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字架—宇宙的中心（鸟瞰､诗歌:228) 
Overview：十字架是殿所在地的中心，而殿是宇宙的中心，所以十字架至終乃是宇宙的中心。神为了建造，借着十字架将一切旧造都已经了结了。使徒传扬了十字架的
基督。神借着十字架对付万有，并管理万有。十字架是唯一的道路。基督的十字架是有功效的，释放生命的。十字架把我们引到基督的身体，为了建造把我们引到更深
的十字架的经历。 
Ⅰ．按照以西结书的记载，祭坛是殿所在地的中心，也就是殿整个范围的
中心： 
Ａ．祭坛不仅是内院的中心，也是殿整个范围的中心。 
Ｂ．表征十字架的祭坛，实际上乃是宇宙的中心： 
１．祭坛是殿所在地的中心；殿所在地是耶路撒冷城的中心；耶路撒冷
城是美地的中心；美地是居人之地的中心；从人与神的关系来说，地
是宇宙的中心；因此，祭坛至终乃是宇宙的中心。 
２．祭坛既表征十字架，十字架就是宇宙的中心。 
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不是仅仅一个人的死，乃是包罗万有的
死，其中牵连了神、人和一切受造之物。 

Ⅱ．十字架的原
则乃是：借着十
字架，凡是旧造
的事以及一切与
我们有关的事，
都已经被了结、
被治死。 

Ⅲ．钉十字架的基督，是使徒职事唯一的主题、中心、内容和本质： 

Ａ．基督的死成了神的能力，清除宇宙间所有的难处；因此，钉十字架的基督是神的能力，

废去所有消极的事物，并完成祂的计划： 

１．人解决难处的办法是协商，但神的办法乃是了结；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难处，

最好的办法就是了结有关的每一个人。 

２．基督钉十字架使全宇宙静默，使宇宙间极其复杂的情势变为单纯。 

Ｂ．当我们经历钉十字架的基督时，我们的一切所是、所有并所能，就全都了结，

并且祂复活的生命，就借着我们分赐到别人里面。 

Ⅳ．在神的经纶里，神给我们一个人位—基督，和一条道路—十字架： 
Ａ．这一个人位—基督，乃是神经纶的中心；这一条道路—十字架，乃是神行政的中心： 
１．神借着十字架管理万有，并借着十字架对付万有。 
２．借着十字架，神对付了宇宙中一切消极的事物，并且仍然借着十字架管理万有。 
３．在召会生活中，基督必须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凡不是基督的，都必须上十字架。 
４．我们需要经过十字架，而成为一无所是，一无所有，一无所能；否则，我们的所是、所有、所能，会成为基督的代替。 
Ｂ．在歌罗西书中我们看见一个清楚的异象：十字架是神在祂行政里的路： 
１．“既借着祂在十字架上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祂叫万有，无论是在地上的、或是在诸天之上的，都与自己和
好了”： 
ａ．叫万有与自己和好，就是为万有与自己成就和平；这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所成就的。ｂ．因我们是罪人，
我们需要救赎；又因我们与神为敌，我们需要和好。 

２．“涂抹了规条上所写，攻击我们，反对我们的字据，并且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 
ａ．“规条”是指礼仪律法的规条及其仪式，就是生活与敬拜的形式或方式。ｂ．“钉在十字架上”，意即废去规条
中诫命的律法。 

Ｃ．“既将执政的和掌权的脱下，神就把他们公然示众，仗着十字架在凯旋中向他们夸胜”： 
１．这一节描绘，当基督钉十字架时，所发生的一场争战： 
ａ．牵连了基督、神和执政掌权之邪恶天使的这些活动，全都集中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成了神永远的、中心的并
唯一的路。ｂ．同时，邪恶的执政掌权者也忙着要阻挠神和基督的工作，逼近神和基督；因此，有一场争战在十字架
那里激烈的进行。 

２．神在十字架上，把那些执政掌权的邪恶天使公然示众，仗着十字架在凯旋中向他们夸胜，羞辱了他们。 

Ⅴ．在马太二十七章五十一
至五十三节，我们看见基督
钉死的功效： 
Ａ．“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
为两半”，这表征神与人之
间的间隔除去了，因为基督
所取之罪的肉体已经钉在十
字架上。 
Ｂ．“地就震动”，这表征
撒但背叛的根基动摇了。 
Ｃ．“磐石也崩裂”，这表
征撒但属地之国的营垒崩
溃了。 

Ｄ．“坟墓也开了”，这表
征死亡和阴间的能力已被
胜过并征服了。 

Ｅ．“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
起来的”，这表征基督之死
释放人的能力。 

Ⅵ．在约翰福音里，我
们看见基督钉死之释
放生命的一面： 

Ａ．从主被扎肋旁流出
的水，是为着分赐生
命，对付死亡，并产
生召会。 
Ｂ．主耶稣如同一粒麦
子落在地里死了，好
为着召会产生许多子
粒。 
Ｃ．骨头是主复活生
命的象征，这生命是
什么都不能毁坏的；
这就是用以产生并
建造召会的生命。 

Ⅶ．十字架把我们引到基督的身体： 
Ａ．十字架是在身体的范围里作工： 
１．十字架的工作是达到基督的身体，并且终极完成于基督的身体。 
２．十字架的工作不仅将我们带进身体，并且身体也成为十字架作工的范围。 
Ｂ．没有十字架，我们就无法在基督的身体里往前： 
１．十字架挖去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自己的活动以及任何不相称的生长。 
２．身体的生活和工作，需要严厉地对付肉体，这样的对付需要对基督的十字架有深刻的认识。 
３．身体的限制会取去我们的自由，把我们推到十字架。 
４．神在我们身上的一切对付，都是为着身体来预备我们；祂在我们里面的一切工作乃是清除的过程，好叫我
们能成为基督身体尽功用的肢体。 
５．如果我们天然的生命受十字架的对付，如果我们顺服基督的元首权柄，活出身体的生命来，我们就有圣灵
的膏抹，并享受身体的交通。  

Ⅷ．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中虽然随处都碰着十字架，但是当
我们来到神建造中心的祭坛这里时，还要对十字架有特
别的经历： 
Ａ．来到中心的祭坛，乃是认识我们一切的所是并所有都
在十字架这里了结了。 
Ｂ．在我们与主的交通中，我们被带到一个地步，确定地摸
着十字架，感觉到神不再让我们凭天然的人活着。 
Ｃ．当我们经过十字架时，我们的肉体、旧造、己以及天
然的人同天然的生命，都会受到对付。 
Ｄ．这就是经历十字架—宇宙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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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按照以西结书的记载，祭坛是殿所在地的中心，也就是殿整个范围的中心： 
来2:14 ・・・为要藉着死，废除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第一日） 
Ⅱ．十字架的原则乃是：借着十字架，凡是旧造的事以及一切与我们有关的事，都已经被
了结、被治死 
林后5:21 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第一
日） 
彼前2：24 祂在木头上，在祂的身体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向罪死
了，就得以向义活着；因祂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Ⅲ．钉十字架的基督，是使徒职事唯一的主题、中心、内容和本质： 
林前2:2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这位钉
十字架的。 
林前1:23 我们却是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对犹太人为绊脚石，对外邦人为愚拙； 
Ⅳ．在神的经纶里，神给我们一个人位—基督，和一条道路—十字架： 
西3:10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像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
11 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
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第三日） 
1:20 并且既藉着祂在十字架上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祂叫万有，无论是在地上
的、或是在诸天之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2:14 涂抹了规条上所写，攻击我们，反对我们的字据，并且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
上。15 既将执政的和掌权的脱下，神就把他们公然示众，仗着十字架在凯旋中向他
们夸胜。 
Ⅴ．在马太二十七章五十一至五十三节，我们看见基督钉死的功效： 
太27:51 看哪，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就震动，磐石也崩裂；52 坟墓也开了，
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53 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
许多人显现。 
Ⅵ．在约翰福音里，我们看见基督钉死之释放生命的一面： 
约12:24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
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19:34 しかし、兵卒の一人が彼の脇を槍で突き刺すと、直ちに血と水が流れ出た。 
（第四日） 
约 3:14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15 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
永远的生命。 
弗5:29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召会一样，30  因为我们是祂
身体上的肢体。 

Ⅶ．十字架把我们引到基督的身体： 
林前1:18 因为十字架的话，对那正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对我们正在得救的人却为
神的大能。 
林前12:27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作肢体。（第五日） 
林前12:12 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身体上一切的肢体虽多，仍是一
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13 因为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或自主
的，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且都得以喝一位灵。 

Ⅷ．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中虽然随处都碰着十字架，但是当我们来到神建造中心的祭
坛这里时，还要对十字架有特别的经历： 
 

罗6:6 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祂同钉十字架，使罪的身体失效，叫我们不再作罪的
奴仆， 
加6:14 但就我而论，除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别无可夸；藉着祂，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钉了十字架；就世界而论，我也已经钉了十字架。（第六日） 

預言のためのノート 

 

 

 

 

 

 

 

 

 

 

 

 

 

 

 

 

 

 

 

 

  



经历①：神通过十字架对付、管理所有问题 
人生满了难处与纠缠，活着就是要遭遇难处和麻烦。不仅婚姻生活、家庭生

活是这样，连召会生活也不例外。按人的办法，协商是解决问题或脱开纠缠的方
法。夫妻之间可能尝试这样解决难处。但这不是神的路。神的路乃是把基督供应
你，并且借着十字架了结你。每当家庭生活或召会生活有难处时，天然的人立刻
就想协商，以谈判解决难处。因着主的怜悯，我能见证，每当我面临这试诱时，
我里面深处就感觉不需要谈判或协商。我唯一的需要乃是到十字架那里被了结，
然后基督就带着供应来解决每一个难处。 

中高生篇 
在中高生的学校生活中，老师和学生之间、同学之间、父母和孩子之间

等人际关系上，总会存在问题与纠缠。因为千年国还没有到来，所以还没有
完善的秩序。因为现今的世界是撒旦的国，毫无秩序的状态和混乱必然存在。
在召会生活中，虽然召会是神的国，但因为还是在成长中的国，也没有完善
的秩序。在这样的状态中神的心意是，你应用基督的智慧和管理权、发挥领
导能力、控制混乱、带来秩序。为此，请你经历以下三件事。 
ⅰ)经历十字架：神通过十字架对付宇宙中一切消极的事物。并且，祂还通过十字架
管理万物。当你想要解决人际关系的问题和纠缠的时候，首先必须要做的事是，到
十字架那里、经历十字架。比如说，在班级里有霸凌的事，你想要帮助被霸凌的同
学。虽然你这个想法是具有正义感、正确的，但你仍必须先到十字架那里。因为就
算你的意图是好的，但是在你的想法里，神并不存在。另外，因为你的性格偏颇，
所以不够均衡。你可以如下祷告。“哦，主耶稣啊！我想按着正义解决问题，但是
神希望我先经历十字架。因为神通过十字架来管理、对付万有。我的方法和智慧远
远不及神的方法和智慧。而且，我的方法不可能生出复活的基督。主耶稣啊，请开
我的眼、帮助我经历十字架、让我进入复活里。阿们！” 
林前1:23 我们却是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对犹太人为绊脚石，对外邦人为
愚拙；24 但对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25 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ⅱ)在基督的生命中得拯救：经历十字架之后，你在基督的复活的生命中主
观地，从旧人、己、天然的生命中得救。因为你已经从地位上得救，就不会
灭亡。但是，信而受浸、得救之后，需要通过性情上的救赎而成长。 
罗5:10 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
就更要在祂的生命里得救了。 
ⅲ)在基督的生命里作王管理：你能够进一步，在生命中管理所有的人、事、
物。你从中高生的时候要开始经历“十字架→在生命中得救→在生命中管理”。
你不要认为这些事难度太高跟一直失败的你没有关系。失败能够通过认罪被
去除。愿你能凭着信心经历这件事。阿们！ 
罗5:17 …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就更要藉着耶稣基督一人，
在生命中作王了。 

 
 
 

 
经历②：灵 

我很忧伤，虽然我们许多人都听过十字架的信息，我们中间却只有少数
人真正过钉十字架的生活。例如，我们在婚姻生活中，可能没有过钉十字架
的生活。一位已婚的弟兄如果和他的妻子争吵，这就指明他们没有过钉十字
架的生活。…那些过钉十字架生活的人，遭到攻击或批评时，不会为自己辩
护。他们借着十字架的死，经历亚当生命和旧造的了结，并享受借十字架所
释放之神的丰富和祂神圣的元素。有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听见关于祭坛的
这些话，也许会害怕，认为最好不要爱主、寻求主。…他们害怕到达祭坛成
为燔祭，那太危险了。然而，我们需要领悟，主既然怜悯了我们，我们就无
法逃避祂。…当我们在世界流荡，无意从门进入圣所时，是主带我们进了门。
我们信入基督，并非出于我们的拣选，乃是完全出于神的拣选、神的怜悯以
及祂的眷临。我们爱主并追求祂，原则也是一样。…我们越爱主并追求祂，
就越感觉满足。这也是出于主的怜悯。因着祂向着我们的怜悯，以及祂在我
们里面的运行，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往前，不能回头。我们如果不往前来到
祭坛，反而想要回到外院，就会觉得不安适。所以，我们需要一直往前，直
达祭坛。 

在职青年篇 
宇宙的中心是地，地的中心是连结亚洲、欧洲、非洲的中东地区的以色列。

以色列的中心是神的建造，神建造的中心是祭坛。因此，宇宙的中心就是祭坛。
然后经过祭坛、进到殿里、在至圣所接触神自己。当你来到神建造的中心－祭
坛时，是以特别的方法经历十字架。 

例如，在过正常的召会生活中，主能祝福你的在职生活，让你得到好的
收入和良好的职场环境。你要感谢主的祝福。但同时，你要在与主亲密的交
通中，接受主的光照、认识到好的职业与收入都是无，连你自己也是无。你
的旧人毫无改善的余地，完全没有盼望。 
耶 13：23 古实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
行恶的，便能行善了 

而且，好的收入和良好的职场环境也并不是因为你很好所以才存在的，
要知道只是因为从神的恩典和祝福而来的。 
林前 15:10 然而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并且神的恩临到我，
不是徒然的；反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你没有什么好夸口的。 
林前 1:31 为使，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在主里夸口。” 

当你对自己完全失望，你才能知道可以经历到像保罗在罗马书 7章到 8
章所说的照着生命之灵的律的解放。你要来到神建造的中心－祭坛，用特别
的方法来经历十字架。 
罗7:19 因为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22 因为按着里
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23 但我看出我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思的律交战，借
着那在我肢体中罪的律，把我掳去。24 我是个苦恼的人！谁要救我脱离那属这死的
身体？8:1 如此，现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没有定罪了。 
2 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 
 



228 その霊の豊満―十字架を通して 

1. 主よ,血しおにて われをあらい, 
きよきあぶらを そそぎたまえ。 
わがせいかつは 失ぱいのみぞ, 
れいに満たせや, 主のため生く。 
(復) 
ああ,主よ,自己より, 解きはなちませ！ 
いまよりとわに 主を満たせや。 

2. なんとかわきし われのこころ; 
れいの満たしを せつにもとむ。 
打たれたいわに われをかくし, 
生けるみずにて, あふれさせよ。 

3. 冷えたるこころ, にぶきあゆみ; 
聖れいに満たせ, 主にそむかず。 
さい壇のうえに, わが身を置く; 
主の火よ,くだり, 焼き尽くせや。 

4. 主よ,十字架にて さらに燃やせ, 
われ,はいと化し, 主,増すために; 
日ごとその霊を 満ち満たせや, 
生けるいのちを ながすために。 
［４ はい――灰］ 
 

 
 
 
 
 
 
 
 
 
 
 
 
 
 
 
 
 
 
 
 
 
 
 

280 Fulness of the Spirit- By the cross 

1. Lord, may Thy blood now cleanse 
me, 
Wash all my sins away, 
That with Thy Holy Spirit 
Thou may anoint, I pray. 
My service, I confess, Lord, 
Is failure-full and weak; 
The filling of Thy Spirit 
To live for Thee I seek. 
（chorus） 
Oh, from myself deliver, 
From all its misery; 
I'd henceforth be forever 
Completely filled with Thee. 

2. Oh, Lord, how dry my heart is, 
It yearns and pants for Thee; 
The filling of Thy Spirit 
Is now my fervent plea. 
Within the smitten Rock, Lord, 
I would entirely hide; 
Pour thru Thy living water, 
Till I am satisfied. 

3. How cold my heart has been, 
Lord, 
How slow obeying Thee; 
So fill me with Thy Spirit, 
I'll ne'er rebellious be. 
I lie upon Thy altar 
And dare not move away; 
Oh, may Thy flame descending 
Consume my all, I pray._ 

4. Oh, may Thy Cross within me 
Deepen its work and burn, 
In me enlarge Thy measure, 
And me to ashes turn. 
Oh, may Thy Spirit fill me 
Each day more than before, 
And may Thy living water 
On me and thru me pour. 

228 圣灵的丰满--借十字架 

1 求主宝血洁净我，洗尽所有罪过， 
将你圣洁的膏油，重新为我涂抹。 
我认自己的生活，真是失败、软弱， 
我望充满你的灵，完全为你而活。 
(副歌) 
哦，求主救我脱离，这个可怜的自己！ 
求主使我从今后，完全充满了你。 

2 我心何等的干旱，常为软弱悲叹； 
我是何等的盼望，能被圣灵充满。 
求主让我今隐藏在你击伤石磐； 
求主今听我呼求，让你活水泛滥。 

3 我心何等的冷淡，顺服何等迟慢； 
愿主圣灵充满我，使我不再背叛。 
我今躺卧在祭坛，不敢稍为动弹； 
求主烈火从天降，把我所有烧干。 

4 求主十架在我身，天天作工更深， 
把我度量扩充大，使我化为灰尘； 
好叫圣灵充满我，天天比前更多， 
你的活水到处流，解除众人干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