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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晨兴 

认识真理，对真理绝对，并在现今邪恶的世代宣扬真理 

第三篇     为着完成神圣的经纶，被真理构成，并对真理的路以及真理的推广绝对 

• 新、旧约读经一年一遍 

 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旧约读经一年一遍 创 一1～23 一24～二6 二7～25 三1～21 三22～四26 五1～六22 七1～八22 

新约读经一年一遍 太 一1～6 一7～25 二1～三6 三7～四11 四12～五3 五4～20 五21～48 

• 报告事项 

一、 2021年北美华语成全训练 (7/24-31) 正于线上举行。  

二、 2021年暑期真理学校将于 7/29-8/3举行。报名网站 http://metroplexyp.org。 

三、 2021年暑假青少年特会将于 8/6-7在线上举行，报名截止日期 7/28，请向青少年服事者报名。 

布兰诺 

四、 下主日(8/1)下午 2:00pm，有儿童服事者交通，欢迎家长一同参与 

本周问题：  

1. 被真理构成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被真理构成，能配合完成 

    神的经纶？  

2. 真理的路是什么？我们如何对真理的路绝对？ 

3. 我们如何对真理的推广绝对？  

• 聚会 例会 

日期 时间 聚会 地点 

主日 04:00 PM 华语祷研背讲预备聚会 在线上聚会 

周三 

10:00 AM 华语姊妹聚会 在线上聚会 

11:30 AM 麦金尼姊妹祷告聚会 在线上聚会 

07:30 PM 祷告、事奉聚会 (麦金尼) 在线上聚会 

08:00 PM 祷告、事奉聚会 在线上聚会 

周六 
09:30 AM 布兰诺英语祷研背讲 在线上聚会 

07:00 PM 青少年聚会 在线上聚会 

• 预告
日期 聚会 地点 

10月 07 日 ─ 10月 09日 2021年十月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 在线上聚会或在俄国，莫斯科 

11月 25日 ─ 11月 28日 2021年国际感恩节特会 在线上聚会或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 

12月 20 日 ─ 12月 25日 2021年冬季训练 在线上聚会或在加州，安那翰 

• 祷告事项
一、 为 UTD和 CC校园工作及扶持 UTD新生读经小组祷告。 

二、 为圣徒进入对主话的享受并在主日聚会尽功用祷告。 

三、 为需要更多圣徒来服事青少年祷告。 

四、 为更多圣徒(尤其在职圣徒)参加周三祷告聚会祷告。 

五、 为圣徒形成祷告，读经和福音活力排祷告。 

六、 为各区、各小排或个别圣徒的特殊需求交通祷告。 

七、 求主供应圣徒们和全时间者，借着电话、讲座和个人访问与

收到圣经恢复本的人继续联络。 

• 上周聚会人数统计 
 

排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长青 英一 英二 英三 英四 英五 韩一 合计 UTD 周三祷告 主日儿童 主日 

布兰诺召会 18 0 A75 10 A75 A75 A75 11 A75 21 0 21     22     
202 

0 75   214 

麦金尼召会 FN 12 ME  GV  MS  AE 12 FC      30   118 

主日分区 P1 43 P2 34 P3 45 P4 72 ME 118 FE   FC   NB   祷告分区 P1 15 P2 18 P3 16 P4 26 FC  ME 30 
 
 
 
 
 
 
 
 
 
 
 
 
 
 
 
 
 
 

http://metroplexyp.org/


第四系列 第二十四课 相调的实行

壹 不是任何性质的组织。

贰 不是任何一种的系统。

叁 不是一种外表实行上的统一。

肆 乃是那些在生命上被成全，而作地方召会之代表，如同耶路撒冷内的锡安，并活
基督身体之实际的神人的生机建造。

伍 为着建造基督身体之相调的需要：
一 在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是灵的基督、和终极完成的灵里，尽可能的将众地方召会调在一起，

成为一个。

二 主写给在亚西亚的七个召会一封书信，由祂分别写给每个召会的七封书信所组成，借此将这

七个召会调在一起－启一～三。

三 使徒给在歌罗西和老底嘉的两处召会各自写一封书信，并要他们交互念那两封书信，借此将

这两个召会调在一起－西四 16。

陆 基督宇宙身体的调和：
一 神已经将身体调和在一起－林前十二 24：

林前十二 24 至于我们俊美的肢体，就不需要了。但神将这身体调和在一起，把更丰盈的体面加给
那有缺欠的肢体。

1 基督身体所有个别肢体的调和。

2 在某些地区内众召会的调和。

3 众同工的调和。

4 众长老的调和。

二 这样的调和不是交际，乃是个别肢体、区内的众召会、同工、长老所享受、经历、并有分于

之基督的调和。

三 为着建造基督宇宙的身体，好照着神的喜悦，完成那作神经纶最终目标的新耶路撒冷

－弗一 23，一 9～10，三 8～10，启二一 2。
弗一 23 召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弗一 9 照着祂的喜悦，使我们知道祂意愿的奥秘；这喜悦是祂在自己里面预先定下的，
弗一 10 为着时期满足时的经纶，要将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督

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弗三 8 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

音传给外邦人，
弗三 9 并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
弗三 10 为要借着召会，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
启二一 2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

丈夫。

问答：
一 相调的意义为何？
二 为什么需要相调？
三 如何实行相调？

参用诗歌：补 609 首



为着建造基督身体之相调的需要
相调的思想在圣经里很强。在旧约里，有为着完成神经纶之相调的预表。然而，我们若只在字句上读旧约，就

看不见这个预表。使徒保罗很强的题到这相调的预表。在林前十章十七节保罗说，“因着只有一个饼，我们虽
多，还是一个身体，因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保罗看召会是一个饼，这种想法不是他自己发明的，乃是取自旧
约。利未记二章四节的素祭，是由细面调油所作的饼组成的。面的每一部分都是用油混合或调和的。那就是相
调。保罗告诉我们，召会乃是由细面所作成的饼。细面来自麦粒，而麦粒来自那一粒麦子，就是基督。约翰十二
章二十四节说，基督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在复活里长起来，产生许多子粒，就是我们，祂的信徒。我们
是许多子粒，被磨成细面，好作成召会这饼。在这里我们能看见圣经中相调的思想。

神把所有的信徒调和在一起
后来在林前十二章二十四节，保罗写着：“但神将这身体调和在一起，把更丰盈的体面加给那有缺欠的肢

体。”本节说得很清楚，神把所有的信徒调和在一起。但这恢复中的相调在那里？我们可能以为召会中的配搭就
是相调的实际。但我必须告诉你们，甚至召会中的配搭也不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在此，你们可能会想，基督身体
的实际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设立“大学”或“学院”，使我们从“高中”往前，达到最高峰─基督身
体的实际。（关于相调的实行，一五至一六页。）
今天，在众地方召会中，我们一般所能看见的，多半是在聚会、活动、工作和事奉上的“召会”；我们看不见

多少在复活里，就是在那灵里，在那是灵的基督里并在终极完成的神里面，基督身体的实际。所以我们需要竭
力，完全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我们需要竭力，在召会生活中达到基督身体之实际的最高峰，就是今日的锡安，
直到我们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包括锡安。亲爱的圣徒们，这是我们的需要。我们有相调，就是要应付这需要。
（关于相调的实行，一六至一七页。）

相调的意义，乃是基督身体的实际
我们的相调，意义是什么？这不是任何性质的组织。诗歌四百零二首第一节说，“不是字句律法，乃是生命

主。”第四节又说，“不是任何宗教，也非基督教，能将神旨成就，构上神所要。”我们的相调与死的字句、任
何宗教或任何基督教的事物无分无关。我们相调的意义，乃是基督身体的实际。这个实际不是别的，乃是一班蒙
神救赎，被神作成神，作成神人的人。他们过一种生活，不是凭着自己，而是凭着他们里面那另一个生命。这另
一个生命乃是三一神，经过了过程并得着终极的完成，进到他们里面，以他们为祂的住处，祂的居所。
以弗所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基督如今正安家在我们心里。主在约翰十四章二十三节说，“人若爱我，…我父

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同他安排住处。”这里的“安排”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词；安排就是建造。
安家惟一的路就是借着建造。这个建造不是借着任何物质的东西，乃是借着神圣三一的属灵元素和属灵素质。这
个建造实际上就是一种生机的构成。基督身体的实际是一种生活，就是所有这些神人借着人性调神性，神性调人
性，而与神联结、联合并构成在一起的生活。（关于相调的实行，二四至二五页。）

基督宇宙身体的调和

神已经将身体调和在一起
神已经将身体调和在一起。（林前十二 24。）“调和”这词的意思也是调整、使之和谐、调节并调在一起。

神已将身体调和，将身体调整，使身体和谐，将身体调节，并将身体调在一起。“调和”的希腊文含示失去区
别。一位弟兄的特性也许是快，另一位的特性也许是慢。但在身体的生活里，慢消失了，快也除去了。所有这样
的区别都消失了。神已将所有不同种族和肤色的信徒调和。谁能使黑人和白人失去他们的区别？只有神能作这
事。丈夫和妻子惟有借着失去他们的特性，才能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有和谐。
在身体的生活里，要和谐、调和、调整、相调并调节，我们就必须经过十字架，凭着那灵，为着基督身体的缘

故，将基督分赐给别人。同工和长老必须学习被除去。无论我们作什么，都该凭着那灵，分赐基督。再者，无论
我们作什么，都不该为着我们的利益，并照着我们的味道，而该为着召会。只要我们实行这几点，就会有调和。

交通调整我们，交通使我们和谐，交通把我们调在一起
所有这些点的意思，就是我们该交通。一位同工要作什么，就该与其它同工交通。长老该与其它长老交通。交

通调节我们，交通调整我们，交通使我们和谐，交通把我们调在一起。我们该忘记自己是慢的或是快的，只要与
别人交通。若没有与其它一同配搭的圣徒交通，我们就不该作什么。交通要求我们要作什么的时候先停下来。在
召会生活里、在主的工作中，我们在配搭里都必须学习，没有交通就不要作什么。



调和的意思是，我们总该停下来与别人交通
在我们中间，该有基督身体所有个别肢体的调和，在某些地区内众召会的调和，众同工的调和，以及众长老的

调和。调和的意思是，我们总该停下来与别人交通。这样，我们会得着许多益处。我们若将自己孤立隔离，就会
失去许多属灵的益处。要学习交通，要学习被调和。从现在起，众召会该经常来在一起相调。我们也许不习惯，
但我们开始相调几次以后，就会尝到那个味道。在保守基督宇宙身体的一上，这是最有帮助的。今天我们彼此相
调非常方便，因为现今的世代有各种现代化的便利设施。
我们相调在一起，就有十字架与那灵。没有十字架与那灵，我们所有的一切就是肉体同分裂。要钉十字架，并

凭着那在我们里面的灵作一切事，并不容易。这就是我们必须学习相调的原因。相调要求我们被除去。相调要求
我们凭着那灵分赐基督，并为着祂身体的缘故作每件事。
我们也许来在一起，而没有多少相调，因为每个人都留在自己里面。每个人都害怕得罪别人与犯错，所以保持

安静。这是照着肉体之人的样子。我们来在一起，就该经历十字架的了结。然后，我们该学习如何跟随那灵，如
何分赐基督并如何为着身体的益处说话行事，那会改变整个聚会的气氛，并且会调节聚会的气氛。相调不在于安
静或多话，乃在于被调和。我们能和谐，因为我们已被调和。至终，区别都会消失。相调的意思就是失去区别。
我们都必须付代价，实行相调。

调和不是交际
这样的调和不是交际，乃是个别肢体、区内的众召会、同工、长老所享受、经历、并有分于基督的调和。

为着建造基督宇宙的身体，完成新耶路撒冷
调和是为着建造基督宇宙的身体，（弗一 23，）好照着神的喜悦，完成那作神经纶最终目标的新耶路撒冷。

（弗一 9～10，三 8～10，启二一 2。）（神圣奥秘的范围，一○○至一○三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