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作… 基督與我們的關係 生命的經歷

基督作王
國度子民與寶座的關係
(不受管治接受管治)

除去帕子、無虧/清潔的良心
主的同在、生命中作王

基督作主
救贖的關係

(舊造新造)

生命的救贖、向著主而活
神聖的遷移

基督作頭
身體的關係

(生機聯結 vs 組織)

(脫離宇宙性崩潰亂堆)

進入基督榮耀的身體
率先歸一於元首之下

持定元首、生命長大(輸供)

基督作丈夫
個人、情深(情愛)的關係

(活的人位 vs 宗教)

生命的複本、愛的發展
私下(追求)、屬靈(內室)

基督作
終極完成

神人完全聯調為一
(個人的團體的)

預備新婦、新耶路撒冷
終極團體新造的彰顯

2021年秋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應付神的需要和主恢復中當前的需要

第八篇
接受、經歷並享受基督作我們的王、我們的主、我們的頭和
我們的丈夫，爲着建造基督的身體，以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
(Taking, Experiencing, and Enjoying Christ as Our King, Our Lord, Our Head, and Our 

Husband for the Building Up of the Body of Christ to Consummate the New Jerusalem)

1



我們必須(must)接受、經歷並享受基督作我們的王：
我們屬靈經歷中的最高點乃是有清明的天，其上有寶座：
結1:26 在他們頭以上的穹蒼之上，有寶座的樣式，像藍寶石的樣子

；在寶座的樣式以上，有一位的樣式好像人的樣子。
[藍寶石是藍色的，藍是天的顏色，指明神管治的同在有屬天的情形、氣氛和光景]
出24:10 他們看見以色列的神，祂腳下彷彿有平鋪的藍寶石，像天本身一樣明淨。
林後3:16 但他們的心幾時轉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
• 我們基督徒有那一種的天，乃在於我們的良心；我們的良心是與我們的天相聯的。
• 當我們與主之間[對神]，並和彼此之間[對人] ，一無間隔的時候，我們的天就明如水
晶，我們就不僅有無虧的良心，也有清潔的良心。

徒24:16 我[保羅]因此操練自己，對神對人常存無虧的良心。
提前1:19 持守信心和無虧的良心；有人丟棄這些，就在信仰上猶如船破，
太5: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看見神。

寶座是宇宙的中心並主管治的同在；我們靈裏的寶座，事實上就是基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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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若有清明的天，就有寶座，我們自然而然就在寶座的管治和掌權之下；神在我們
裏面有寶座，意思就是神在我們裏面有地位掌權。

• 在清明的天以上有寶座，乃是讓神在我們基督徒生活中有最高、最顯著的地位；屬靈
經歷中達到在清明的天以上有寶座這點，意思就是在凡事上完全服從神的權柄和行政。

神所要的乃是藉着人彰顯祂自己，並藉着人來掌權；祂要人彰顯祂，並執行祂
的權柄；神完全的救恩是要使我們藉着洋溢之恩，並洋溢之義的恩賜，在生命
裏得救，並在生命中作王—創一26，啓十一15，三21，二二3～5，羅五17，21。

※[壹] 基督作王—寶座管治、良心無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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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1:26 神說，我們要按着我們的形像，照着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
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羅5:10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著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既已和好，就
更要在祂的生命裡得救了。

羅5:17 若因一人［亞當］的過犯，死就藉着這一人［亞當］作了王，那些受洋
溢之恩，並洋溢之義恩賜的，就更要藉着耶穌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

羅5:21 使罪怎樣在死中作王，恩典也照樣藉着義作王，叫人藉着我們的主耶穌
基督得永遠的生命。

羅8:2 因為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已經釋放了我，使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

羅16:20 平安的神快要將撒但踐踏在你們的腳下。願我們主耶穌的恩，與你們同
在。

啓11:15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
國，祂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啓3:21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
上與祂同坐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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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需要燈光日光，因爲主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
王，直到永永遠遠。 3



我們必須接受、經歷並享受基督作我們的主：
我們必須是向主活(live to the Lord)的人，而非僅是爲(for)主活：
林後5:15並且祂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向自己活，乃向那替他們死而復活者活。
• 原來基督的愛困迫(to constrain, 約束)我們，意卽強加限制，將我們限於一條線和一個目
的，如同在有牆的窄路上；使徒們乃是這樣受困迫，不再向自己活，乃向主活。

林後5:14 原來基督的愛困迫我們，因我們斷定：一人旣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
• 向自己活，意卽受自己的控制、指引與管理，關心自己的目的和目標；但使徒們懷着
雄心大志，要向主活，以討主的喜悅—9，14～15節，西一10，來十一5～6。

• 基督的愛困迫我們向主活；向主活，意卽完全服在主的管制、指引並管理之下，願意
履行祂的要求，滿足祂的渴望，並完成祂所要作的。

• 保羅不是作甚麼工以討主的喜悅，他乃是在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向主活；照樣，我
們今天也不該討自己的喜悅，乃該向主活，以討主的喜悅，所作一切都必須向祂作的。

『我們若活着，是向主活；若死了，是向主死。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
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爲要作…主』—羅十四8～9：
• 基督爲着我們法理的救贖死在十字架上，又爲着我們生機的救恩在復活裏活在我們裏
面，使祂得以作內住的主，我們靈裏的主靈，就是在我們裏面管治的那一位。

• 我們是用基督之寶血的重價買來的，所以我們『是主的人』，（8，）應當一直高舉祂
爲主，讓祂在我們的生活和工作中居第一位；我們是爲着主的工作在主裏勞苦的人，
主的工作就是職事[事奉]的工作，要建造基督生機的身體—弗四11～12。

 『我們不是傳自己，乃是傳基督耶穌爲主，也傳自己爲耶穌的緣故，作你們
的奴僕；』（林後四5；）除了基督之外，在信徒中間不該有別的主；所有的
人都該是僕人，甚至是奴僕。（彼前五3，太二十26～27，二三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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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基督作主—我們是主的人，向主活 vs 向自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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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
主耶穌從死人中復活，這是復活的大能。復活是不得了的能力；這
能力叫人死了、埋了，還能彀復活起來。

弗一20

第二重
祂[升天]在諸天界裏，坐在神的右邊，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
有能的、主治的、以及一切受稱之名，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
都在內。這是超越的大能。[造2385 為著召會生活接受基督作人位]

弗一21

第三重 將萬有都服在祂的腳下，這是征[歸]服的大能，把萬有都征服了。
弗一22

第四重 祂向著召會作萬有的頭，這是管治[歸一]的大能。

我們必須接受、經歷並享受基督作我們的頭：
我們在基督裏歸一於一個元首之下，要拯救我們脫離那由天使的背叛和人的背
叛所引起，在死亡和黑暗裏宇宙性崩潰的亂堆；信徒有分於基督將萬有歸一於
一個元首之下，乃是藉着(by)樂意在召會生活中歸一於元首之下(head up)，藉着
(by)在生命中長大，並藉着活在基督的光之下。

弗1:10 爲着時期滿足時的經綸，要將萬有，無論是在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
督裏歸一於一個元首之下；

持定(hold)基督作頭，不只是以祂作我們獨一的權柄，更要親密的聯於祂(stay

intimately connected to Him)，使祂的豐富和生命供應得以分賜到我們裏面，使我
們以神的增長而長大，在一切事上長到祂裏面，並且本於祂而盡功用，全身便
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西二19，弗四15～16。

西2:19 …持定元首；本於祂，全身藉着節和筋，得了豐富的供應，並結合一起，就以神的增長
而長大。弗4:15惟在愛裏持守着真實，我們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長到祂，就是元首基督裏面；

※[叁] 基督作頭—屬天超越的輸供得著基督榮耀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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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傳輸到我們裏面，神那超越浩大的能力，乃是超越的基督自己作三一神的四重大能
(林前一24)；正常、真正、正確並真實的召會來自於這四重的大能—復活的大能、升天
的大能、[萬有]歸服的大能和[召會]歸一的大能—以建造召會作祂的身體 (弗一19～23)：

弗1:19 以及祂的能力向着我們這信的人，照祂力量之權能的運行，是何等超越的浩大，
弗1:20 就是祂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使祂從死人中復活，叫祂在諸天界裏，坐在自己的右邊，

弗1: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以及
一切受稱之名，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在內，

弗1: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着召會作萬有的頭；
弗1:23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 『向着召會』(22)指明神的能力，包括三一神所經過的一切，已經一次永遠的放在我
們裏面，並且還要繼續不斷的傳輸到我們裏面，使我們豐富的享受基督，並過正當的
召會生活，有基督身體的實際。

• 超越之基督的輸供將三一神在基督裏所成就、所達到並所得着的，都傳輸(transfuse into)

到那作基督身體的召會裏；這不僅是爲着產生召會，更是爲着生長、建立並建造召會。

我們必須求父用這四重的大能，使我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使基督藉着信
，安家在我們心裏—三16～17，一19～23。

弗3:16 願祂照着祂榮耀的豐富，藉着祂的靈，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
弗3:17 使基督藉着信，安家在你們心裏，叫你們在愛裏生根立基，

神能照着運行在我們裏面的四重大能，極其充盈的成就關於召會作基督身體的
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使神在召會中得着榮耀—三20～21。

弗3:20 然而神能照着運行在我們裏面的大能，極其充盈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弗3:21 願在召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榮耀歸與祂，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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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 我們在基督裡的地位 (弗一1~三21)

行 我們在世上的生活 (四1~六9)

站 我們對仇敵的態度 (六10~24)



我們必須接受、經歷並享受基督作我們的丈夫：
雅歌中的羅曼史描繪我們與主的關係必須是個人的(personal)：
歌1:4 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

※[肆] 基督作丈夫—個人、情深、私下、屬靈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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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榜樣 事 例

亞伯拉罕 是神的朋友，爲着神的願望

摩西 是神的同伴(companion)，爲着神的權益

大衞和亞薩 他們在神的殿中，並爲着神的殿尋求神發光的臉

主耶穌 不斷活在神的同在中

彼得
主恢復他對主的愛，使他餧養主的羊，並使他不信靠自己天然的力量，
跟隨主直至殉道

保羅 他被基督的愛所困迫，活在基督面前，作基督的大使，討基督喜悅

Personal [所有權]

Private [有秘密的含意]

賽41:8 惟你以色列我的僕人，雅各我所揀選的，我朋友亞伯拉罕的後裔；
出33:11上耶和華與摩西面對面說話，好像人與同伴(companion)說話一般。
詩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祂

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大衛]
詩80:19 耶和華萬軍之神阿，求你恢復我們，使你的臉發光，我們便要得救。[亞薩]
約8:29 那差我來的是與我同在，祂沒有撇下我獨自一人，因爲我始終作祂所喜悅的事。
約21:17 耶穌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彼得因爲耶穌第三次對他說，

你愛我麼？就憂愁，對耶穌說，主阿，你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
他說，你餧養我的羊。

林後5:9 所以我們也懷着雄心大志，無論是在家，或是離家，都要討主的喜悅。



雅歌中的羅曼史描繪我們與主的關係必須是情深的(affectionate, 親熱的/深愛的)：
歌1:2 願他用口與我親嘴！因你的愛情比酒更美。
• 住在我們裏面的主，乃是我們的父，恩典是我們的母。
• 住在我們裏面的主，乃是我們的丈夫(太九15，林後十一2～3)和我們的弟兄。(約二十17，
羅八29。)

• 住在我們裏面的主，乃是我們的朋友(太十一19，約十五12～17)和我們的策士。(賽九6。)

• 住在我們裏面的主，乃是我們的辯護者、(約壹二1、)我們的保惠師(約十四16，十六7，
13)和我們的牧者。(詩二三1，彼前二25。)

雅歌中的羅曼史描繪我們與主的關係必須是私下的(private vs public)：
歌1:3 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來的香膏，所以眾童女都愛你。
歌1:4 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
太6:5上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因為他們愛站在會堂裡，並十字街口

禱告，為要叫人看見。[public]
太6:6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密室，關上門，禱告你在隱密中的父，你父在隱密中察看

，必要報答你。[private]
• 我們必須接觸主，私下花時間以祕密、確定、有功效的方式親近主，向祂敞開我們全
人，讓祂光照並注入，使我們能因神發光，將神照耀出來。

• 我們必須經歷並享受基督作我們的隱密處、我們的住處、和我們知足的祕訣。
• 我們碰到一切的問題，都該和主商量；我們必須把每件事都帶到主面前，在祂面前並
在與祂的交通裏來考慮、審核並定規事情—參書九14。

• 每一個信徒從這一面來說，都要輭弱到一個地步，每逢碰到一件事的時候，他沒法主
張，不敢定規，不能去作，必須和主先接觸過，先商量過，讓祂來定規；這纔是基督
徒最甜美的生活—林後十二9～10。

• 我們別無選擇，一切都得和神交通，一切都得和祂商量，一切都得讓祂來處理，一切
都得讓祂來說話，一切都得由祂來主張；在基督徒身上，每一時刻，每一件事，都依
賴另一位—神—乃是榮耀的—腓四5～7，箴三5～6，林後一8～9。 8



雅歌中的羅曼史描繪我們與主的關係必須是屬靈的—一4下：
歌1:4 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
• 基督眷臨我們是屬靈的，因爲祂是賜生命的靈在我們的靈裏；我們的靈是至聖所，是
那是靈之基督的內室，祂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林前十五45下，羅八16，林前六17，
提後四22，啓十七14，十九16。

• 在以弗所書保羅給我們看見，爲着接觸並享受基督以建造基督的身體，我們必須操練
我們的靈—一17，二22，三5，16，四23，五18，六18。

弗1:17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賜給你們智慧和啓示的靈，使你們充分的認識祂；
弗2:22 你們也在祂裏面同被建造，成爲神在靈裏的居所。
弗3:5 這奧祕在別的世代中，未曾給人們的子孫知道，像如今在靈裏啓示祂的聖使徒和申
言者一樣；
弗3:16 願祂照着祂榮耀的豐富，藉着祂的靈，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
弗4:23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
弗5:18 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放蕩，乃要在靈裏被充滿，
弗6:18 時時在靈裏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醒，且爲眾聖徒祈求，
• 在羅馬書保羅強調，我們所是的一切，（二29，八5～6，9，）所有的一切，（10，

16，）和向神所作的一切，（一9，七6，八4，13，十二11，）都必須在我們的靈裏。
• 正在尋找真實的敬拜者，就是那些操練他們的靈，喝活水以接觸是靈的神的人；喝活
水就是對神真正的敬拜—約四23～24，10，14，七37～38，賽十二1～6。

約4:23 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在靈和真實裏敬拜祂，因為父尋找這
樣敬拜祂的人。

約4:24 神是靈；敬拜祂的，必須在靈和真實裏敬拜。
• 我們必須建立一個習慣，不斷操練我們的靈，在聖靈裏禱告，保守自己在神（父）的
愛中，等候我們主耶穌基督（再來的子—提後一16～18）的憐憫，以至於永遠的生命
（成爲永遠生命的總和—新耶路撒冷）—猶19～21。 9



接受、經歷並享受基督作我們的王、我們的主、我們的頭和我們
的丈夫，乃是爲着建造召會作基督的身體，以終極完成新耶路撒
冷—太十六18，弗四11～12，16，啓十九7，二一2。

太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她。
弗4:12 爲要成全聖徒，目的是爲着職事的工作，爲着建造基督的身體，
啓19:7 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耀歸與祂；因爲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豫備好了。
啓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

丈夫。

※[伍] 神永遠的定旨/心意—生命建造的終極完成

神 人
靈
關
係

王

主

頭

丈夫

父

母

弟兄

朋友

策士

辯護者

保惠師

同伴

牧者

大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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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數 篇 題

第一篇 神在今時代的需要

第二篇 神的喜悅

第三篇 需要發展我們在主裏的信和我們對祂的愛

第四篇 禱告吸取神並發表神—藉着和神作朋友的禱告，使我們能與神同工

第五篇
我們需要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在靈的新樣裏服事，並且裏面的

人日日得更新

第六篇
進入基督天上職事裏美妙的牧養，作神的奴僕牧養神的召會，使神的

夢得着應驗

第七篇
我們需要經營包羅萬有的基督，好得着出產，在召會中展覽基督，並

得着基督的富餘帶到召會聚會中，而團體的敬拜我們的父神

第八篇
接受、經歷並享受基督作我們的王、我們的主、我們的頭和我們的丈

夫，爲着建造基督的身體，以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
11

2021年秋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應付[滿足]神的需要和主恢復中當前的需要
(Meeting God’s Need and Present Needs in the Lord’s Recovery)



2021年感恩節特會
活在神聖三一裏並與神聖三一同活

篇數 篇 題

第一篇
在神聖行動裏並在我們經歷中，神聖的經綸 連同神聖
三一的神聖分賜

第二篇 活在神聖三一裏（一）住在基督這真葡萄樹裏

第三篇
活在神聖三一裏（二）活在神聖三一裏—藉着享受基督
作生命的供應，藉着活基督以顯大祂，並藉着我們靈裏
主耶穌的恩典

第四篇
與神聖三一同活（一）與基督這以馬內利同活，並有復
活的基督活在我們裏面

第五篇 與神聖三一同活（二）神在我們裏面運行

第六篇 與神聖三一同活（三）豐滿的經歷並享受神聖的三一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