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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 
维持召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也是神团体地显现于肉体这真理， 

并给这真理作见证 
诗歌：775    

读经：提前三 15～16，二 4，提后二 15，约十八 37 

纲要 
【周一】 

壹 召会是支持真理的柱石，也是托住真理的根基—提前三 15： 
一 主要祂的召会认识祂乃是真理，好见证祂是真理—约十四 6，

十八 37，约壹一 6，五 20。 
二 提前三章十五节的真理，指神话语所启示一切真实的事物，主

要的是作神具体化身的基督，以及作基督身体的召会—二 4，
西二 9，19。 

三 真理就是三一神，以基督为具体化身、中心和彰显，以产生召

会作基督的身体、神的家、和神的国—9 节，弗一 22～23，四

16，提前三 15，约三 3，5。 
四 召会支持基督这实际；召会向全宇宙见证基督（并且唯有基督）

是实际—一 14，17，十四 6。 
五 召会是支持真理的柱石，和托住柱石的根基，见证基督是神的

奥秘，召会是基督的奥秘这个实际（真理）—西二 2，弗三 4。 
六 我们建造怎样的召会，在于我们教导怎样的真理；因此，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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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活的真理来产生召会，帮助召会存在，并且建造召会—提

前三 15。 

【周二、周三】 

七 我们所必须应付的最大需要，乃是带领圣徒进入真理；众圣徒

都应当在神圣的启示上受训练—二 4。 

贰 众圣徒都需要维持真理—三 9，15，提后二 15： 
一 支持真理的柱石和托住真理的根基，乃是召会全体，包括众圣

徒；召会的每个肢体都是维持真理之柱石和根基的一部分—提

前三 15。 
二 召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含示召会的每个肢体都应该认识真

理；因此，我们该定意要学习真理—二 4： 
1 召会，包括每一个信徒，必须维持真理—三 9。 

2 召会要刚强，每个弟兄姊妹就必须学习真理，经历真理，并能讲说真理，借

此维持真理—二 4。 

3 我们若在日常的召会生活里实行真理，就能在维持真理上背负一些责任—约

贰 4，约叁 3～4，8。 

【周四】 

叁 我们需要维持召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也是神团体地显现
于肉体这真理，并给这真理作见证—提前三 15～16： 

一 神的显现首先是在基督里，那是在肉体里个别的彰显—16 节，

西二 9，约一 1，14： 
1 新约不是说，神的儿子成为肉体，乃是启示，神显现于肉体—提前三 15～16： 

a 显现于肉体的神，不仅是子，乃是整个的神—父、子、灵。 

b 整个神，不仅是子神，成为肉体；因此，基督成为肉体就是整个神显现于

肉体： 

㈠ 在基督成为肉体时期的职事里，祂把无限的神带到有限的人里面；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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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里无限的神与有限的人成为一—约八 58，七 6，十二 24。 

㈡ 借着成为肉体，神圣的合并—神在祂的神圣三一里互相内在成为一而一

同作工—被带到人性里；所以基督是三一神与三部分人的合并—十四 10

～11。 

2 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西二 9： 

a “神格一切的丰满”一辞乃指整个的神格，完整的神。 

b 神格既包含父、子、灵，神格的丰满就必是父、子、灵的丰满。 

c 神格一切的丰满，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意思是说，三一神具体化

身在祂里面—约十四 10。 

d 基督是神格丰满的具体化身，祂不仅是神的儿子，也是整个的神。 

【周五、周六】 

二 提前三章十五至十六节指明，不仅作头的基督自己是神显现于

肉体，连作基督身体和神的家的召会也是神显现于肉体—敬虔

的奥秘： 
1 十六节的“敬虔”，不仅是指虔诚，乃是指神活在召会中，就是那是生命的

神在召会中活了出来，得着了彰显： 

a 基督和召会，二者都是敬虔的奥秘，在肉体里彰显神。 

b 召会生活乃是神的显出；因此，敬虔的奥秘就是正当召会的生活—林前一 6，
十四 24～25。 

2 神显现于召会—神的家和基督的身体—就是祂在肉体里扩大的团体彰显—

弗二 19，一 22～23： 

a 神显现于肉体，开始于基督在地上的时候—约十四 9。 

b 神显现于肉体，在召会中延续；召会是神显现于肉体的扩增、扩大和繁殖—

提前三 15～16。 

c 这样的召会就成为基督是神显现于肉体的延续—基督从召会活出，成为神

的显现。 

3 敬虔的极大奥秘乃是神成为人，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

神，以产生一个团体的神人，使神显现于肉体—罗八 3，一 3～4，弗四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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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周一 
晨兴喂养 

提前三 15“倘若我耽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

是活神的召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约十四 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实际、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

能到父那里去。” 

保罗用隐喻的说法，…说到召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三

15〕。柱石支持建筑物，根基托住柱石。召会就是这样支持真理的柱石，

也是这样托住真理的根基。这里的真理，是指照着神新约的经纶，在

新约里所启示，关乎基督与召会的真实事物。真理是神新约经纶的实

际和内容。这经纶由两大奥秘组成：基督是神的奥秘（西二 2），以及

召会是基督的奥秘（弗三 4）。基督与召会，头与身体，是神新约经纶

之实际的内容。召会是支持这一切实际的柱石，也是托住这一切实际

的根基。地方召会该是这样的建筑，托住、担负并见证基督与召会的

真理—实际（新约总论第十二册，二三○页）。 

信息选读 
召会对于神有一个功能，就是把神的一切，就是宇宙中的那个实

际，也就是那真理托住。“实际”比“真理”更达意，因为“真理”容

易害意，常让人领会成道理，以为召会是托着这些道理。不，召会不

是托住道理，召会乃是托着神所是的一切实际。宇宙间，只有神是实

际；祂所是的一切就是实际，这个乃是托在召会身上。我们在这里作

神的家，就是召会，并作神的家人，乃是把神之所是一切的实际托在

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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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所担负的真理就是三一神，以基督为具体化身、中心和彰显，

以产生召会作基督的身体、神的家和神的国（西二 9，弗一 22～23，
四 16，提前三 15，约三 3、5）。真理，实际乃是基督，而基督是神的

具体化身。召会担负基督作实际；召会向全宇宙见证，基督是实际，

并且唯有基督才是实际（一 14、17，十四 6）。召会作为柱石和根基，

担负三一神的实际。召会不是为道理站住，乃是为真理站住，真理就

是三一神的实际（新约总论第十二册，二三○至二三一页）。 
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宗派、自由团体或真正召会生活的存在，

都在于扎实的道理。若是没有扎实的道理，就没有召会。 
甚至已往我偶尔也很强地指明，〔灵恩运动中〕所谓的“灵”无法

建造召会，扎实的真理或道理才能建造。你建造怎样的召会，在于你

教导怎样的真理，这是必然的。从一九六二年开始，我们在美国这里

非常强调，众召会的建造不是仅仅借着道理，乃是借着基督、那灵、

生命。从那时开始，我们出版了许多论到真理的信息。…历年来我们

一直强调基督、那灵和生命。在一切的信息中，我们所定罪的乃是死

的字句中虚空、死沉的道理。然而我们完全晓得，要产生召会，使召

会存在，并且建造召会，我们必须陈明那满了基督、满了那灵、也满

了生命的扎实、活的真理。神实行祂经纶的路，乃是使用祂的圣言（李

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二册，四一○至四一一页）。 
参读：长老训练第三册，第一、九至十一、十三章；召会是基督

的身体，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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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周二 
晨兴喂养 

提前三 9“用清洁的良心持守信仰的奥秘。” 

约贰 4“我看到你的儿女，有照着我们从父所受的诫命，在真理中行

事为人的，就大大欢乐。” 

假定在地上人类中间，从来没有圣经这样一本书；如果在已过二

千年间，我们手中没有一本圣经，那么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一

切就都在空中，没有一件事是扎实的了。甚至与那灵有关的事也不会

是扎实的。那灵是在于话。这就是何以主说，祂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

灵（约六 63）。主所说的话乃是扎实的灵。…在不计其数的事例中，

每当人接触圣言，他们就得着那灵。我们很不容易举出一件事例，给

我们看见人摸着那灵，就得着话；反而有许多事例给我们看见，人摸

着话的时候，就得着那灵。这是历史。历史已经确立一个原则，就是

迫切需要活的真理来产生召会，帮助召会存在，并且建造召会（李常

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二册，四一一至四一二页）。 

信息选读 
最有益的著作和刊物，乃是生命读经的信息和恢复本圣经的注解。

我写这些东西不是为着学术研究，让人得着学位，乃是为着供应生命、

释放真理并解开圣经的各卷。…主的恢复只为着恢复将经过种种过程

的三一神分赐到我们里面；而活的基督、那灵、生命与召会乃是主恢

复的重要内容。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找出其他书籍，论到基督、那灵、

生命与召会的恢复，是这么丰富，这么光照人，这么滋养人。 
圣言本身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三十节说，“你的言语一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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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发出亮光。”千百万本的圣经已经分送出去，放在旅馆、家中和许

多地方。今天几乎处处都能看到圣经，但有谁进入了圣经？几乎没有。

许多人有圣经，但这本圣经对他们是封闭的，几乎从来没有开启过。

现在主给我们一把钥匙，一个开启的工具。我认为我们的著作是开启

圣言的工具。我相信你们读过生命读经信息的人都能诚实地见证，这

些信息与恢复本的注解，给你们解开了圣经的某章或某卷。这不是顶

替圣经，乃是带领人进入圣经。 
基于这点，我觉得主的恢复长期在一个像美国这样拔尖，满了文

化、教育、科学知识和圣经知识的国家，我们所必须应付的最大需要，

乃是带领主恢复的圣徒进入真理，好带着主的恢复往前。一个国家要

强盛，必须让人民接受正确的教育。 
长期来说，我们确实必须帮助主恢复里的圣徒进入拔尖的属灵教

育。…主恢复的标准在于我们所陈明之真理的标准。真理要成为衡量

和标准。 
我们需要找出一条路，带领主恢复里的圣徒，进入有关神新约经

纶真理的正确教育。我们需要在两面考虑这件事—个人的一面和聚会

的一面。我们必须在个人一面立好根基，作为基础，然后顾到聚会的

一面（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二册，四一二至四一五页）。 
参读：圣经中的主观真理，第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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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周三 
晨兴喂养 

提后二 15“你当竭力将自己呈献神前，得蒙称许，作无愧的工人，正

直地分解真理的话。” 

约叁 4“我听见我的儿女们在真理中行事为人，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

个更大的。” 

提前三章十五节说，召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按古时的建筑学，

建筑物是以柱石支撑，而柱石是安在根基之上。召会是担负真理的柱

石和根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不是长老，而是召会，包括每一位弟兄

姊妹。召会的每一个肢体都是担负真理之柱石的一部分。每当新人或

年幼者提出真理问题，我们众人都应当能答复。有人也许问什么是圣

别。我们不仅该知道圣别就是基督，也该能找出经节来证明（林前一

30）并解释。 
然而，很多圣徒虽然认识了某些真理，他们的认识却不够彻底或

充分。召会要刚强，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必须借着学习真理、经历真理，

能以讲说真理，而担负真理（李常受文集一九七八年第三册，三○三

至三○四页）。 

信息选读 
我们每一位都是召会的活肢体，有活神在我们里面。召会是真理

的柱石和根基，这含示召会的每一个肢体都该认识真理。我们需要下

决心学习真理。青年圣徒若没有这个决心，召会就没有前途。召会要

扩展出去，到新的地方，就需要有能够担负责任的领头者。我们缺乏

这样的人，因为在日常的召会生活中，我们没有学习真理，也没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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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真理。我们若在日常的召会生活中学习真理并实行真理，每一个肢

体就都能担负一些责任。这样，无论我们扩展到哪里，都不会有问题；

每一个地方召会都会是刚强的（李常受文集一九七八年第二册，八四

八至八四九页）。 
凡是经过各种试验，不仅绝不动摇，并且绝不受影响的人，对主

的恢复乃是真正的益处。无论遭受什么风暴，他们总是坚定不移，并

且与主一同往前，现今仍然在这里；他们没有成为破坏或难处。凡是

这样的人，都是爱主的话，并且在真理上有稳固根基的人。无论在积

极方面或消极方面，都没有例外。凡是成为难处的人，在主的话上绝

没有扎实的根基。 
我们必须尽所能地使自己进入〔生命读经信息〕，且使这些真理构

成到我们里面。这无法在短时间内作成，但必须是我们的实行。我也

有负担叫所有领头的人，无论是长老或是领头服事的人，都有真正的

负担为所在地的圣徒祷告，使主激起他们的兴趣，激起他们寻求的心，

激起他们的灵，在主的真理上寻求祂。真理不在别处，只在圣经里，

而圣经需要一个开启的工具。我们必须带领众圣徒有真正、正确、适

当的体认，他们需要圣经，也需要生命读经信息和恢复本的帮助。 
我们应该帮助众圣徒建立一种实行或习惯，每天至少花半个小时

在主的话上。你可以早晨花十分钟，晚上花十分钟，就寝前再花十分

钟。我们都需要建立这样一种习惯，每天至少花半个小时进入主的话

（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二册，四一五至四一八页）。 
参读：真理、生命、召会、福音—主恢复中的四大支柱，第四至

七篇。 



 

二○二一年国殇节国际特会  晨兴圣言 91 
 

 

 

 
第五周■周四 
晨兴喂养 

提前三 16“…大哉！敬虔的奥秘！…就是：祂显现于肉体，被称义于

灵里，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信仰于世人中，被接去于荣耀

里。” 

约一 14“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地有恩典，有

实际。我们也见过祂的荣耀，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 

提前三章十五至十六节陈明，基督是神显现于肉体。…不仅主耶

稣过去是神显现于肉体，今天召会也该是神显现于肉体。…十六节的

“敬虔”这辞，意思是“像神”。因此，本节指明人可以有神的样子、

彰显和显现。本节上下文里“敬虔的奥秘”这辞，意思是神在祂的奥

秘里得以显现并彰显于肉体—人。…从“敬虔的奥秘”转到“祂”，

含示神在肉体的显现，基督，就是敬虔的奥秘（西一 27，加二 20）（新

约总论第十二册，二一七页）。 

信息选读 
神的显现首先是在基督里，那是在肉体里个别的彰显（提前三 16，

西二 9，约一 1、14）。新约不是说，只有神的儿子成为肉体，乃是启

示神显现于肉体，指明完整的神—父、子、灵—成为肉体。因此，基

督成为肉体就是整个神显现于肉体。…根据约翰福音，话，就是神，

成为肉体（一 1、14）。…那成为肉体的话—神显现于肉体—乃是神在

肉体里的解释、说明和彰显（18）。显现于肉体的神，不仅是子神，乃

是整个的神—父、子、灵。 
神显现于肉体，是借着成为肉体和为人生活（1、14）。“于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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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在人的样式和样子里（罗八 3，腓二 7～8）。基督是以人的形状

显在人前（林后五 16），然而，祂乃是神显在人的身上。 
当祂这神人活在地上的时候，祂所过的生活不是凭祂属人的生命，

乃是凭祂神圣的生命。祂所过的为人生活，不是凭着祂的人性，乃是

凭着祂的神性。祂是个神人，但不是凭人的生命活着，乃是凭神的生

命活着。所以祂的为人生活不是凭属人的生命活出来，乃是凭神圣的

生命活出来的。祂是一直拒绝祂属人的生命，把祂属人的生命一直摆

在十字架底下而活着。从祂在地上生活的头一天开始，祂就过着被钉

死的为人生活，不是凭祂属人的生命，乃是凭祂神圣的生命。祂的为

人生活不是彰显人性，乃是彰显神性，使神圣的属性成为人性的美德。

这就是保罗在提前三章所说，基督是神显现于肉体（16）的意思。 
〔基督〕在地上的日子，一直把自己摆在十字架上。祂留在十字

架上受死，好叫祂能凭神活，不是彰显人，乃是使神圣的属性成为人

性的美德，而彰显神。…今天我们是祂的复制品，所以我们该过同样

的生活。…跟从耶稣就是要过神人的生活，不凭属人的生命，乃凭神

圣的生命，好叫神能彰显或显现于肉体，使祂神圣的属性成为人性的

美德。这就是跟从基督的内在意义。我们这些神人必须过一种生活，

不是凭我们自己，乃是凭另外一位；不是凭我们属人的生命，乃是凭

祂神圣的生命；不是彰显我们自己，乃是彰显祂的神性，使祂神圣的

属性全都成为我们人性的美德（新约总论第十二册，二一七至二一九

页）。 
参读：新约总论，第十三、三百六十三篇；神经纶的要素，第五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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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周五 
晨兴喂养 

弗二 19“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寄居的，乃是圣徒同国之民，是神

家里的亲人。” 

一 23“召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当主耶稣在地上时，祂一切的行事都彰显神圣的属性，作为祂人

性的美德。祂美德的彰显就是神显现于肉体。就外面说，人看见祂是

拿撒勒的耶稣，但祂乃是神显现于肉体。譬如，在主耶稣给五千人吃

饱之后，有许多零碎留下。…但主指示祂的门徒，把剩下的零碎收拾

起来，免得有糟蹋的（约六 12）。所有的零碎收拾起来后，一切都清

洁整齐。这就是这位复活者（十一 25）的美德。主把东西整齐地留在

坟墓里，这也是祂复活的见证（二十 7）。我们操练我们的灵，在复活

里作事，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美德的展示。这些基督徒的美德乃是神圣

属性的彰显，也是神在肉体里的显现。这是神在人里的生活（新约总

论第十二册，二二○页）。 

信息选读 
〔在召会生活中〕我们虽然在肉体里，却不该凭肉体活着。我们

乃该在复活里并凭复活活着，使神在我们的生活里活着，使我们能在

祂那作了我们美德的属性上成为祂，使祂得以显现。 
不仅作头的基督自己是神显现于肉体，连作基督身体和神的家的

召会也是神显现于肉体—敬虔的奥秘。根据上下文，提前三章十六节

的“敬虔”不仅是指虔诚，乃是指神活在召会中，就是那是生命的神

在召会中活了出来。基督和召会，二者都是敬虔的奥秘，在肉体里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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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神。召会生活乃是神的显出；因此，敬虔的奥秘就是正当召会的生

活（林前十四 24～25）。神显现于召会—神的家和基督的身体—就是

祂在肉体里扩大的团体彰显（弗二 19，一 22～23）。 
神显现于肉体，开始于基督在地上的时候（约十四 9）。神显现于

肉体，在召会中延续；召会是神显现于肉体的扩增、扩大和繁殖（提

前三 15～16）。这样的召会就成为基督是神显现于肉体的延续—基督

从召会活出，成为神在肉体的显现。这是照着新约成为肉体的原则，

神以一种更广泛的方式显现于肉体（林前七 40，加二 20）。成为肉体

的原则是，神自己进到人里面，与人调和，使人与神自己成为一（约

十五 4～5）。成为肉体的原则，意思是指神性被带到人性里，而在人

性里作工（林前六 17，七 40，提前四 1）。敬虔的极大奥秘乃是神成

为人，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以产生一个团

体的神人，使神显现于肉体（罗八 3，一 3～4，弗四 24）。 
神已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与祂成为一，并使祂与我

们成为一。林前六章十七节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我们在神圣的生命、神圣的性情、神圣的元素和神圣的素质上，与神

一样，但无分于神格。今天我们就是神能在其中显现的肉体。神要显

现于肉体，但我们需要领悟，神绝不能借着肉体显现。肉体只是瓦器，

不是完成神显现的关键。神显现于我们身上的关键，乃是我们的灵（新

约总论第十二册，二二○至二二二页）。 
参读：神人，第一至二章；提摩太前书生命读经，第三、六篇；

提摩太后书生命读经，第七至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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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周六 
晨兴喂养 

林前十四 25“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面伏于地敬拜神，宣告说，

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 

弗四 24“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

创造的。” 

保罗在提前四章七节…对我们说，我们应该操练自己以至于敬虔。

操练自己以至于敬虔，就是操练我们的灵，使我们能彰显敬虔的奥秘—

神显现于肉体。保罗在提后一章六至七节的话也指明这事，说，“为

这缘故，我提醒你，将那借我按手，在你里面神的恩赐，再如火挑旺

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能力、爱、并清明自

守的灵。”…主耶稣这敬虔的奥秘既在我们灵里〔四 22〕，我们要彰

显并实行这奥秘，就需要借着操练我们的灵，操练自己以至于敬虔（新

约总论第十二册，二二二页）。 

信息选读 
我们作任何事之前，应该操练我们的灵。这样，我们的灵就会引

导我们，凡我们所作的都是敬虔，就是神显现于肉体。这就是操练自

己以至于敬虔。我们在一切事上，都需要操练自己以至于敬虔。我们

说话之前，应该操练灵以至于敬虔。因此，我们必须照着我们的灵生

活、行事、过日常生活并为人（罗八 4）。保罗劝勉提摩太，要为有权

位的祷告，“使我们可以十分敬虔庄重的过平静安宁的生活。”（提前二

2）我们若是敬虔的，这就会影响我们对于挂在卧室里图画的选择，影

响我们的衣着，影响我们的发型，并影响我们的言谈。里面敬虔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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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有一种外在的表现。这种敬虔的彰显就是一个见证，对于那些遇见

我们的人，有一种冲击力。无论我们说什么，无论我们作什么，无论

我们穿什么，都该给人一种印象，有神在我们身上显现。 
在召会生活中，该有神显现于肉体。要有这样的光景，召会里必

须有神与人荣耀的联结。我们里面应当有神，但神显现于肉体，乃是

借着并在正常、正当的人性里彰显出来。所有在召会生活里的弟兄姊

妹，无论长幼，行事为人都当合宜，合乎他们的年龄；不该有虚假，

而该在人性和神性上都是真诚的。 
召会作为神的家，就是这位活神成为肉体，显现于肉体。在四卷

福音书里，神是在基督耶稣个人身上显现于肉体；然而到了提前三章，

神显现于肉体乃是团体的，是显现于整个召会的。 
基督是神显现于肉体，但召会也是这样。我们是召会，而我们仍

在肉体里。当我们在灵里一同聚会时，神就在我们中间显现；这就是

神显现于肉体。元首基督怎样是神显现于肉体，祂的身体也照样是神

显现于肉体。倘若全召会聚在一处，情形正确，不信的人进来，“就

必面伏于地敬拜神，宣告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林前十四 23～
25）。每当召会正确地聚在一处，神的同在就被人所知悉。我们承认自

己仍是肉体，但活在我们灵里的神要显现、彰显于我们的肉体。这显

现必须不仅是个人的，更是团体的。因着正确的召会生活是神团体地

显现于肉体，所以活神的召会乃是终极完成之敬虔的奥秘。召会要成

为神在肉体的团体彰显，召会中的每一位都必须被变化（林后三 18）
（新约总论第十二册，二二二至二二四页）。 

参读：如何治理召会，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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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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