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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与建造， 

在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之下 

活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 

并在一切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 

读经：林后一9，西一18，二19，腓一19～21上，三10，林前六17，弗四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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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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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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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1:19 因为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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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1:20 这是照着我所专切期待并盼望的，就是没有一事会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

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 
腓1:21上 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 
腓3:10 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林前6:17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弗4:15 唯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祂，就是元首基督里面； 
弗4:16 本于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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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乃是完全在基督复活生命里的生机体—西一18，约十一

25，徒二24，启一18，二8，腓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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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11:25 耶稣对她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徒2:24 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除，叫祂复活了，因为祂不能被死拘禁。 
启1:18 又是那活着的；我曾死过，看哪，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

间的钥匙。 
启2:8 你要写信给在士每拿的召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这样说， 
腓3:10 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一 复活的原则乃是天然的生命被杀死，神圣的生命代之而起—林后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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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在我们天然的生命和旧造里，我们不是身体；在那借着基督的复活所带进新生起头的

新造里，我们才是身体—弗一19～23。 
弗1:19 以及祂的能力向着我们这信的人，照祂力量之权能的运行，是何等超越的浩大， 
弗1:20 就是祂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使祂从死人中复活，叫祂在诸天界里，坐在自己的

右边， 
弗1:21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以及一切受称之名，不但是今世

的，连来世的也都在内， 
弗1:22 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并使祂向着召会作万有的头； 
弗1:23 召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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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复活里，意思就是我们天然的生命被钉死，我们那由神所创造并救赎的所是被拔

高，在复活里与基督成为一—罗六4、6，八2、11，加二20。 
罗6:4 所以我们借着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好叫我们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象基

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 
罗6:6 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祂同钉十字架，使罪的身体失效，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

仆， 
罗8:2 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 
罗8:11 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

的，也必借着祂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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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当我们不凭天然的生命，而凭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而活，我们就在复活里；这事的结

果就是基督的身体—罗六6，八11，十二4～5： 
罗6:6 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祂同钉十字架，使罪的身体失效，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

仆， 
罗8:11 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

的，也必借着祂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 
罗12:4 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但肢体不都有一样的功用； 
罗12:5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各个互相作肢体，也是如此。 

1 神子民中间的领导必须是基督自己作复活的生命，这生命发芽、开花并结杏果—民

十七8。 

民17:8 第二天，摩西进见证的会幕去；看哪，利未家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甚至生了

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 

2 在召会生活这基督身体的彰显里，凡我们所说、所作和所是的都必须在复活里。 

贰 基督是团体身体（召会）独一的头，也是所有个别信徒的头；祂是我们各人直

接的头—西一18，林前十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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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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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头是权柄的事；基督作头，就是祂在身体上有一切的权柄—西一18，太二八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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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28:18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1 服在基督的作头之下，就是绝对服在祂的权柄下—弗四15。 

弗4:15 唯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祂，就是元首基督里面； 

2 身体及其众肢体动作的权柄是操之于头。 

二 我们是不是服在元首的权柄之下，就可以证明我们有没有认识身体的生命—林前十一

3，弗四15～16，西一18，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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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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4:15 唯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祂，就是元首基督里面； 
弗4:16 本于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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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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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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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身体只能有一个头，只能服从一个头—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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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唯有基督是独一的元首，我们必须服从祂，尊荣并见证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弗一

22～23，太二三8～12。 

弗1:22 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并使祂向着召会作万有的头； 
弗1:23 召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太23:8 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 
太23:9 也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那天上的； 
太23:10 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 
太23:11 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作你们的仆役。 
太23:12 凡高抬自己的，必降为卑；降卑自己的，必升为高。 

3 身体上的肢体是因持定元首而能联络得合式，并活出身体的生命；我们与别的肢体

的关系，在于我们与头的关系—弗四15～16，林前十二18、27。 

弗4:15 唯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祂，就是元首基督里面； 
弗4:16 本于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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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12:18 但如今神照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置在身体上了。 
林前12:27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作肢体。 

叁 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神所救赎、由神作成神人的一班人，他们不凭自己，乃凭

另一个生命而活，这生命就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加二20，腓一19
～21上，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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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1:19 因为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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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1:20 这是照着我所专切期待并盼望的，就是没有一事会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

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 
腓1:21上 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 
腓3:10 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一 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被成全之神人所过的团体生活，他们是真正的人，但他们不凭自

己的生命，乃凭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生命而活；祂的属性借着他们的美德



二○一七年国殇节特会  纲要附经文  44 
 

彰显出来—一19～21上。 
腓1:19 因为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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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1:20 这是照着我所专切期待并盼望的，就是没有一事会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

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 
腓1:21上 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 

二 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所有神人借着人性调神性，神性调人性，而与神连结、调和并构

成在一起所过的生活—约十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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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而模成基督之死的团体生活—腓三10。 
腓3:10 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四 因着基督的身体是在调和的灵里，所以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就是在调和的灵里，并

活在调和的灵里—罗八4，十二4～5，林前六17，十二12～13、27： 
罗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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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12:4 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但肢体不都有一样的功用； 
罗12:5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各个互相作肢体，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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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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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7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作肢体。 

1 在调和的灵里生活、行事并行动，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生活、行事并行动，也是在

基督身体的实际里—罗八4，十二4～5。 

罗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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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12:4 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但肢体不都有一样的功用； 
罗12:5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各个互相作肢体，也是如此。 

2 在调和的灵里，就是在实际上并实行上在基督的身体里—林前六17，十二12～13、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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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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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7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作肢体。 

肆 我们需要在一切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弗四15： 
弗4:15 唯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祂，就是元首基督里面； 

一 长到基督里面，就是在一切事上得着基督加增到我们里面，直到我们达到长成的人—

15、13节。 
弗4:15 唯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祂，就是元首基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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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4:13 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达到了长成的人，

达到了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 

二 十五节里“元首”一辞，指明我们在生命里凭着基督在我们里面扩增而有的长大，该

是身体众肢体在元首下，在身体里的长大。 
弗4:15 唯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祂，就是元首基督里面； 

三 我们需要在一切事上，就是在每一件事，无论大事、小事上，都长到元首基督里面—

15节： 
弗4:15 唯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祂，就是元首基督里面； 

1 我们在好些事上还没有长到基督里面；在这些事上我们不在基督里面，乃在基督之

外。 

2 我们众人在一切事上都长到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就是一了。 

四 在生命里长大，就是以神的增长而长大；基督身体的长大在于我们里面神的增长，神

的加添—西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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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 基督身体的长大就是基督身体的建造—弗四16： 
弗4:16 本于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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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基督身体的长大，就是基督在召会里的加增，结果叫基督的身体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

来—三17上： 
弗3:17上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 

1 当基督进到圣徒里面，活在他们里面，众圣徒里面的基督就成为召会—西三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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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2 基督的身体因着基督在我们里面的长大而长大，也就得了建造—一18，二19，弗四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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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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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4:15 唯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祂，就是元首基督里面； 
弗4:16 本于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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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基督的身体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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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4:16 本于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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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基督的身体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这爱不是我们自己的爱，乃是在基督里面神的

爱，成了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爱；借着这爱，我们爱基督和祂身体上的肢体—约壹四7
～8、11、16、19。 

约壹4:7 亲爱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出于神的；凡爱弟兄的，都是从神生

的，并且认识神。 
约壹4:8 不爱弟兄的，未曾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约壹4:11 亲爱的，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约壹4:16 神在我们身上的爱，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

面，神也住在他里面。 
约壹4:19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2 爱是神内在的本质；当我们进到神这内在的本质里，我们就享受是爱的神，并在这

甜美的神圣之爱里享受祂的同在，而象基督一样地爱别人—弗五25。 

弗5:25 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召会，为召会舍了自己， 

3 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我们需要被带到作为神内在本质的爱里—四12、16。 

弗4:12 为要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职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 
弗4:16 本于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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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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