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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身体生活照着灵而行以活基督 

读经：加二 20，弗三 17 上，腓一 21 上，罗八 4，十二 4~5 

周一、周二 

壹 我们需要在召会中并为着召会生活而活基督—加一

2、15~16，二 20，四 19： 

一 圣经的中心思想乃是：神渴望我们活基督，为着建造基

督的身体—腓一 21 上，弗四 12、16： 

1 活基督该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主要的目标。 

2 整本圣经神圣启示的 高点，高峰，乃是活基督。 

二 新约中有四处主要的经节启示活基督这事—约六 57，十

四 19，加二 20，腓一 21 上。 

三 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基督的信徒活基督的生活—21 节上。 

四 我们首要关切的，不该是任何外面的事，而是我们在活

自己还是活基督—加二 20： 

1 我们常受外在的事打岔，就如我们的工作或地方召会的

难处。 

2 事实上，这类难处主要是由于缺少活基督。 

3 当我们活基督时， 能照料召会。 

五 我们若要活基督，就必须接受祂作我们的人位，并且与

祂成为一个人位—弗三 17 上，加二 20： 

1 祂与我们必须实际地成为一 —林前六 17。 

2 活基督乃是活一个人位；我们应该过一种生活，这种生

活就是基督自己。 

六 我们应该全神贯注于活基督这件事，只在意活基督，不

该让任何事物打岔我们，使我们失去对基督直接、亲身

的经历—加二 20，腓三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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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基督需要我们爱祂到至极—可十二 30： 

1 活基督的秘诀之一，乃是一再地告诉主我们爱祂—林前

二 9。 

2 我们若不爱基督，就不能活祂。 

八 活基督的意思是，当基督活着，我们这些信入祂，现今

在祂里面的人也活着—约十四 19： 

1 我们活在基督的生活里，基督活在我们的生活里。 

2 我们若活在祂的生活里，祂的生活也必定在我们的生活

里—加二 20。 

周 三 

贰 活基督实际的路就是照着灵而行—腓一21上，罗八4： 

一 我们需要全心注意照着灵而行以活基督。 

二 罗马八章四节中的“行”，原文指我们在生活中一般的

行事，包括我们的思想、说话、行事并行动。 

三 四节这里的灵是我们人重生的灵，由那灵内住并与那灵

调和；这与林前六章十七节相符： 

1 基督作为那灵在我们的灵里，我们与祂是一灵—17 节。 

2 因此，我们有一个调和的灵—我们人的灵与神圣的灵调

和。 

四 圣经 终只向我们要求一件事，就是要我们照着调和的

灵而行—罗八 4： 

1 一切的关键都在于祂这位奇妙的灵，在我们这重生的灵

里，与我们的灵成为一灵—约三 6。 

2 照着灵而行乃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照着灵作一切事

—罗八 4。 

3 活在灵中乃是让基督充满、浸透我们，直到祂浸润我们

全人，就从我们彰显出来—弗三 1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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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约翰十五章四至五节中的互住，就是照着灵而行的实

行。 

5 当我们照着灵而行，就自然地背十字架—太十六 24。 

6 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试证我们到底是照着灵而

行，还是在肉体里行—罗八 4~5。 

7 能闭撒但口的，就是照着灵而行—启十二 11。 

五 我们需要从天上来的清楚景象，好看见主所要的乃是一

班照着灵而行的人。 

六 领头者首要关切的，应该是帮助众圣徒在日常生活中照

着灵而行以活基督—罗八 4。 

周 四 

七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照着灵而行的时候，就是照着肉体

而行—5~6 节： 

1 根据罗马八章，凡不是照着灵的，就是照着肉体。 

2 我们的生活只有两个源头和两种光景—灵与肉体。 

八 基督徒生活的其他方面，就如传福音，应该是我们照着

灵而行的结果—4 节： 

1 如果我们终日操练不住地照着灵而行，这种生活会自然

产生其他的一切。 

2 我们的传福音和牧养该是我们照着灵而行的结果—太

二四 14，约二一 15~17。 

九 我们首要关切的不该是如何作事，反之，我们需要看见，

神要得着一班人照着灵而行以活基督—罗八 4。 

十 我们若要在聚会中展览基督，就必须在日常生活中照着

灵而行，以得着基督—林前十四 26，腓三 8、12，罗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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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五 

十一 领头者首先需要在日常生活中照着灵而行，并且帮助其他

圣徒进入这种生活—4 节，腓三 17，来十三 7： 

1 领头者需要进入照着灵而行的实际实行。 

2 他们需要帮助人用照着灵而行的个人日常生活，来平衡

他们对主团体的享受—腓三 17。 

十二 不住地祷告是照着灵而行的路—帖前五 17： 

1 照着灵而行的路是不住地祷告，如同我们不住地呼吸；

照着灵而行是我们属灵的呼吸。 

2 我们能借着常常地、不住地、时时地祷告，照着灵而行

—路十八 1。 

周 六 

叁 我们越照着灵而行，三一神就越活在我们里面，使我

们能为着身体生活而活祂—罗八 4，十二 4~5： 

一 当我们每日并时时照着灵而行，三一神作为那灵就有机

会安家、安顿在我们里面，并据有、占有我们全人—弗

三 17 上： 

1 我们需要照着调和的灵而行，让三一神内住于我们，在

我们里面安家，完全占有我们全人，借此我们就活三

一神—加四 19，罗八 4。 

2 我们所需要作的就是活三一神，其余的事都是我们活三

一神的自然结果—约十四 19~20，十五 4~5。 

二 罗马八章启示三一神活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得以活祂；

这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中心点。 

三 罗马十二章里基督的身体，来自于八章中照着灵而行的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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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督身体的所有肢体都该是照着灵而行的人—十二

4~5，八 4。 

2 原则上，倘若我们没有照着灵而行，就不可能在实行上

有基督的身体；身体生活因着属肉体的行事而被废掉

了。 

3 所有的信徒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但身体的实行有赖

于信徒的行事。 

4 我们若真照着灵而行，就会自然在身体生活里—4 节，

十二 4~5。 

四 我们要看见一件事—主恢复的目标是要恢复基督，祂是

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作我们的生命；祂也是那灵活在我

们里面，使我们成为祂活的肢体，使祂的身体得以建造

起来—西二 9，三 4，林前十五 45 下，加二 20，弗四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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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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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一 21  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 

保罗的生活就是活基督。我们若要活基督，就必须接受祂作

我们的人位，并且与祂成为一个人位。祂与我们必须实际地成

为一。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保罗宣告说，“乃是基督在我里面

活着。”对保罗来说，这不只是一个道理，更是一个事实。基

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对我们也该是真实的。不仅如此，我们应

该住在祂里面，并让祂住在我们里面。 

活基督不只是过圣别的生活或是活出圣别，活基督乃是活一

个人位。我们应该单单活基督。我们应该过一种生活，这种生

活就是基督自己。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中，常常仍是活我们天然

的生命，并没有活基督。活基督就是让基督自己从我们里面活

出来。 

我们要活基督，就必须接受祂作我们的人位和生命。我们每

天早晨都该祷告说，“主，感谢你赐给我新的一天来操练活你。

主，我靠自己作不到。求你提醒我要活你，并赐我所需的恩

典。”……我们不该关心圣别、属灵或得胜这些事的本身，我

们也不该在意天然的美德或属性。反之，我们应该全神贯注于

活基督这件事，只在意活基督，好叫祂在我们身上显大（新约

总论第十二册，五至六页）。 

信息选读 

圣经的中心思想乃是：神渴望我们活基督，为着基督身体

的建造。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要点乃是活基督。活基督该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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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目标；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切困扰，都来自我们不活基

督。我们既领悟祂是我们灵里赐生命的灵，就需要操练活基督，

直到我们习惯活基督。 

整本圣经神圣启示的 高点，高峰，乃是活基督。我们要

活基督，就必须操练与祂成为一灵；我们要操练与祂成为一灵，

就必须操练我们的灵不住地祷告。我们若从灵里不住地祷告说，

“主，求你活在我里面；主，求你从我活出”，我们就会建立

习惯，不活自己，乃活基督；这样，我们就会习惯活基督。活

基督的习惯就是祷告的习惯。我们若没有不住地祷告，就不能

活基督。我们唯有借着这种持续的祷告，这种呼吸的祷告，才

能自然而然地活基督。我们要过这种祷告的生活，就必须儆醒

祷告，时时在灵里祷告，在各样的祷告、祈求上儆醒，并坚定

持续地祷告（太二六 41，弗六 18，西四 2）。此外，我们祷告

的根基乃是我们向主的爱。因为我们爱主并寻求主，所以我们

喜欢接触祂，向祂祷告，呼求祂。活基督的秘诀之一，乃是一

再地告诉主我们爱祂。 

活基督需要我们爱祂到至极。当我们从事日常的活动，我

们的生活不该是这些活动，乃该是基督。我们的心思该专注于

基督，但这种心思的专注，在于我们对基督的爱。这就是新约

吩咐我们要爱基督的原因（可十二 30，启二 4~5，约十四 23，

二一 15~17，彼前一 8）。我们若不爱基督，就不能活祂；爱祂

是将我们全人专注于祂 好的路。……我们需要被基督吸引到

这个地步，甚至在梦中也活基督（新约总论第十二册，九至一

○页）。 

参读：新约总论，第三百四十六篇；基督徒的生活，第一篇；

腓立比书生命读经，第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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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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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19 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

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在新约中有四处主要的经文，两处在福音书，两处在书信，

启示活基督这件事。头一处经文〔是〕约翰六章五十七节，……

这是新约头一处直接摸着活基督这件事的经文。第二处经

文……是……约翰十四章十九节。……“因为我活着”这句话

的意思是说，基督在复活里活着。“还有不多的时候”指明祂

的死，也指明祂要在复活里再活着。“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

活着”这句话指明，因为祂在复活里活着，我们也要同祂并因

祂活着。在新约里，约翰六章五十七节与十四章十九节是 基

要的经文，向我们启示，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能因基督活着，

并同基督活着。第三处经文是加拉太二章二十节，这或许是书

信中说到我们因基督活着，并同基督活着的 好一处经文。那

里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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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处经文是腓立比

一章二十一节：“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生命的经历

与长大，一九至二○页） 

信息选读 

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基督的信徒活基督并显大基督的生活

（腓一 20 下~21 上）。……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基督徒在他们所

在的地方，作为地方召会，团体地活基督并显大基督的生活，

成为基督在地方上的彰显，作基督宇宙身体的一部分（基督徒

的生活，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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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谦卑自己才能看见：按着我们在保罗书信中所看

见的异象，我们在实际的日常生活里有一项短缺。……我们……

常受外在的事打岔，就如我们的工作或地方召会的难处。事实

上，这类难处主要是由于缺少活基督。 

我们的日常生活配不上保罗完成职事之中心路线的异

象。……主在祂恢复里所要的，不是我们盖会所，乃是我们活

基督。我们首要关切的事，不该是任何外面的事，而是我们在

活自己还是活基督。 

我们不该满意于仅仅认识真理；我们也必须寻求经历真理。

我们听过许多信息之后，生活不该还是和以前一样。……我们

需要思考，自己是否天天实行照着灵而行（罗八 4）。照着灵而

行就是活基督。主要得着一班这样行事并这样生活的人。 

历年来，召会在生命上有一些长进，然而，我们活基督还

是不够。此外，我们的长进也很慢，因为我们的生活有短缺。

我们的生活可能帮助、也可能拦阻我们的长进。……身为领头

者，我们从经历中得知，当我们活基督时， 能照料召会（照

着灵而行以活基督的重要，二至三页）。 

腓立比一章二十一节说，“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死

了就有益处。”我们必须活基督；这么说很容易，懂得这么简

单的一句话也很容易，但若是要真实地活基督，却大有讲究。

活基督的意思是，当基督活着，我们这些信入祂，现今在祂里

面的人也活着。基督活着，我们也活着（约十四 19）。这话的

意思是，我们活在基督的生活里，基督活在我们的生活里。我

们若活在祂的生活里，祂的生活也必定在我们的生活里。这是

两个生命调和着活在一起，神与人活在一起（生命的经历与长

大，三五页）。 

参读：生命的经历与长大，第三、五至六篇；照着灵而行以活

基督的重要，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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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罗八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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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照着肉体的人，

思念肉体的事；照着灵的人，思念那灵的事。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

是生命平安。 

已过几年，我们已经看见活基督这件事（腓一 21，加二 20）。

近，我们根据罗马八章四节，看见照着灵而行这件事，也就

是活基督实际的路。我们常受打岔，没有照着灵而行。……我

们需要全心注意照着灵而行以活基督。 

我们面对严重问题时，常会迫切祷告寻求主的带领。我们

释放信息之前，也很容易祷告。然而，照着灵而行不同于在艰

难的处境中祷告，也不同于属灵活动前的祷告。照着灵而行乃

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照着灵作一切事。我们需要时刻照着

灵而行，不仅大事如此，小事也是如此，就如写信或用晚餐时

与家人谈话，都照着灵而行。我们若不能照着灵作事或说话，

就不该作，不该说。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缺少这种生活。只在聚

会中或在面对重大难处时才祷告，并不是照着灵而行。我们在

日常生活中照着灵而行，应该就像呼吸。我们若没有活基督或

照着灵而行，我们的属灵活动就可能是表演。我们不该在聚会

中表现一个样子，在日常生活中又是另一个样子（照着灵而行

以活基督的重要，四至五页）。 

信息选读 

基督是那灵，在我们灵里分赐生命给我们；这是按照圣经

奇妙、真实的教训。然而，我们不可停留在只知道这个教训—

我们需要往前。我们不该仅仅把这教训留在心思里，好默想这 

                                   53 
 

第三周 • 周三 

教训；我们也必须经历它。保罗在罗马八章四节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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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节经文不是说到认识，乃是说到行。这节里的“行”乃是指

我们在生活中一般的行事，包括我们如何说话、思想、行事并

行动。五节说到“照着灵的人”；这指明我们不仅生活行事需

要照着灵，乃是全人都需要照着灵。六节启示，我们需要将心

思置于灵。 

多数基督徒认为我们应当照着圣经里的教训而行。然而，

按照保罗在四节的话，我们应当照着灵而行。圣经教师和翻译

圣经的人无法确切地说，在四节里的灵是神的灵，还是人的灵。

这节里的灵，乃是人重生的灵，有那灵住在其中，与之调和。

这与林前六章十七节相符，那里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

成为一灵。”我们需要照着这调和的灵而行。 

基督作为那灵是在我们灵里，并且我们与祂是一灵（罗八

10、16，林前六 17）。因此，我们有调和的灵—我们人的灵调

着神的灵。每一个得救的人里面都有调和的灵。我们需要照着

这调和的灵而行。遗憾的是，少有信徒知道如何照着灵而行。

大多数人只知道跟随圣经外面的教训，如谦卑等（太十八 4）。

然而，以宗教的方式在外表上谦卑，并不讨主喜悦。我们的谦

卑必须是出于照着灵而行（李常受文集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

第二册，五九四、六一七至六一八页）。 

参读：照着灵而行以活基督的重要，第二章；李常受文集一九

七三至一九七四年第二册，五八九至五九九页。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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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罗八 7~9  因为置于肉体的心思，是与神为仇，因它不服

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在肉体里的人，

不能得神的喜悦。但神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

你们就不在肉体里，乃在灵里了；然而人若没

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照着灵而行的时候，就是照着肉体而

行。根据罗马八章四至九节，凡不是照着灵的，就是照着肉体。

我们的生活只有两个源头和两种光景—灵与肉体。外在的行为，

诸如爱人或恨人、称赞人或批评人等，不能决定我们是照着灵

或照着肉体而活。若不照着灵，甚至我们的爱也是照着肉体。

我们可能很少说消极话，但甚至我们不照着灵的积极言论，仍

然是照着肉体。 

认识灵也许很难，但认识什么不是灵却很容易。……我们

要照着灵而活，只要知道自己的言语和行为何时不照着灵就已

经足够了。然而，我们没有操练过这种生活。我们可能在聚会

时照着灵行事为人，但散会后，我们常随意说话，照着肉体行

事。仅仅过道德或伦理的生活是不够的，甚至基于那灵的引导

决定要作什么事也不够，因为我们可能受那灵引导要去作某件

事，然后却照着肉体去作。我们需要照着灵作一切事，时刻照

着灵思想、说话并行事（照着灵而行以活基督的重要，五至六

页）。 

信息选读 

基督徒生活的其他方面，就如传福音，应该是我们活基督

的结果。如果众圣徒都照着灵而行以活基督，召会就会有极大

的扩增。福音的广传，是我们照着灵而行的自然结果。几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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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向某地的圣徒建议，一周至少出外一次接触人。凡听见的

都表示同意，但至终无人实行。我发现嘱咐圣徒定期出去传福

音是无效的。然而，如果一地的长老领头照着灵而行，并将这

样的生命供应给圣徒，该地的圣徒也会照着灵而行，并且规律

地传扬福音。 

我们首要关切的不该是如何作事，譬如如何传福音或牧养

初信者。反之，我们需要看见，神要得着一班人照着灵而行以

活基督。如果我们终日操练不住地照着灵而行，这种生活会自

然产生其他的一切。……我们传福音和牧养不该是活动，而该

是日常生活照着灵而行的结果。……基督徒生活的这一切方面，

都该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举例来说，照着灵而行的日常生活，

会带进我们在聚会中释放灵尽功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若没有

活基督，聚会时就无法带来基督的富余。我们若要展览基督，

就必须在日常生活中照着灵而行，以得着基督。倘若众圣徒活

基督，他们在聚会中自然就会尽功用。 

我们需要从天上来的清楚景象，看见主所要的乃是一班照

着灵而行的人。主渴望的并非许多同工、长老、活动或繁复的

组织。我们身为领头者，首先需要在日常生活中照着灵而行，

并且帮助其他圣徒进入这种生活（照着灵而行以活基督的重要，

六至八页）。 

参读：生命信息，第六十二至六十四章；神在人里的行动，第

三章。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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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林前十二 3 所以我要你们知道，在神的灵里说话的，没有

人说，受咒诅的，耶稣！若不是在圣灵里，也

没有人能说，主，耶稣！ 

帖前五 17 不住地祷告。 

当我们每日并时时照着灵而行，三一神作为那灵就有机会

安家在我们全人里面。这是我们 大的需要。 

基督徒生活团体的一面当然有帮助，但我们所缺的常是一

种照着灵而行的日常生活。一处地方召会的圣徒可以一时经历

高超的团体生活，但他们若没有进入照着灵而行的实行，至终

他们的享受会衰减。已过我们许多人都经历了高超的团体生活。

今天我们需要进入照着灵而行的实际实行；我们身为领头者，

需要帮助人用照着灵而行的个人日常生活，来平衡他们对主团

体的享受。无论我们所在地有没有团体享受的高昂空气，我们

都需要在个人一面照着灵而行。团体操练灵帮助我们照着灵而

行，但不能取而代之。照着灵而行是我们属灵的呼吸，使我们

能活得长久。停止呼吸是死亡的迹象。我们需要全心注意照着

灵而行，因为我们的呼吸事关紧要（照着灵而行以活基督的重

要，八至九页）。 

信息选读 

许多圣徒都需要操练照着灵而行，使他们不那么依赖团体

的帮助。主可能将我们摆在一种环境里，不大有机会与人同聚。

使徒约翰被放逐到拔摩海岛时，无法得着团体的帮助，但他仍

旧在灵里（启一 10）。在独处时，我们需要操练在灵里（照着

灵而行以活基督的重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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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着灵而行的路乃是祷告。当我们真诚地祷告，我们就在

灵里。我们需要操练一种祷告，使我们照着灵而行；那不是仅

仅分别特定时间和地点专心致志地祷告。如果我们只有那样的

祷告，当祷告的时间结束了，我们就很容易从灵里出来。我们

需要不住地祷告（帖前五 17），正如我们不住地呼吸。不住地

祷告，维持我们在灵里。 

爱主并满足祂渴望的路，乃是不住地祷告。我们不需要总

是为专特的事祷告。反之，我们无论在作什么别的事，都要借

着呼求主名，实行不住地祷告。我们不该轻率或松散地呼求主

名，我们需要带着一些思考来呼求，对主说出我们正在作什么

和想什么。每当我们呼求主名，我们就在那灵里（林前十二 3）。 

我们需要不断地照着调和的灵生活行动并行事为人，使内

住的基督这赐生命的灵，有机会将祂生命的丰富分赐到我们这

人的每一部分。这样，我们就被基督顶替，而得以变化。我们

能借着经常、不住、时时的祷告，而照着灵生活行动。在要作

什么或说什么之前，我们需要祷告。这样，我们就会照着灵；

这也给主开路，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从我们的灵扩展到

我们这人的每一部分，因而变化我们，以祂的生命顶替我们老

旧的生命。这样，我们就被基督所顶替、变化并重新构成，好

成为祂的新妇（李常受文集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第二册，六

一八、五九八至五九九页）。 

参读：李常受文集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第二册，六一四至六

二一页。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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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罗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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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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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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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活基督以显大基

督〔腓一 19〕。……那灵有丰富的供备，完满地供应我们，使

我们活基督，以显大基督。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包括经

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具体化身于包罗万有的基督，实

化为包罗万有的灵—所是、所有、所完成、所得着、所达到以

及将要作的一切。这灵全备的供应乃是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

及时地应付寻求基督者的需要。我们若真寻求基督，就会得着

这丰富的供应。寻求基督的人，作祂在这世代终结的得胜者，

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之灵这样全备的供应，在神新约的经纶里活

祂以显大祂，好产生并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作终极完成之三

一神的配偶，这要终结于新耶路撒冷，作祂永远的扩大并彰显，

直到永远（新约总论第十二册，一○至一一页）。 

信息选读 

三一神活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可以活祂。这需要成为我

们日常的经历。因此，圣经的焦点和中心教训乃是：三一神渴

望活在祂所救赎并重生的人里面，使他们得以活祂。 

我们只需要思考，我们是在活自己还是在活神。领头的弟

兄们若看见圣经的这个中心点，而开始活神，许多圣徒就会被

带进这样的生活，如此就有美妙和自然而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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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借着让三一神内住于我们，在我们里面安家，完

全占有我们全人，并照着调和的灵而行，而活三一神。一旦我

们看见、珍赏并实行这事，生命之灵的律就会在我们里面运行，

我们的心思会自然而然思念基督的事，我们天然的所是连同其

力量、习惯和行为会自然地被治死。这就是罗马八章—三一神

活在我们里面，以及我们活三一神。 

罗马十二章里基督的身体，来自于八章中照着灵而行的经

历。根据保罗对于神经纶的观点，基督身体的所有肢体都该是

照着灵而行的人。原则上，倘若我们没有照着灵而行，就不可

能在实行上有基督的身体。所有的信徒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但身体的实行有赖于信徒的行事。信徒若照着肉体而行，即使

他们是基督身体的肢体，他们的经历中也没有身体。身体生活

因着属肉体的行事而被废掉了。今天有千千万万的信徒，但因

着少有人照着灵而行，所以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什么身体生活。 

真实且算得数的乃是：三一神活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得以

活祂；一切错误地取代这事的，我们都必须拒绝。……除了三

一神活在我们里面，以及我们活三一神之外，没有什么是算得

数或能持久的。我们必须拒绝阶级制度、自居的权柄和属人的

组织，只关心神的心愿，以及祂在圣经中启示的中心点。 

我们都要看见一件事：主恢复的目标是要恢复基督，祂是

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作我们的生命；祂也是那灵活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成为祂活的肢体，使祂的身体可以在地上建造起来（照

着灵而行以活基督的重要，一五、二○至二一、四六、三七至

三八页）。 

参读：照着灵而行以活基督的重要，第三至五、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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