

国人，美国在，就这来说成为我的一切，我在这里呼吸美国空气，喝美国水，吃美国食

物，在这里过美国的生活。但是圣徒们，你知道当我们头一次信入基督的时候，我们被

迁移到另外一个星球上，我们被搬到另外基督的星球上面了。保罗在歌罗西书说，我们

已经在祂里面生根立基。我们乃是在另外一个星球上，我们乃是在基督星球上，在这里

一切都不，一切不是大陆造，而是在基督里制造的。这一篇信息是在基督里制造的。 

每一天我们都应当是呼吸基督、喝基督。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说到基督是一切，

因为基督是许多的项目，我不能一一举例，我只能说基督是一切，不是的。当保罗说到，

在新约里面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只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祂的确就是说基督是

一切，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一切都不是在一个笼统的说法，笼统的辞句。以弗

所书一章二十三节，召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召会乃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到底

在经历上对我们来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一位基督，祂住在我里面。祂其实乃是一

切，祂乃是无限无量，无可限量的一位，祂是一切。 

倪弟兄说过这样一句话，令我深刻印象，倪弟兄说，直到我们知道基督是一切之前

我们不认识什么是活在灵中。我就稍微能够看见一点，领会一点。我们如果真要活在灵

里的时候，我们必须看见，基督不仅是我的救主，祂不仅是我的力量，不仅是我的智慧，

祂是我的一切。甚至当我们有意识到没有意识到，我们都是在这个基督的这个地球，地

处这个星球上生活，我们是在呼吸基督，我们是在这里喝基督，基督是我们的灵，基督

是我们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祂住在我们里面，祂对我们来说是主观的，好使这位基督

能够成为我们的一切。 

歌罗西书二章说到，所有这些吃、喝的事情都是影儿，所以在这些事上都不可让人

论断你们，原来这是要来之事的影儿，那实体却是属于基督。不管吃喝，你到哪里你都

要吃喝，不管你走到哪，你都要吃喝，没有，地上没有一个国家是人不吃不喝的，这对

众人来说都是共同的，这就是我们怎么样生活存在。今天在基督里，我们需要吃，我们

需要喝，我们需要呼吸，这就是我们的存在，这就是我们来说是一切了。这就是为什么

在新约里面吃、喝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再提到。因为在这里就定义了我们的所是。我们需

要吃祂、我们需要喝祂、我们需要呼吸祂。因为祂是我们的一切。 

好，继续往前。 

四 内住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在宇宙一面是延展无限的，但在我们的经历

里，祂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所是——4 节。 

五 我们需要让内住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作仲裁；基督的平安作仲裁，就是

基督在我们里面作工，好在我们身上施行管治，来作结论，下最后的决断

——15 节。 



今天的世界，人人各处寻找平安，想要谈出平安，但是真正的平安不是世界的和平，

乃是内住的基督作平安。当两个人冲突，丈夫妻子吵架，彼此对嘴的时候，我对你错或

者你对我错，好，我们去看长老吧，来看谁对谁错，我们需要有第三者来作裁判。我告

诉你，如果这么作实在是羞耻，作为信徒来说，你难道没有基督内住在你们里面吗？在

歌罗西书，保罗说，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仲裁。这一个平安乃是作仲裁者，是裁

判，当这个平安说你错，就是你就算对也是错的。你懂得我说的是什么吗？有的时候，

啊，我所作的都是对的，就是他的错。裁判说，不是，你错了，你的态度错了，你的灵

错了。那个平安不会放你过去，如果你尊重、顺服那一个平安，让那一个平安在你的里

面作仲裁，你就带进了真正的平安里。 

六 我们需要让内住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住在我们里面，好使祂运用元首的权

柄，将祂的丰富供应给我们——17 节，一 18，二 19。 

我们很多人对歌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我年轻的

时候我说，啊，我需要背更多的经节，我需要更多的殷勤地勤读圣经，好使基督的话能

够住在我的里面，更多丰丰富富地住在我的里面。但是逐渐地，我就开始认识了，不是

的，这不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背更多的经节，借着那样的方式来认识更多的圣经，不

是那样子，乃是要让，容许，让，就是要让基督的话。有多少次，基督对我们的说话，

不要这么说去那里，不要这么说，你会不会对主说阿们呢？还是你只是把祂关掉，说，

我要作这件事，这是我的机会，我必须这么作，我必须这样子说话。那就是说，你忽略

了祂的话。祂的话是要让，祂的话住在我们的里面，就让祂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要让

祂安家在我们里面，让祂不断在我里面居住。换句话说，主的话必须在这里居首位，必

须在我们的全人管制我们。不仅是有圣经的知识，我们更是要让那个话，在我们全人的

每一个部分都有居首位。主说，不要作这个，不要吃这个，我们必须说阿们。你越对祂

说阿们，你就越会发现自己就使基督的话能够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里面，结果就是使祂

运用元首的权柄，在我们身上将祂的丰富供应给我们，我们也能够把祂的丰富供应给别

人。 

最后一点，我以这个点为最高点，也是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最深奥的一部分。 

柒 保罗祷告，要我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好使基督安家在我们

心里——弗三 17 上： 

以弗所书可被认为新约里心脏书，就是加，弗，腓，西这四卷心脏书中的最重要的

一本书。以弗所书这一章就是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乃是保罗为着经历的祷告，也可

以被看为神圣启示的心脏中心书的心脏。所以这一段主的话，在以弗所书三章可以被看

为心脏中的心脏的心脏。所以在这一处经节里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被加强进到里面的

人里面，大能的神借着祂的灵，用大能得以加强到我们里面的人里，使基督能够借着信

安家在我们的心里。这个辞“安家”的意思就是说，祂要深深地 kata，深深地要内住，

把祂自己建造到我们的里面。为什么基督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呢？祂住在我们里面乃是因



为祂要安家在我们里面。祂不仅仅要访问我们，祂不仅仅要对我们说 Hello问安，又说

再见，祂乃是要进到我们里面，安家建造祂的房屋。 

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后书第七章讲到大卫的故事，他想为耶和华建造殿宇。耶和华

借着拿单来到大卫这里说：大卫，我要为你建造家室，在你能够为我建立家室的时候，

我必须要为你建立家室，就是从你的后裔就是你的，就从你产生一个后裔。这一个后裔

祂要为你建立家室。你不能为我靠着你的自己建立家室，你先要让我把我自己建造到你

的里面，在我里面建立家室。 

所以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内住在我们里面的目的，就是使要祂能够安家在我们里面，

就是要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全人里面建造一个宝贝的奇珍，这是一件极深的事。这不

仅仅是要有同伴，需要应付我们所有的需要而已，祂内住在我们里面，乃是为着要建造

这一个家，最终这一个家不仅是神的家，也是我们的家，这要成为相互的居所。就是神

与人的居所，终极完成为新耶路撒冷。 

所以这一处经节是关键的经节。圣徒们，我多年来每天早晨都有用这一节来祷告，

多年来这都是我们的祷告。李弟兄鼓励我们，圣徒们，这该是我们每一天的祷告，“主

啊，用大能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能够安家在我的心里。” 

好，我来读过这些点，因着时间的缘故，然后读过它。 

一 我们的心是我们内里各部分的总和，也是我们里面之人的中心，以及有关我

们倾向、感情、喜好和愿望的代表；所以，当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祂就掌

管我们里面的全人，并用祂自己供应、加强我们内里的各部分。 

记得，我们的心乃是，这撒种者把生命的种子就是祂生命的话种在，撒在我们的里

面那个地，好土。所以这一个在马太福音里面，那个撒种的来撒种，就是把种子撒在这

个土壤里就是我们的心里，这就指明，这个增长乃是在我们人的心里。所以这也就是我

们里面之人的中心，里面各部分的总和。 

二 基督越多在我们里面扩展，就越多定居且安家在我们里面，占有、得着我们

里面的每一部分，并以祂自己浸透各部分。 

圣徒，我再说，祂活在我们的里面，祂内住在我们里面的目的就是使祂能安家在我

们里面，为此祂必须扩展、占有、浸透、得着我们里面的每一部分。 

三 当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祂就成为我们，并使我们成为祂——17 节上，加

四 19，腓一 21 上。 

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都背负着我们这个人所是的见证。你看一个日本人的

家，你就看见日本人所有的装饰，所有的家具。你到美国人的家，你就看见美国人的装

饰。基督要安家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心就要成为基督的家。那意思就是，我们的心应

当有基督的特征、味道，甚至特征和表现。在我们的心里，如果不是有属地天然的世界

的味道，我们的心里要被基督充满的话，就必须有基督的特征，祂就使祂自己安家在我



们的心里，使我们的心成为祂的家。这就是说，我们有祂的特征，我们与祂是一，我们

成为祂，祂也成为我们。 

四 当基督扩展到我们心里，祂就成了我们的人位；基督成为我们人位惟一的路，

乃是祂安家在我们心里——弗三 17 上。 

当基督扩展到我们心里，祂就成了我们的人位。我再说，这个人位是有祂的个格的，

所以基督成为我们的人位惟一的路，是祂安家在我们的心里。那个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一

位，内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位，请不要忘记祂是一个活的人位，对不对？祂是有心思，

情感和意志。是，我们需要顺服祂，让他祂我们心的特征。 

五 那位正安家在我们心里的基督，乃是无限无量、无法测量的基督——18 节。 

圣徒们，你是无限无量、无法测量的吗？你能担当别人有多久？你能够忍受所有这

些难处有多久呢？我不是那么有耐心的，我知道这一个忍耐不是我的强项。我们怎么样

呢？我们很容易很快的就发脾气，我们只能忍到某一个时刻，之后就爆了。但是，赞美

主！基督是无限无量，无法测量的。我的忍耐耗尽了，我的爱被曝露是有限的，祂的爱

就能够进来，祂的忍耐，祂的爱就能够继续。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位乃是无限无量、无

法测量的基督。 

六 当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我们就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神的丰满乃是

基督的身体将三一神彰显到极致，就是三一神团体彰显的终极总结——19

节。 

我再说，从以弗所三章那一段，我们被加强到灵里，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的结果就

是使我们被充满，不仅被神的丰富所充满，这要成为，成为神一切的丰满。什么是神的

丰满？神的丰满就是神的涌流。所有神的所是、所有、所达到、所成就的都得着完满的

彰显。今天，在召会生活里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实体，作为器皿被充满，被基督那追测不

尽的丰富所充满，那个结果就是这一个丰满的涌流，这新约里称之为丰满。因为神格一

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祂里面，所以这个丰满乃是总和，也就是基督追测不尽之

丰富的总和。当今天我们让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让祂在我们里面安家的时候，这个结

果就是这一位无限无量、无法测量的基督充满我们，就使我们成为祂的丰满，也就是身

体，也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作为彰显。 

好，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一点，就是第七中点， 

七 真正的召会生活，乃是无限无量、无法测量的基督亲自安家在我们心里的结

果；召会的内容乃是我们所接受作为我们人位的基督，就是作到我们里面的

基督——17 节上，四 16。 

阿利路亚！从这样的充满、这样的浸透就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召会，召会有

基督作我们的人位。召会的内容乃是基督作我们的人位，我们要被充满直到极点。我们

祷告一分钟，弟兄会告诉我们该怎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