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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 月 29 日在纽约召会 Jamaica 会所有东北众召会
姊妹们一天的相调，鼓励姊妹们拼车前往参加。
二、3 月 7 日周六早上 9-12 点有服事弟兄们每月一次
的成全训练，训练题目为如何读圣经。
三、3 月 13-15 日在 KPCC 有西班牙语特会。
四、3 月 20-21 日在 KPCC 有青年在职圣徒和家庭的交
通聚会。
申命记结晶读经 第六篇 在那地的生活和那地的结果在那地的生活和那地的结果召会作为殿，神的居所，并作为城，神的国
前一篇信息说到，神的子民够资格承受神所应许、那
预表包罗万有之基督的美地。本篇信息说到在那地的
生活和那地的结果。以色列人已经在美地上了，现在
他们需要知道如何在那地上过生活和他们享受那地的
目标。今天神的子民享受那地的结果是召会作为殿，
神的居所，并作为城，神的国；这就是神经纶的目
标。我们在基督这美地上的生活和结果，会完成神永
远的经纶与定旨，所以这是一件极大的事。
一 我们需要看见怎样在神眼中过一种生活，使我们能
享受美地所预表之包罗万有的基督
西一 12 说，基督是在光中所分给众圣徒的分；这节指
明基督乃是美地的实际。我们都有基督作为分给我们
的分，让我们在其上劳苦，天天享受。二 6~7 也说到
基督是美地的实际：“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
耶稣，在祂里面已经生根，并正被建造，……就要在
祂里面行事为人。” 一面说，我们得重生时，就一次
永远地在基督这美地上生了根。另一面说，我们在基
督里生根也是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天天更深地扎根在
基督里，我们要有在基督里的根。我们必须对基督有
隐藏、暗中的经历和享受，使我们能在生命里长大，
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必须花时间吸取祂。如果我们
不知道晨兴时该作什么，我们可以对主说，“主，我
不知道要作什么，但我知道这个时候要享受你，要看
见你，要
你，要被你
。我要 到你面前，
你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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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需要过一种在基督身上经营的生活，就是个人
享受基督的生活，好使我们能团体地享受祂，为着建
造基督的身体，作活神的殿，就是活神的家
造基督的身体，作活神的殿，就是活神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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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祭，是你不愿要的，也是你不喜悦的。’（这些都
是按着律法献的）。后来又说，‘看哪，我来了，是
要实行你的旨意。’可见祂除去那先有的，为要立定
那后来的；我们凭这旨意，借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的献
上身体，就得以圣别。”（7~10）。所以，神的旨意
就是要除去动物的祭牲，然后立定基督为一切祭物独
一的实际，要我们接受祂，得着祂，并天天享受祂。
林前一 9 说，“神是信实的，你们乃是为祂所召，进
入了祂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 要我们喝基
督，吃基督，享受基督，吸取基督，并吸收基督，好
叫神在我们身上得着祂的扩增，完成祂的经纶。这就
是神的信实。
我们必须寻求在每一个处境中享受基督并经历祂（腓
三 7~14）在腓三 8，保罗说，“我也将万事看作亏
损，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保罗以认识
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里的认识乃是属灵的启示。腓
立比书是保罗得救二十六年之后写的。虽然过了二十
六年，保罗却不自满自足；相反的，他不觉得自己已
经得着了。他的一生都在追求认识基督，就是在经历
上主观的认识基督。所以在十二节，保罗说，“这不
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或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
求。” 保罗说他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
前的。我们需要忘记一切其他的事。我们需要努力面
前，探索基督广阔的领域，更多认识、经历并得着这
一位基督。
每逢我们来聚会敬拜主，我们不该空手而来；我们来
的时候，必须双手满带着基督的出产。十六节很强的
指出，以色列人“不可空手朝见耶和华”。我们参加
召会聚会不该空手。我们不该在聚会中随便摆上一些
东西，好像临时用微波炉加热食品一样。相反的，我
们平时就该在基督身上经营，并且为着聚会有好的预
备。出二八 41 说到亚伦和他儿子们作祭司承接圣职；
承接圣职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双手充满。我们的手要
满了基督的出产和对基督的享受，这样的手才能服
事。申十六 15 说，“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
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
出产上，和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要赐福与你，你就
十分欢乐。”主吩咐我们享受祂；在每一场聚会中，
我们都该十分欢乐。

三 我们若要作得胜者，就需要在作我们美地的基督身
上经营，好赢得基督作我们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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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我们需要花时间私下、隐密地与主同在，与祂有亲
密的交通。我们需要彻底地对付罪，使我们与主之间
没有任何故事（约壹一 7、9，参结一 22、26）。我们
有一个大好信息：“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
中，就彼此有交通，祂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
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
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
们需要过祷告的生活，时刻维持我们与主的交通（林
后十三 14，腓四 6~7，哀三 55~56，参太十一
25~26）。我们向神而去，神就作为平安进到我们里
面，我们的挂虑就消失了，我们就能有基督作我们的
享受和经历。我们需要赎回光阴，借着常常喜乐，不
住地祷告，凡事谢恩，而在灵里被充满（弗五 18，帖
前五 16~19）。

四 我们聚在一起，展览我们所经营的基督，也就是我
们所享受并经历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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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们需要天天时时享受作为美地之基督那奇妙、美
妙、无法测度、无限无量且包罗万有的丰富
在哥林多后书，流奶与蜜的美地乃是基督自己这经过过
程之三一神的具体化身，赐给我们作神圣的恩典，给我
们享受（林前五 7，十 3~4，二 14~15，三 1，参林后一
12，十二 9，十三 14）。 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看见享受基
督：在埃及享受逾越节、除酵节、苦菜，然后他们进入
旷野，吃了一样的灵食，也喝了一样的灵水。但美地在
哪里？美地启示在哥林多后书；这卷书讲到基督是美地
的实际，作神圣的恩典给我们享受。保罗和他的同工们
都已进入基督这美地的实际。我们要经历作为美地之基
督的丰富，就必须受我们的灵所控制、管制、指引、推
动并引导（二 13）。这才是真正的属灵人。我们要经历
作为美地之基督的丰富，就必须活在基督的人位、同
在、面光中。我们要据有那作包罗万有之地的基督，就
必须被祂的人位，就是祂的同在所管制（出三三 14）。
因着保罗活在基督的人位里，他就经历基督的不改变
（林后一 17~20）、温柔与和蔼（十 1）、真实（十一
10）、能力（十二 10，十三 4）、恩典（14）以及在他
里面说话的那一位（3，参二 17）。

当我们的经历达到享受基督作包罗万有之地的阶段，基
督对我们乃是无限的伟大；祂是美好宽阔的地，这地的
量度乃是阔、长、高、深（出三 8，弗三 18）。在弗三
16，保罗说，“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
里。”为什么我们要被神的大能加强到里面的人里？十
八节接着说，“使你们满有力量，能和众圣徒一同领略
何为那阔、长、高、深。”基督有追测不尽的量度，多
阔是阔，多长是长，多高是高，多深是深，这节没有说
明，因为祂是延展无限的基督。
六 我们享受基督作美地包罗万有的丰富，其结果乃是召
会作为殿，就是神的居所，并作为城，就是神的国
地连同殿和城，是神计划的中心。地是基督自己；殿和
城是基督的丰满，就是召会，基督的身体（一 22~23，二
21~22）。殿使神得着彰显，城使神得以掌权；这成就神
永远的定旨（创一 26）。创一 26，神说，“我们要按着
我们的形像，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
理……。”形像是为着彰显，管理是为着掌权。殿使神
得着彰显，城使神得以掌权；这成就神永远的定旨。
神的家，就是使祂得着彰显的居所，主要的方面乃是说
出神的同在（神的家表征基督、召会、新耶路撒冷和我
们的灵）。说到神的家表征基督，是在西二 9。说到神的
家表征召会，是在提前三 15。说到神的家表征新耶路撒
冷，是在启二一 3 和二十二节；这新耶路撒冷是神的帐
幕，是神所住的地方，也是神的殿，是让我们居住的地
方。最后，说到神的家表征我们的灵，是在弗二 22，我
们“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这些经节都说出神的同
在。神的家是神同在的地方，神的同在就是神的荣耀
（诗二六 8，二九 9），神的荣美（二七 4、8），和神的
丰富（三六 8~9）。神的家是启示和神应允的地方（七三
16~17，三 4，十八 6）。此外，神的家是我们隐藏的地
方（二七 5，参三一 20，八四 3）。神的家是我们可以被
栽种、发旺、结果子的地方（九二 13~14）。神的家是泉
源之地（八七 7）。神的家是我们得着加力的地方（六八
35，九六 6）。神的家是我们与神调和的地方（九二
10）。神的家是神作我们分的地方（七三 26）。
神的城，就是神的国，使祂得以掌权，其主要的方面乃
是说出神的权柄。神的城是坚固的城，是大君王的城
（三一 21，四八 2）。在神的城里有一道河，其支流使
人快乐（四六 4~5）。聚会里有一种使人快乐的流。人进
来的时候可能不快乐，当散会走出大门时，却满了快
乐。
我们享受基督这地的终极结果，乃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
与蒙祂重生、变化、荣化的三部分人，成为神人二性的
合并，作神永远的居所和国度（启二一 3、22，二二
5）。合并的意思就是人位彼此互住。启二一 3 说，新耶
路撒冷是神的帐幕与人同在，祂要与人同住；二十二节
说，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给我们居住。这是神
与人相互的住处，就是合并。这是在那地的生活和那地
的结果—召会作为殿，神的居所，并作为城，神的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