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周 认识并经历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作我

们的生命和新人的构成成分 

读经：西三 1～4，15～17 

  

【周 一】 

壹 我们需要认识并经历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作我们的生命： 

  

一 我们要经历基督作我们的生命，就需要看见我们与基督同有一个

地位、一个生命、一个生活、一个定命和一个荣耀—西三 1～4，参

林前六 17： 

  

1 我们的地位乃是在基督里；因着我们在祂里面，所以祂在那里，

我们就在那里—坐在神的右边—西三 1，约十四 20，十七 24，弗二 6： 

ａ 子的地位乃是在父里面；（约十 38，十四 10；）我们是在子里面，

（林前一 30 上，）所以我们也就在父里面。（约十四 20，帖前一 1，

帖后一 1。） 

ｂ 当我们在灵里，我们在实际上和经历上就在基督里、在父里、并

在天上（参约十四 20）： 

（一） 从天上的基督那里，到地上我们这里，借着我们灵里那包罗

万有的灵，有一种传输在进行着—弗一 19，22～23，二 22。 

（二） 那在天上坐在宝座上的基督，（罗八 34，）现今也在我们里

面，（10，）也就是在我们灵里，（提后四 22，）这灵就是神居住的所

在。（弗二 22。） 

（三） 我们的灵今天既是神居住的所在，现今也就是天的门，在那

里基督是梯子，把我们联于天，并把天带给我们—22 节，创二八 12～

17，约一 51。 

（四） 每当我们转到我们灵里，我们就能进入天的门，借着基督作

天梯，摸着天上施恩的宝座；我们的灵是在接受神圣传输的一端，而

神的宝座是在输送的一端—来四 16。 

  



【周 二】 

2 神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又成了我们的生命—西三

4，约五 26： 

ａ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意思就是说，祂对我们是主观到了极点的—

一 4，十四 6 上，十 10 下，林前十五 45 下，罗八 10，6，11。 

ｂ 不可能把一个人和他的生命分开，因为人的生命就是人自己；因

此，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意思就是说，基督成了我们，我们与祂同

有一个生命和生活—约十四 6 上，腓一 21 上。 

ｃ 基督是信徒的生命，有三种特点，将基督的生命与天然的生命区

别出来： 

（一） 基督的生命是钉十字架的生命—加二 20。 

（二） 这生命是复活的生命—约十一 25。 

（三） 这生命是藏在神里面的生命—西三 3～4，太六 1～6，16～

18。 

  

【周 三】 

3 寻求在上面的事，并思念那些事，就是加入主天上的职事，也就

是祂神圣的事业；这就是活基督，过与基督的生活是一的生活—西三

1～2： 

ａ 在基督天上的职事里，祂今天是活著作大祭司，为众召会代求—

来八 1，四 14，七 25，四 16，西四 2。 

ｂ 在基督天上的职事里，祂今天是活著作属天的执事，以基督的丰

富供应圣徒—来八 1～2，弗三 8。 

ｃ 在基督天上的职事里，祂今天是活著作神行政的宇宙管理者，为

了完成神的定旨—启四 1～2，5，五 6，弗一 10～11： 

（一） 从诸天之上的宝座那里，神圣的传输正把在上面的事带进众

地方召会中—19，22～23 节。 

（二） 启示录四、五章里有『中央政府』的异象；一至三章里有众

地方召会作『大使馆』的异象；借着七灵，有一种传输从天上的『总

部』传到众召会这些『大使馆』。 

（三） 众地方召会中所发生的事，该受天上神宝座的指引；这恢复

要成为『主的』恢复，就必须受主指引—西一 18，二 19，启四 2～3。 

  

【周 四】 



4 我们的定命乃是荣耀；基督正在领我们进荣耀里去，叫我们与祂

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来二 10，西三 4。 

  

二 我们的生命乃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这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

里面；隐藏在神里面的基督，由隐藏在金罐里的吗哪所豫表—3～4

节，出十六 32～34，启二 17： 

  

1 作为隐藏吗哪的基督，在作为金罐的父神里面；父在作为约柜的

基督里面，基督有神性与人性这两种性情；基督作为内住的灵，活在

我们重生的灵里，成为至圣所的实际—参约十四 16～20，提后四 22。 

2 我们吃基督这隐藏的吗哪时，就合并到祂里面，作神与人相互的

住处—约十五 5，7，八 31，六 57，63，十四 23。 

  

三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有力的指明我们要以祂为生命而凭祂活着，

要在日常生活中活祂—西三 4 上： 

  

1 基督必须在实际上、在经历上是我们的生命；一天过一天，我们

需要在祂的生命里得救—4 节，林前十五 45 下，罗五 10。 

2 新人乃是我们接受基督作生命并活基督的自然结果—西三 3～4，

10～11。 

  

【周 五】 

贰 我们需要认识并经历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作新人的构成成

分： 

  

一 在新人里只有基督有地位；祂是新人一切的肢体，也在一切的肢

体之内；在新人里祂是一切—10～11 节。 

  

二 在新人里基督是中心，也是普及；祂是构成新人的成分；在新人

里祂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三 我们若要活基督作新人的构成成分，就需要受基督的平安管治，

（12～15，）并被基督的话内住（16～17）： 

  



1 我们需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作仲裁—12～15 节，弗二 14～

18，罗五 1，太十八 21～35： 

ａ 『作仲裁』一辞的希腊文也可译为：『作裁判，作主席，登位作

每件事的管治者和决断者』；基督那作仲裁的平安，消除我们与任何

人的嫌隙—西三 13。 

ｂ 我们常常发现我们里面有三派：一派是积极的，另一派是消极的，

还有一派是中立的；因此，需要内里的仲裁来解决我们里面的争执： 

（一） 每当我们感觉我们里面各派在争执或争吵时，我们需要让基

督的平安作主席，并让这平安，就是新人的一，在我们里面管治并下

最后的断语。 

（二）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意见、观念摆在一边，听内住之裁判的话。 

ｃ 我们若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作仲裁，这平安会解决我们中间

所有的争执；我们就会与神有纵的平安，并与圣徒有横的平安： 

（一） 借着基督的平安作仲裁，我们的难处解决了，圣徒之间的摩

擦也消失了；然后召会生活就能甜美的得保全，新人也实际的得以维

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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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九 6～7。 

（三） 如果我们一直让基督的平安作王管治，我们就不会得罪别人，

破坏别人；我们反而会靠着主的恩典并带着祂的平安，把生命供应给

别人。 

（四） 这平安应当将所有的信徒联结一起，成为他们的联索—弗四

3。 

  

【周 六】 

2 我们若要活基督作新人的构成成分，就需要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

的住在我们里面—西三 16～17： 

ａ 当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作仲裁，保守我们在满了一与和谐的光

景中，我们就成了神说话的地方，成了神的出口—15～16 节，启二 1，

7： 

（一） 神的说话要求一；分裂使神的说话减少，甚至使神的说话完

全停止—利一 1。 

（二） 既然一是神说话的必要条件，我们就需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

们心里作仲裁—西三 15。 



（三） 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意思就是这话在我们里

面有充分的地位，而浸润并浸透我们全人；我们要让基督的话进到我

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得胜，顶替我们的观念、意见和

哲学；这是极重要的—诗一一九 130，参启二一 23，二二 5。 

ｂ 我们需要让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居首位，使我们经历神话语的功用

在我们里面运行，并将基督的丰富供应到我们这人里面—西三 16： 

（一） 神的话光照、（诗一一九 105，130、）餧养、（太四 4，提前

四 6、）并滋润我们，解我们的干渴。（赛五五 1，8～11。） 

（二） 神的话加强、（约壹二 14 下，箴四 20～22、）洗涤、（弗五

26、）并建造我们。（徒二十 32。） 

（三） 神的话借着圣别我们，（约十七 17，）使我们完备并完全，（提

后三 15～17，）且造就我们。 

ｃ 我们让基督的话住在我们里面，藉此就能成为正确的人，就是神

人，充满基督作神属性的实际—西三 16～25，腓四 5～8。 

3 我们若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作仲裁，若被基督的话所充满，

我们就实际的有新人；所有在主恢复里众召会的众圣徒，都要在一个

新人里活基督。 

 

  



第六周．周一 

晨兴餧养 

西三１～２ 『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寻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

的事。』 

林前六１７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歌罗西三章一至四节含示，我们与基督同有一个地位、一个生命、一

个生活、一个定命和一个荣耀。因着我们与基督有同一的地位，所以

祂在那里，我们就在那里。我们也与基督同有一个生命，甚至是一样

的生命。…再者，我们与基督同有一个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祂的

生活。…如果我们天天实际的与基督同过一个生活，就我们无论作甚

么，祂也作甚么。这意思是说，我们谈话，祂也谈话。如果我们所作

的，与基督所作的不同，我们与祂就不是同过一个生活了。譬如，我

们生气，但基督不生气，那时我们就不是与祂同过一个生活；在这种

情况之下，我们的生活就不是祂的生活。我们都该不发脾气，不是因

着我们想要遵守圣经的命令，乃是因为我们觉得那活在我们里面的基

督不发脾气。如果我们只想办法控制脾气，这就是宗教。但如果我们

因着与基督同活而不发脾气，我们就在生命上并在生活上与祂成为一

了。（歌罗西书生命读经，六四二至六四三页。） 

信息选读 

我们的地位乃是在基督里。因着我们在祂里面，而祂在神的右边，（西

三 1，）我们就也在神的右边。…约翰福音清楚的告诉我们，子在父

里面，（十 38，十四 10，）这意思是说，子的地位乃是在父里面。今

天我们的地位既在子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也就在父里面。父当然

是在天上，因此，我们的地位也是在天上。…这事实要成为实际，就

需要我们与主成为一灵。（林前六 17。）当我们在灵里，我们在实际

上和经历上就在基督里、在父里、并在天上。 

有一种传输从天上达到我们的灵里！当我们经历这种传输，我们就真

正在基督里、在父里、并在天上。我们的灵乃是直接联于天；属天的



传输开始于天，终结于我们的灵。 

从天上的基督那里，到地上我们这里，借着包罗万有的灵，有一种传

输正在进行着。…为着从三层天上输供到我们里面的传输，阿利路亚！

『荣耀之中有一位，祂是我生命。』（诗歌三八三首第三节。）基督就

是在荣耀中的那一人，祂是我们的生命。我们都需要有异象，看见有

一种属天的传输正从得荣的基督输供到我们里面。不仅如此，我们也

需要一直向着这个传输敞开，使其不至于被切断。…但愿没有绝缘体

拦阻这神圣的传输。 

我们的灵是在接受神圣传输的一端，天上神的宝座是在输送的一端。

因此，我们转回到灵里，就被提高到天上。这样，在经历上我们就在

基督里、在父里、并且在天上。（歌罗西书生命读经，六四四至六四

五、六三二至六三三、六四六页。） 

那在天上坐在宝座上的基督，（罗八 34，）现今也在我们里面，（10，）

就是在我们的灵里，（提后四 22，）这灵就是神居所的所在。（弗二 22。）

伯特利是神的家，神的居所，也是天的门；在那里基督是梯子，把地

联于天，并把天带到地。（创二八 12～17，约一 51。）我们的灵今天

既是神居所的所在，这灵就是天的门，在这里基督是梯子，把我们在

地上的人联于天，并把天带给我们。因此，每当我们转到灵里，就能

进入天的门，借着基督作天梯，摸着天上施恩的宝座。（圣经恢复本，

来四 16 注 1。） 

参读：歌罗西书生命读经，第五十九篇。 

 

  



第六周．周二 

晨兴餧养 

西三３～４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

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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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歌罗西三章三至四节，保罗两次说到生命，藉此指明我们与基督同

有一个生命。三节说，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在四

节他继续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按照我们的经历和神的话，这里的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成了我们的生

命。如果只是基督的生命，就不能称为『我们的生命』。…然而，这

里的生命不是我们从亚当所承受的天然生命；这样的生命绝不能与基

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神绝不容许从亚当所承受的天然生命藏在祂里面。

惟一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生命，乃是神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

乃是这生命成了我们的生命。保罗用『我们的生命』这样的说法，指

明我们与基督并神自己有同一个生命。我们不该以为神有一种生命，

基督另有一种生命，而我们这些信基督的人又有一种生命。反之，神、

基督、信徒同有一个生命；神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又

成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看见一位温柔、安静、亲切的姊妹，就以为她既有这样的特点，

就一定满了生命。我们看见一位弟兄说话有口才、有能力，就认为他

的能力和口才是生命的记号。然而，我们在这两种情形中所看见的，

也许都是天然的生命，不是基督所有的生命，不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

里面的生命。（歌罗西书生命读经，六四七至六四八页。） 

信息选读 

歌罗西三章四节说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神，也是生命。

（约壹五 12。）那原是神的生命，神所是的生命，就在基督里面。（约

一 4。）因此，主耶稣说祂是生命，（十四 6，十一 25，）并且祂来要

叫我们得生命。（十 10。）所以，人有了基督，就有生命，（约壹五 12，）

现今祂住在信徒里面作生命。生命如何就是神自己，生命也如何就是



基督。得着生命，如何就是得着神自己；得着生命，也如何就是得着

基督。基督就是神来作我们的生命。神显出来作生命，是借着基督。

所以，基督现今是我们的生命。 

基督必须日复一日在实际和经历上作我们的生命。祂该是我们里面的

生命，我们该与祂同有一个生命和生活。…基督作我们的生命，意思

就是祂对我们是至为主观的。没有一样东西比生命对我们更主观，与

我们的关系更亲密。我们的生命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要将一个人与

那人的生命分开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生命就是他自己。我们若没有

生命，我们就不再存在。说基督成了我们的生命，意思就是基督成了

我们。我们的生命既无法与我们分开，而基督既是我们的生命，祂就

无法与我们分开。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自己，又因为基督是我们

的生命，我们就可以说，在这意义上，基督成了我们。 

基督作信徒的生命有三个特征。第一，这生命是钉十字架的生命。主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始终活钉十字架的生命。我们若真经历基督作我

们的生命，我们也要活钉十字架的生命。这样一个钉十字架的生命，

乃是经过过程并彻底受了对付的生命。基督作我们的生命，第二个特

征乃是这生命是复活的生命。没有一样事物，包括死，能压抑它。最

后，这乃是藏在神里面的生命。（西三 3。）只有神圣的生命能藏在神

里面。我们若经历基督作我们的生命，我们在召会中所作的，就不会

采取显扬的方式，乃会凭着藏在神里面的生命来作。（新约总论第三

册，九至一一页。） 

参读：新约总论，第二十九、五十篇。 

 

  



第六周．周三 

晨兴餧养 

来八８ 『…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祂已经坐在诸天之上至尊至大者

宝座的右边。』 

七２５ 『所以，那借着祂来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为

祂是长远活着，为他们代求。』 

西四２ 『你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在此儆醒感恩。』 

  

寻求在上面的事，并思念在上面的事，乃是在主天上的职事里联于祂。

我们需要联于那代求、尽职事、执行神行政的一位。我们的生活，该

是一种寻求并思念这些属天之事的生活。这意思是说，我们的生活乃

是联于属天基督的祭司职分、职事和行政。如果我们都这样生活，召

会生活就会大大的提高。 

我们在这里不是寻求属地的事物，乃是与基督同过一个生活。今天基

督活着，乃是作大祭司、属天的执事、和宇宙的行政管理者。我们要

在祂的生活里联于祂，并与祂同有一个生活。（歌罗西书生命读经，

六五二至六五四页。） 

信息选读 

基督在天上非常积极，甚至比祂在地上的时候更忙。祂为我们代求，

牧养祂的众召会，并为亿万圣徒尽职。祂是天上的大祭司，为我们代

求。…基督为我们代求，将属天生命的供应服事到我们里面。祂是属

天的执事，在诸天之上尽职。（来八 1～2。）根据启示录五章六节，

基督〔作为升天的狮子羔羊〕，正在执行神宇宙的行政。 

今天基督在诸天之上活着，为众召会代求，将属天生命的供应服事给

圣徒，并执行神的行政。…我们感谢主，今天许多在地方召会里的

人，…当他们觉得基督在天上为某件事代祷的时候，他们就联于祂，

在地上为着那件事祷告。…这样与基督一同祷告，就是与祂同有一个

生活。 

在启示录里，我们看见更多在上面的事。这卷书不仅是一扇窗户，更

是一个开启的天。天向约翰开启了，他就看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



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四 1～2。）这宝座不仅是施恩的宝座，

更是权柄的宝座，神圣行政的宝座。 

〔启示录〕头一个异象乃是地上的众召会，〔一 12，20，〕但第二个

异象乃是在诸天之上所发生的事。把这两个异象合起来看，指明在地

上众召会中所发生的事，与在诸天之上的行动有关。…主在众召会中

的行动，也与天上宝座的行动一致。这意思是说，众地方召会中所发

生的事，该受天上神宝座的指引。这恢复要成为『主的』恢复，就必

须受主的指引。只要有从诸天而来的传输，众召会中就有神圣的水流。 

启示录四至五章里，有『中央政府』的异象；一至三章里有众地方召

会作『大使馆』的异象。借着七灵，有一种传输从天上的『总部』传

到『大使馆』。借着七灵，总部里所有的，都传输到众召会里面。…

从诸天之上的宝座那里，神圣的传输正把在上面的事带进众地方召会

中。（歌罗西书生命读经，六五九至六六一、六三七至六三九页。） 

参读：歌罗西书生命读经，第五十八、六十至六十一篇。 

 

  



第六周．周四 

晨兴餧养 

西三３～４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

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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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二１７  『…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吗哪赐给他，并赐他一块

白石，上面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认识。』 

  

我们的定命乃是荣耀。今天我们藏在神里面，但基督显现的时候，我

们也要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西三 4。）…今天我们不该显扬，反

倒应该一直藏在神里面，等候我们达到目的地，与基督一同进入荣耀

的时候。到了指定的时候，为着神所命定的显明，神的众子就要显现

在荣耀里。（歌罗西书生命读经，六五四页。） 

信息选读 

在出埃及十六章三十三节我们看见，一满俄梅珥吗哪盛在罐子里，存

放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希伯来九章四节说到『盛吗哪的

金罐』。…吗哪藏在金罐内，表征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

面。…藏在神里面的基督就是藏在金罐内的吗哪。 

在圣经里，金表征神圣的性情。按照彼后一章四节，我们有分于这神

圣的性情。惟有神的性情，神圣的性情，纔能保存基督作我们隐藏的

吗哪。…我们不能把基督保存在我们的心思或情感里，我们只能把祂

保存在我们里面借着重生所得的神圣性情里。事实上，我们里面的神

圣性情就是神自己。金罐内的吗哪指明我们所享受作我们生命供应的

基督，保存在神圣的性情里，这神圣的性情如今在我们全人的最深处。

基督是我们特殊的一分食物，隐藏在神圣的性情里。当我们摸着神圣

的性情—金罐—时，我们就享受基督作为隐藏在其中的吗哪。（出埃

及记生命读经，五二四至五二五页。） 

旧约里的帐幕乃是宇宙合并的表号。基督作为隐藏的吗哪乃是帐幕的

中心。隐藏的吗哪是在金罐里；金罐是在约柜里，约柜是用皂荚木包

金所造的，这约柜是在至圣所里。隐藏的吗哪表征基督，乃是在金罐



里，而金罐是指神说的。吗哪在金罐里，指明基督在父里。（约十四

10 上，11 上。）约柜是在至圣所里，至圣所就是我们的灵。今天，我

们那有圣灵内住的灵就是至圣所。从这里我们能看见，作为隐藏吗哪

的基督，在作为金罐的父神里面；父在作为约柜的基督里面，基督有

神性与人性这两种性情；这基督作为内住的灵，活在我们重生的灵里，

成为至圣所的实际。这就是说，子在父里面，父在子里面，而子作为

灵乃是至圣所的实际。这含示并符合约翰十四章十六至二十节的四个

『在…里面』。二十节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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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十七节说，『实际的灵…在你们里面。』

子在父里面，我们在子里面，子在我们里面，我们又由实际的灵所内

住。这就是经过过程的神与重生信徒的合并。 

合并到帐幕里的路，就是吃隐藏的吗哪。我们越吃基督，就越合并到

三一神里面，成为一个宇宙的合并。借着吃隐藏的吗哪，我们就合并

到帐幕里。（基督为父用神圣的荣耀所荣耀的结果，三○至三一页。） 

参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三十九篇；三一神作三部分人的生命，

第六至七章。 

 

  



第六周．周五 

晨兴餧养 

西三１５ 『又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仲裁…。』 

弗二１５ 『在祂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好把两下

在祂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成就了和平。』 

四３   『以和平的联索，竭力保守那灵的一。』 

  

按原文，〔歌罗西三章十五节的〕仲裁也可以翻译为，作裁判，作主

席，登位作每件事的管治者和决断者。基督那在我们心里作仲裁的平

安，消除了十三节的嫌隙。…为着基督身体正当的生活，我们需要基

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在祂身体众肢体的关系上，仲裁、调整、并断

定一切的事。（歌罗西书生命读经，二九八至二九九页。） 

信息选读 

我们若想想自己的经历，就会领悟，我们基督徒…常常发现我们里面

有三派：一派是积极的，一派是消极的，还有一派是中立的。我们基

督徒比不信的人还麻烦。得救以前，我们是在撒但那一派的控制之下。

我们纵情属世的享乐，里面一点争执都没有。但如今我们得救了，也

许有一派鼓励我们作一件事，另一派却鼓励我们作另一件事。因此，

我们需要内里的仲裁来解决我们里面的争执。…从歌罗西三章十五节

来看，这个主持人，这位仲裁者，乃是基督的平安。 

保罗论到包罗万有的基督，论到在新人里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并且在新人里希利尼人、犹太人、或其他文化上的差异都没有地位之

后，就嘱咐圣徒们要留意基督的平安。…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二章十五

节所说的和平，那里告诉我们，基督在祂自己里面，将两下创造成一

个新人。借着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创造成一个新人，基督已经成就了和

平。 

每当我们感觉我们里面各派在争执或争吵时，我们需要让基督的平安

作主席，并让这平安，就是新人的一，在我们里面施行管治。要让这

平安，这个一，来下断语。…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意见、观念摆在一边，

听内住之裁判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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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弟兄被长老得罪的事例中，基督的

话是要爱那位长老，找他交通，并且和他一同享受主。 

当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作王，作我们里面独一的裁判，我们就与神

有纵的平安，与众圣徒有横的平安（和平）。我们赞美主，我们享受

平安，并且在这平安里，新人—召会生活就得以保全！当基督的平安

在我们心里当家，新人就不断得以更新。如果我们一直让基督的平安

作王管治，我们就不会得罪别人，破坏别人。我们反而会靠着主的恩

典并带着祂的平安，把生命供应给别人。一个地方召会里的一，和众

召会之间的一，不是靠着人为的努力而维持的，这个一单单是由基督

的平安作仲裁来维持的。（歌罗西书生命读经，二九九至三○○、三

○二、三二七、七○二至七○三页。） 

基督在十字架上，已废掉因规条而有的一切分别，藉此，祂已为祂的

身体成就了和平。这和平该成为联索，将众信徒联结在一起。这和平

的联索是十字架工作的结果。当我们留在十字架上，我们和人中间就

有和平。这和平成了我们的联索，使我们藉此保守那灵的一。（圣经

恢复本，弗四 3 注 1。） 

参读：歌罗西书生命读经，第二十八至三十、三十二、六十三篇。 

 

  



第六周．周六 

晨兴餧养 

西三１６～１７ 『当用各样的智慧，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你

们里面，用诗章、颂辞、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心被恩感歌颂

神；凡你们所作的，无论是甚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在主耶稣的

名里，借着祂感谢父神。』 

  

保罗说过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作仲裁之后，接着就告诉我们，要让

基督的话住在我们里面。〔西三 16。〕为甚么保罗先题基督的平安，

再题基督的话？这问题的答案与圣经里所启示的基本原则有关，就是

神的说话需要合一。每当神的子民分裂，祂的言语就稀少。神不在分

裂的地方说话。分裂使神的说话减少，甚至使神的说话完全停止。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在会幕里说话。会幕就是神子民合一的表

记。…在耶路撒冷建造的圣殿乃是会幕的延续。…神借着祭司说话，

是从至圣所出来的，至圣所乃是帐幕和圣殿的中心。 

当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作仲裁，保守我们在满了一与和谐的光景中，

我们就成了神说话的地方，成了神的出口。 

（歌罗西书生命读经，七○四至七○五、七○八页。） 

信息选读 

基督的话包括整本新约。我们需要被这话充满。…主的话在我们里面

必须有充分的地位，纔能把基督的丰富运行并供应到我们里面的人里。

不仅如此，基督的话也必须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基督的丰富（弗

三 8）是在祂的话里。这样丰富的话，其居住必是丰丰富富的。 

〔有些圣徒〕虽然…读圣经，神的话却仍旧在他们之外。我们必须让

基督的话进到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并顶替我们的观念、意见和

哲学；这是十分要紧的。我们需要祷告说，『主耶稣，我乐意放弃我

的观念，我要你的话在我里面有地位，我愿意忘掉自己的意见和哲学，

我要让你的话在我里面得胜。』 

我们不能把基督的话与祂作仲裁分开。…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案件带到

仲裁者那里并听祂的话。这意思是说，我们需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



心里作仲裁，并让基督的话住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就要满了歌唱

和感恩。 

我们需要基督的平安作仲裁来保守我们在一里，使基督能对我们说话。

然后我们需要让神的话居首位。如果我们这样作，我们就经历神话语

的功用：光照、滋养、解渴、加强、洗涤、建造、成全和造就。我们

从神的话所得着的是何等的益处！ 

首先，神的话光照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就在黑暗里。但

因着神的话满了光，并且光照我们，就使我们清楚许多事情。…其次，

神的话是食物，满了滋养。这意思是说，神的话光照我们的时候，就

滋养我们。我能作见证，多年来我借着神的话得着充分的滋养。 

神的话也使人完备并完全。…我们既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就都该尽

功用。但如果我们要尽功用，就必须先借着神的话得以完全。因为神

的话滋养我们，我们就长大。然后借着长大，就产生功用。我们由神

的话所得的滋养，使我们这些身体上的肢体得以完备并完全。（歌罗

西书生命读经，三○三至三○五、七一五、七○九、七一一至七一二

页。） 

参读：歌罗西书生命读经，第三十三、三十五、六十四至六十五篇。 

 

  



第六周．诗歌 

在荣耀里有一人 补 27 

（英 505） 

A 大调 4/4 

１ 

在荣耀里有一人， 

祂的生命是为我。 

祂是完全圣洁， 

自由且超脱， 

祂是全智、仁慈， 

祂是何温柔！ 

祂荣耀里的生命 

乃是为着我。 

祂荣耀里的生命 

乃是为着我。 

２ 

在荣耀里有一人， 

祂的生命是为我。 

在祂全无疾病， 

祂毫无软弱， 

祂是刚强、有力， 

且能往上浮！ 

祂荣耀里的生命 

乃是为着我。 

祂荣耀里的生命 

乃是为着我。 

３ 

在荣耀里有一人， 

祂的生命是为我。 

祂胜过了死亡， 

拘禁全脱落， 

在复活里作王， 



权柄手中握！ 

祂荣耀里的生命 

乃是为着我。 

祂荣耀里的生命 

乃是为着我。 

４ 

在荣耀里有一人， 

祂的生命是为我。 

祂的平安长存， 

不怕何风波， 

祂喜乐，发光辉， 

盼望而等着， 

祂荣耀里的生命 

从我里透过。 

祂荣耀里的生命 

从我里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