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召會生活之恢復極重要的因素 

第一篇 因素一：與主合作帶進新的復興，以終結這個世代 

第二篇 因素二：緊緊跟隨那藉着時代的職事所得時代完整的異象 

第三篇 
因素三：召會是在三一神裏，眾地方召會作基督身體的彰顯，以及眾 

                聖徒在身體的感覺裏實行召會生活 (地位性質、立場、實行) 

新的復興 —照著我們所看見之異象(神新約的經綸a)來實行召會生
活，活出並作出新耶路撒冷，完成神永遠的經綸好終結這世代。 
a神新約的經綸：三一神藉基督分賜人(三部分)基督身體新耶路撒冷 

(真理)達到神聖啟示的高峰、(生活)實行神人生活、(團體擴增)按著神牧養 

第四篇 因素四：基督的身體和地方召會中的權柄 

第五篇 因素五：眞正的同心合意 

第六篇 因素六：爲着我們生命的長大並事奉上的用處，對付我們天然的個性 

第七篇 因素七：相調爲着基督身體的實際 

第八篇 
因素八：在恢復的召會中過得勝的生活，以終極完成神聖的經綸並成 

                爲新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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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生活與召會生活極重要的原則 

神的經綸乃是要得著基督並基督的擴展，這由

葡萄樹及其枝子的圖畫所描繪：基督是葡萄樹 

，我們是枝子。因此，基督徒的生活是每天來
到主和主的話跟前，禱讀 取用話，使我們正確

的住在基督裏，而活基督，長基督，並產生基
督。為此，我們需要看見關於召會的三項基要
真理：『召會就是基督，基督是召會的一切，
又在一切之內；』『召會真正的一乃是基督； 

』『召會是生機體，不是由階級制度產生的組
織，而是以基督作生命和獨一的元首所構成
的。』看見並認識這些極重要的原則，能給我

們的基督徒生活和召會生活立下美好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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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二） 2 

(李常受文集一九七八年第二冊) 



中文 英文 希臘文 

權柄 Authority 
(01849) exousia {ex-oo-see'-ah} 

 

一、決定或處置個人所屬物之主權「抉擇的自由與權力」 

羅9:21 窰匠難道沒有權柄，從同一團泥裏，拿一塊作成貴重的器皿，又拿一塊 

             作成卑賤的器皿麼？ 

二、作某事之「能力，才能，才幹，力量」。  

可1:22 眾人都驚訝祂的教訓，因為祂教訓他們，像有權柄的人，不像經學家。 

三、指官長或其他在位者因職位而有的權能。 

徒19:10 彼拉多對祂說，你不對我說話麼？你豈不知我有權柄釋放你，也有權 

               柄把你釘十字架麼？ 

徒19:11 耶穌回答說，若不是從上頭賜給你的，你就毫無權柄辦我；所以把我 

               交給你的那人，罪更重了。 

2021年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召會生活之恢復極重要的因素 

第四篇 

因素四：基督的身體和地方召會中的權柄 
(The Factor of Authority in the Body of Christ and 

in the Local Chu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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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至高的權柄；祂有一切的權柄—羅九21～22： 
羅9:21 窰匠難道沒有權柄，從同一團泥裏，拿一塊作成貴重的器皿，又拿一塊作成卑賤的 

            器皿麼？ 

神的權柄實在就是神的本身；權柄是出自於神自己的所是。(愛、光、聖、義) 

所有的權柄—屬靈的、地位的、和行政的—都是來自於神。(天上與地上) 
林後10:8 主賜給我們的權柄，是爲建造，並不是爲拆毀你們，我卽使爲這權柄稍微過多 

                  的誇口，也不至於慚愧。 

約19:10 彼拉多對祂說，你不對我說話麼？你豈不知我有權柄釋放你，也有權柄把你釘十 

               字架麼？ 

約19:11 耶穌回答說，若不是從上頭賜給你的，你就毫無權柄辦我；所以把我交給你的那 

               人，罪更重了。 

認識 (Knowing,主觀的)權柄是裏面的開啓 (inward revelation)，不是外面的教導。 
徒22:6 我將到大馬色，正走的時候，約在中午，忽然從天上發出大光，四面照著我， 

徒22:8 我回答說，主阿，你是誰？祂對我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穌。 

徒22:9 與我同行的人看見了那光，卻沒有聽明 (意即聽懂)那對我說話者的聲音。 

徒22:12 有一個人名叫亞拿尼亞，按著律法是虔誠人，爲一切住在那裏的猶太人所稱讚。 

徒22:13 他到我這裏來，站在旁邊對我說，掃羅弟兄，你看見罷。我當時一看，就看見了 

               他。 

徒22:14 他又說，我們祖宗的神豫先選定了你，叫你認識祂的旨意，又得見那義者，且得 

               聽祂口中所出的聲音； 

徒22:15 因爲你要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向萬人爲祂作見證。 

徒22:16 現在你爲甚麼躭延？起來，呼求著祂的名受浸，洗去你的罪。 

※誰是(有)權柄?—神是造物者有至高並有一切的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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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約中，基督的元首權柄已完全建立起來 
主耶穌是一個在權柄之下的人；祂降卑自己，行父的旨意，順從至死，且死在
十字架上—太八9，約四34。(降卑成為肉體被釘十字架) (主順從權柄的榜樣) 

約6:38 因爲我從天上降下來，不是要行我自己的意思，乃是要行那差我來者的意思。 
腓2:7 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僕的形狀，成爲人的樣式； 
腓2:8 旣顯爲人的樣子，就降卑自己，順從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主在神性裏爲神的獨生子，已經有管理萬有的權柄；然而，祂在人性裏爲人子
，作屬天之國的王，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是在祂復活之後賜給祂的。(復活) 

太28: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徒2:36 所以，以色列全家當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祂為主 
            為基督了。 

 神所高舉的耶穌現今作爲地上君王的元首 (Ruler, 統治者/管理者)，乃是所有掌權
者的元首；祂是神聖行政裏至高的元首(chief Ruler)，以完成神永遠的計畫—徒
二23，36，五31，啓一5。(高舉) 

徒5:31 這一位，神已將祂高舉在自己的右邊，作元首，作救主，將悔改和赦罪賜給以色列 
            人。 
啓1:5 並從那忠信的見證人、死人中的首生者、爲地上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祂愛我們，用自己的血，把我們從我們的罪中釋放了； 

 在基督的升天裏，神使祂成爲召會身體獨一的頭，並使祂就職作宇宙的頭；全
宇宙的頭乃是耶穌—西一18，徒二36，弗一22～23。(升天) 

西1:18 祂也是召會身體的頭；祂是元始，是從死人中復活的首生者，使祂可以在萬有中居 
            首位；(在召會，神的新造裡居首位) 
弗1:22~23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著召會作萬有的頭；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 
                   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基督乃是向著祂的身體，召會，作萬有的頭。) 5 



基督是團體身體(召會)的頭，也是所有個別信徒的頭；祂是我們
各人直接的(directly of every one)頭，我們都在祂的權柄之下(under)： 

林前11:3 ..你們知道，基督是各人的頭 (the head of every man)，男人是女人的頭，神是基督的頭。 

(使徒對付哥林多人在神行政管理中作頭的問題與難處時，首先關切的是基督與神的作頭問題) 

基督作頭，就是祂在身體上有一切的權柄—羅九21，23，太二八18： 
• 身體不能任意動，是頭有命令纔動；指揮身體及其眾肢體的權柄是操之於頭。 

我們是不是服在元首的權柄之下，就可以證明我們有沒有認識身體的生命： 
弗4:15 惟在愛裏持守著真實，我們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長到祂，就是元首基督裏面； 

弗4:16 本於祂，全身藉著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著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 

            聯絡在一起，並結合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 

• 身體只能有一個頭，只能服從(submit)一個頭—一18。 

• 惟有基督是獨一的元首，我們必頇服從祂，尊榮並見證神所高舉之基督獨一的元首權
柄—弗一22～23，太二三8～12。(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著召會作萬有的頭) 

爲着在身體裏生活，我們需要認識 (recognize)身體中的權柄—西一18，二19： 
• 關於身體中的權柄，首要的就是元首的權柄貫通(flowing throughout)全身體： 

當我們直接服從元首的時候，我們也必頇顧到身體；若說我們是服從元首權柄，卻不
顧到身體，這是不可能的。惟有主是我們的頭，只有祂有權柄指揮祂身上肢體的行動。 

• 在身體裏，長老和使徒是代表的權柄 (deputy authorities)，執行元首的權柄(the authority)： 

林前12:28 神在召會中所設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申言者，第三是教師；其次是行異 

能的，再次是得恩賜醫病的，幫助的，治理的，說各種方言的。(是恩賜上而非組織上的次序) 

一面，眾肢體直接服從元首；另一面，眾肢體也要服從元首的代表—弗五24上，來十三

17。(你們要信從那些帶領你們的，且要服從；因他們為你們的魂儆醒，好像要交賬的人) 

※基督的元首權柄成為身體以及眾肢體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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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的秩序(order)來自(comes out)召會中的權柄—尊重(the honoring 

of…)基督獨一的元首權柄—西一18，腓一1： 
西1:18 祂也是召會身體的頭；祂是元始，是從死人中復活的首生者，使祂可以在萬有中居 

            首位； 

腓1:1 基督耶穌的奴僕，保羅和提摩太，寫信給所有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穌裏的聖徒，同 

     (with, 意即召會只有一班人)諸位監督 (長老所盡的功用)和諸位執事 (地方召會中，在監督指 

             導下服事的人)：(這節指明在腓立比的召會很有秩序) 

召會裏沒有人的組織 (human organization)，卻有屬靈的秩序。 
林前14:40 凡事都要端正得體的按著次序行。[註1] 

召會的頭是主基督，召會中的權柄是基督的作頭—太二八18，西一18。 
太28: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召會中應當有秩序，但這秩序來自基督的作頭—弗一22～23。 
弗1: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著召會作萬有的頭； 

我們惟有服從基督獨一的元首權柄，纔能真實的實行召會生活—西一18，二19： 
西2:19 不持定元首；本於祂，全身藉著節和筋，得了豐富的供應，並結合一起，就以神的 

            增長而長大。 

• 召會中的秩序來自於基督的作頭實際的被我們實現出來—林前十一3，16，弗一22。 

• 在召會中，我們若不是實際的將基督的作頭實現出來，而有屬靈的秩序，我們就不可
能實行真實的召會生活 —林前十一3，十四40[註1]。 

[要完成這樣高的目的，我們天然的生命是無用的。正當的召會生活，需要經歷釘十

字架的基督，以了結我們的己，並經歷在復活裡的基督，作我們每日的聖別和救贖。] 

※認識召會中屬靈的秩序—基督作頭 (藉服權柄帶進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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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召會中，神的權柄由使徒和長老所彰顯並代表(is expressed and 

represented)—彼前五1～3： 
彼前5:1 所以，我這同作長老，作基督受苦的見證人，並同享那將要顯出之榮耀的，勸你 
              們中間作長老的人， 
彼前5:2  務要牧養你們中間神的羣羊，按著神監督他們，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 
                不是爲著卑鄙的利益，乃是出於熱切； 
彼前5:3 也不是作主轄管所委託你們的產業，乃是作羣羊的榜樣。 

神分派(has appointed, 任命)長老和使徒在召會中作權柄—徒十四23。 
徒14:23  二人在各召會中爲他們選立了長老，又禁食禱告，就把他們交託所信入的主。 

使徒和長老在他們自己裏面並沒有權柄，他們只有站在元首的權柄底下時
(stand under)，纔有權柄；他們是代表元首的權柄而在召會中執行權柄。(代表) 

神爲着顯明(manifest)祂在召會中的權柄，就在各地方召會中設立長老來代表
(representing)並彰顯(expressing)祂的權柄 —23節，多一5：(彰顯) 
• 在宇宙召會裏有使徒的職分，這職分賦與(gives)使徒地位和權利(the position and the 

right)，爲着地方召會的行政設立長老(to appoint elders)—林前十二28，徒十四23，多一5。 
• 在使徒選立長老時，聖靈與他們是一；使徒選立長老是照着聖靈的引導—徒二十28。 

徒20:28 聖靈立你們作全羣的監督，你們就當爲自己謹慎，也爲全羣謹慎，牧養神的召會， 
              就是祂用自己的血所買來的。 
• 長老作監督，主要的責任不是轄管，乃是牧養，給羣羊(就是神的召會)周全柔細的照
顧—徒二十28。 

• 關於長老職分，合乎聖經的原則總是有多位長老；因着長老職分是多數的，就沒有固
定的領頭人，並且能顧到、保守、並尊重基督獨一的元首權柄—十四23，多一5。 

• 在召會生活中，我們要信從那些帶領我們的，且要服從 (來十三17)；我們若不能服從
神所設立的代表權柄，就不能服從神。 

※認識召會中的代表權柄—使徒和長老的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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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召會生活裏有神聖的管理，這管理來自神和羔羊的寶座： 
來4:16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爲要受憐憫，得恩典，作應時的幫助。 

啓4:2 我立刻就在靈裏；看哪，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掌權的) 

啓22:1 天使又指給我看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 

           流出來。 

啓22:2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生產十二樣果子，每月都結出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爲醫 

            治萬民。 

召會中神聖的權柄是爲着讓神將祂自己分賜到我們裏面作生命，作生命的供應 

，並作全豐全足的恩典；只有藉着服從(submit)神的寶座(the throne)，我們纔能
有分於祂流通之恩典全豐全足的源頭(all-sufficient source)。 

希伯來四章十六節之施恩的寶座，就是啓示錄四章之掌權的寶座；到了啓示錄
二十二章一至二節，這寶座成了神和羔羊的寶座，從那裏流出『一道生命水的
河，明亮如水晶』： 
• 這寶座雖然是掌權的寶座，元首的寶座，卻有生命水的河從寶座流出來。 

• 這寶座不僅是神的，更是神和羔羊的寶座，卽神在羔羊裏流出，作爲恩典給我們享受： 

我們絕不該將權柄與恩典分開，或將恩典與權柄分開；恩典與權柄乃是一。 

每當我們來到這寶座前，我們就覺得神的恩典如同江河流到我們裏面。 

• 今天主耶穌不是僅僅憑權柄掌權，乃是藉着祂生命的湧流作恩典，在召會裏，在眾召
會中間，並在眾召會之上掌權—四2～3，五6，七9，二二1～2。 

啓4:2 我立刻就在靈裏；看哪，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 

啓4:3 那位坐著的，顯出來的樣子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又有虹圍著寶座，顯出來的樣子好 

           像綠寶石。 

※召會中神聖的管理(權柄)—供應生命/恩典享受/神聖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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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羔羊的寶座—權柄—不僅是神聖行政的源頭，也是神聖交通的源頭： 
• 在身體裏有權柄和交通這兩條線—林前十一3，十二12～13，18，一9，十16～17。 

林前12:18 但如今神照著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置在身體上了。 

林前1:9 神是信實的，你們乃是爲祂所召，進入了祂兒子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交通。 

林前10:16 我們所祝福的福杯，豈不是基督之血的交通麼？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是基督 

                  身體的交通麼？ 

• 寶座是權柄的事，而湧流的河是交通的事；這交通乃是由那『純金，好像透明的玻璃』
的街道所表徵—啓二一21： 

寶座代表神聖的權柄，從這寶座流出生命水的河，使我們享受神聖的交通—二二1～2。 

在這交通裏，有神聖的權柄；因爲在神的經綸裏，權柄總是與交通並行—林後十8，十
三10，14。 

林前4:21 你們願意怎麼樣？是要我帶著刑杖，還是要我在愛和溫柔的靈裡，到你們那裡去 
林後10:8 主賜給我們的權柄，是爲建造(不是為轄管信徒)，並不是爲拆毀你們，我卽使爲這 
                 權柄稍微過多的誇口，也不至於慚愧。 
林後10:9 我說這話，為免我像是寫信威嚇你們。 
林後13:10 所以我不在的時候，寫這些事，好叫我同在的時候，不必照著主所賜給我的權 
                   柄，嚴厲的待你們；這權柄是爲著建造人，並不是爲著拆毀人。 

林後13: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你們眾人同在。[使徒對哥林多信
徒的祝福指明，要他們有分於、經歷、享受並得著經過過程的三一神，從今時直到永遠。] 
• 爲着在實行上建造地方召會，我們同時需要神和羔羊的寶座，以及生命水的河，明亮
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流在街道中—啓二二1～2。 

啓22:1 天使又指給我看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 
           流出來。 
啓22:2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生產十二樣果子，每月都結出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爲醫 
            治萬民。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