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为着基督的身体经历十字架的工作，并活在身
体独一的交通里
(国际华语特会) 2019/6/10-16
Ⅰ．我们若要活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就需要为
着身体并在身体里经历十字架的工作：
Ａ．十字架把我们引到基督的身体；认识十字架，
带我们认识基督的身体。
罗6:6 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祂同钉十字架，
8:13 但你们若靠着那灵治死身体的行为，必要活
着。
12:5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
各个互相作肢体，也是如此。
Ｂ．十字架引到身体，十字架也是在身体的范围
里作工：
１．十字架的工作是达到基督的身体，并终极完
成于基督的身体。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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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没有十字架，我们就无法在基督的身体里往
前：
弗2:16 既用十字架除灭了仇恨，便借这十字架，
使两下在一个身体里与神和好了。
１．十字架要试验我们，要淘汰我们一切的渣滓
和不洁净。
太16:24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否认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
２．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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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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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身体的限制会取去我们的自由，把我们推到
十字架。
火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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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如果我们天然的生命受十字架的对付，如果
我们服从基督的元首权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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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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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要看见基督身体的启示，要出非常大的代价；
这要摸着我们天然生命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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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在身体的异象下，我们会被破碎；我们会领
悟，要认识这身体，并使我们在身体里被建造，
唯一的路乃是被破碎。
２．唯有十字架在我们里面作了够深的工作，我
们才能受身体的约束，并和其他的肢体合得起来。
林前12:27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作肢体。
３．看见身体的启示，意味着我们属灵生活的彻
底翻转；这启示会使我们看见，唯有在我们里面
的基督，而不是任何出于我们的东西，才能把我
们构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水

Ⅱ．既然基督的身体在宇宙中是独一无二的，基
督身体的交通在宇宙中也是独一无二的：约壹1:3
我们将所看见并听见的，也传与你们，使你们也
可以与我们有交通；而且我们的交通，又是与父
并与祂儿子耶稣基督所有的。7 但我们若在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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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就象人身体里有血液的循环，基督的身体里
也有一个循环，这个循环新约称之为交通。
Ｂ．基督身体的交通就是神圣生命的水流；当神
圣生命的水流在我们里面涌流，就有基督身体的
交通。
Ｃ．神圣的交通就是活在基督身体里的实际；借
着受限制在这交通里，基督的身体就蒙保守在一
里。
木
Ｄ．基督身体独一的交通，与基督身体独一的一
有关：
１．身体里这个神圣生命的交通，循环，使身体
的众肢体成为一。
弗4:3-4 以和平的联索，竭力保守那灵的一：一
个身体和一位灵，正如你们蒙召，也是在一个盼
望中蒙召的。
２．这个一乃是那灵的一，也是基督身体的一。
３．这独一的交通乃是基督身体真正的一，作为
信徒在基督里蒙保守成为一的唯一立场。
Ｅ．众召会中间的交通，乃是基督身体的交通：
１．因着灵是一位，所以只有一个身体，在身体
里也只有一个生命的循环；这循环就是基督身体
的交通。
２．地方召会乃是基督独一身体的一部分，而在
宇宙一面，身体的交通乃是一；在交通中没有分离。
３．任何一个召会或区域都不应该与身体的交通
隔离。
４．众地方召会该与全地上所有真正的地方召会
交通，以保守基督身体的交通。
５．在组成基督一个宇宙身体的众召会之间没有
组织，却有基督身体的交通。
腓1:5 为了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在推广福音
上所有的交通。
金
Ｆ．每当我们来到主的桌子前，我们是来实行基
督宇宙身体独一的交通：
林前10:16-17 我们所祝福的福杯，岂不是基督之
血的交通么？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基督身体
的交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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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主的桌子是一个见证，说出我们这些属于基
督的人乃是一。
２．当我们享受基督，在祂的桌子前有分于祂的
血和身体时，我们乃是彰显并实行基督身体的交
通，就是众召会之间独一的交通。
土

Crucial Point①:在神的事上，学习不信靠天然的
人，学习钉十字架，被引到身体中往前
OL1:十字架把我们引到基督的身体；认识十字架，
带我们认识基督的身体。
OL2:十字架引到身体，十字架也是在身体的范围里
作工。
OL3:没有十字架，我们就无法在基督的身体里往
前。
人类第一次的堕落就是因着人自己的看法、选
择、断案。因此在新造里，神不容许从人旧造里出
来的一切得势。一个天然的人，必须被神打断他的
脊骨；他的大腿窝要被神摸过，瘸了，爬不起来了，
才会顺服神，这就是神在新造里所作的，祂要把一
切出于旧造的打碎，神要把出于基督的一切作在我
们身上，好使我们实际地成为基督的身体。……神
要除去人一切出于肉体的。神的儿女需要先对付天
然的生命，而后才能自然而然的进入身体，因为基
督的身体乃是一切出于基督的；在这身体里，旧人
的一切都不存在。
十字架的工作不仅将我们带进身体，并且身体
也成为十字架工作的范围。如果我们彼此不过是作
会众，我们也许可以用不着十字架；但是我们彼此
是要合起来作身体，所以我们不能不需要十字架。
十字架要挖去你，十字架要挖去你的天然，挖去你
自己的活动，挖去你太大的地方。十字架在召会中，
十字架在基督徒中是必需的。我们对于弟兄姊妹，
高兴也得来往，不高兴也得来往，因为我们都是在
身体里。……十字架要试验你，淘汰你一切的渣滓，
淘汰你一切不洁净的地方。
应用：服事者篇
请祷读事奉的基本功課#16
《在神的事上我们天
然人的无能》的纲要。
⑴我们的灵已经死了。
⑵我们的魂不领受神的灵的事，也不能明白。
⑶我们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
耶 17:9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无法医治，谁能识透
呢？
⑷我们的心思充满虚妄，且在悟性上昏暗。
弗 4:17…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们心
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
18 他们在悟性上既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们里面的
无知，因着他们心里的刚硬，与神的生命隔绝了。
⑸我们的意志刚硬。
⑹我们的肉体不能服神，也不能得神的喜悦。
⑺我们的己需要被否认。
⑻我们的身体是属罪并属死的身体。
⑼学习在神的事上不信靠我们天然的人。
腓 3:3 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凭神的灵事奉，在
基督耶稣里夸口，不信靠肉体的。
正如你能从这篇纲要中看到的，你天然的人，
除了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外，别无他法。 但是，通过
将天然的生命钉在十字架上，你就会被调和的灵和
基督的身体所带领。愿你能把十字架作为服事的秘
诀，并能主观的经历。

福音开展的见证：在上周的福音开展中，有五个人
受浸。感谢主。但是，在前半过程，不仅没有人得
救，而且几乎无法将他们带回会所，还有一种封闭
感。在周三晚上，我们向主认罪没有和圣灵成为一，
并且交通了开展的情形。然后就了解到神户大学等
学校目前在期中考试的期间。我们就立刻将福音的
主要目标从大学生转变为青职，并且相应地改变了
传福音的地点。从第二天开始每天都有人受浸。福
音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要根据外面情形的分析和里
面生命的感觉来行动。再一次学习到，在福音开展
上，天然的能力和血肉之躯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祷告：
“哦，主耶稣，我想服事主。但是当为主服事
时，我必须看到天然的人是无力、无能的。哦，主
耶稣，请让我学习将天然的人钉在十字架上，不信
靠自己，学习凭着神的灵来服事。 十字架将我引导
到身体中。 只有经历了十字架之后，我才能在身体
的配搭中服事来建造身体。阿们！
”
Crucial Point②:在自己度量的限制下，进行工作，
提高效率，接受神的祝福
OL1:身体的限制会取去我们的自由，把我们推到十
字架。
OL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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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求神给你看见你自己在神面前的分量
如何呢？你要按着神所赐给你的分量而行，你只能
在那个分量里，你不能越出那个分量之外。所以，
你要寻找自己的分量到何处为止。你接受这分量的
限制，你就没有贪心，没有野心，没有雄心作别样
了。保罗说，“只要照度量的神所分给我们尺度的
度量夸口，这度量甚至远达你们。我们并非过度伸
展自己，好像达不到你们，……但盼望随着你们信
心的增长，照着我们的尺度，因着你们得以丰盛地
扩大，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
的尺度之内 ……。”（林后十 13~16）越过自己的
分量，就是践踏别人，……就是踢别人，……就是
挤别人。我们要记得，奉献叫我们顺服基督，谦卑
叫我们顺服身体。作诗的人说，“重大和希奇的事，
我也不去行。”（诗一三一 1）重大和希奇的事，
就是越过了自己分量的事。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重大和希奇的事就不去行，那么，就能各按各职，
显出各个肢体的功用。
应用：青职・硕士篇
在工作中,你应该学习不越权。因为这是极其重
要的,所以你必须好好理解这一点。许多在职者是因
为没有完全理解这一点，就实行业务，结果效率很
差,因为违背神的原则所以无法接受祝福。
例如,你和别人推进一个项目。你想到了需要增
补推进项目的成员。因此，你需要和项目成员商量，
和财务部确认之后，了解到在这个项目预算上是可
能的。但是你和与你合作的成员都没有确定如何分
配这个预算的权限。之后，你和有分配权限的部长
商量了你的提案，却被否决了。在这种情况下,你首

先应该和有权限的部长商量。部长是在考量了许多
其他事实之后，决定最应该将资本投入到哪里。没
有和部长协议就各种调查，各种商量，是浪费时间
（原本就不需要议论）
，在部长不同意时，说抱怨的
话也是浪费时间。你在了解权限之后,要战略地分配
时间进行工作。神是有秩序的神,任何代权柄都是由
神建立的。你如果不服从代理权柄就是在违反神，
所以也就无法接受神的祝福。
在召会生活中，在基督身体的秩序中服事这件
事和在公司组织秩序中工作是一样的。身体中的限
制,是为了使你在身体中尽功用达到基督身体的建
造，蒙祝福。为了长大，成为得胜者，请学习受限
制。
祷告：
“哦主耶稣, 一天呼求你宝贵的名 50 次以上。
我的天然生命是讨厌受限制的。但是,如果不被限制
的话,就只会有混乱,也不能有份于神的祝福。停留
在神的量绳的限制里。我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
虽然每个肢体的功用不同，但是为了基督身体的建
造，被调和并尽功用。为了作为基督身体的一个肢
体正常地尽功用，我要学习留在限制里。”

这证明人类疾病的原因主要来自循环系统问题。这
与基督的身体是一样的。基督身体的血液循环是交
通。交通是主和信徒之间垂直的交通，和信徒之间
水平的交通。水平的交通是包括和邻近众召会的相
调。越有这样的交通，你的灵就会变得越健康。并
且，你若是缺少这样的交通，你就立即会变得很不
健康。
今年年初吉田弟兄被主接去了，他为了带领日
本众召会，和李弟兄交通了很多细节的事。吉田弟
兄是你的榜样。你需要向你的属灵同伴和带领你的
弟兄姊妹敞开，交通有关升学、就业、学校的成绩
和人际关系、将来的事情，以及召会的事奉，需要
一起祷告。当然，这些事情需要先与主有个人的交
通。你越与主和与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有交通，属灵
的血液循环就会越好，就会带走不必要的东西，并
提供需要的营养和氧气。在交通中，你会被祝福、
会成长。
这个交通的原则也可以应用在你的社团活动和
与老师的沟通上。和同学、老师的沟通不是完全和
属灵的交通相同，但沟通越好，人际关系越好的原
则是相似的。
Crucial Point③:交通是基督身体的血液循环，使
近年来，以科学的眼光来看，为着改善学业和
我们的属灵健康
工作，沟通的重要性已经脱瘾而出。为着成功，不
OL1:就象人身体里有血液的循环，基督的身体里也 仅 IQ（智商指数）而且 EQ（认識自己的情感、自
有一个循环，这个循环新约称之为交通。
制能力、同情理解他人的能力）被认为是很重要的。
OL2:基督身体的交通就是神圣生命的水流；当神圣 祷告：
“哦，主耶稣，大声呼求你的名。哦主、阿们、
生命的水流在我们里面涌流，就有基督身体的交通。 哈利路亜！大声呼求主名的时候，里面有神圣血液
OL3:众召会中间的交通，乃是基督身体的交通。
的循环。赞美主。我还要与其他区的青少年和大学
主对一切呼求祂的人是丰富的。呼求不仅仅是 生的兄弟姊妹相调，与邻近众召会的青少年和大学
祷告。呼求一辞在希腊文的意思是呼叫，甚至大声 生相调。借着这些相调，使我能更丰富的有份于水
地呼叫。在某些情况中，可能不适宜大声呼求主。 平的交通和垂直的交通。在交通中，我能够被医治
然而，我们若在适当的环境中，就该大声呼喊：
“哦 并向前迈进。
”
主耶稣！阿们！”借着这样呼求主，我们就会享受基 Crucial Point④: 主的桌子之交通，见证并实行
督的丰富，并且会得着加强。这是因为我们呼求主
宇宙基督身体独一的交通
名，使那灵在我们里面循环。这循环的灵就是复合 OL1: 主的桌子是一个见证，
说出我们这些属于基督
的灵，包括神性、人性、基督的身位、基督的死和 的人乃是一。当我们享受基督，在祂的桌子前有分
基督的复活。…当这灵在我们里面循环时，我们就 于祂的血和身体时，我们乃是彰显并实行基督身体
享受基督的一切丰富。这循环就是基督身体的交通。 的交通，就是众召会之间独一的交通。
我物质的身体没有一部分能与其他的部分分 林前 10:16 我们所祝福的福杯，岂不是基督之血的
开，因为所有的部分都必须有分于那一个血液循环。 交通么？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基督身体的交通
有些人也许以为他们使自己分开是很有智慧的。但 么？
基督的身体若有任何部分是分开的，那部分至终就 17 因着只有一个饼，我们虽多，还是一个身体，因
会死去。保持健康最好的路就是“接受更多的血， 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
也给出更多的血”，那就是留在生命的交通，生命的
林前 10:16 的交通，…使我们这些有分于主的
循环里。这样，我们会拯救自己，并促进基督身体 血和身体的人，不仅彼此是一，也与主是一。我们
的健康。有些地方因着缺少交通而没有平安。我们 这些有分的人，在主血和身体的交通中，得以与主
越有交通，就越有平安。
联合为一。保罗在十七节很强地说到一个饼和一个
许多人身体软弱的原因是坐得太多。他们不活 身体。他说，我们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我们都
动。在属灵方面也是一样。我们生病、软弱，因为 分受这一个饼。我们一同分受这一个饼，使我们众
我们一直随着自己，在自己里面，并为着自己。… 人成为一。这指明我们有分于基督，就使我们众人
我们需要借着与其他召会交通而脱离自己。我们若 成为祂的一个身体。我们众人所分受的这位基督，
要得着帮助，秘诀就是到另一地去看望弟兄们。
把我们构成祂的一个身体。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篇
我们若与身体的交通隔离，就没有资格有分于
药品和医疗器械销量最大的产品是循环系统。 主的身体，因为在主的晚餐中，桌上的饼象征整个

基督的身体。这饼的确象征主肉身的身体，在十字
架上为我们牺牲；这是饼一面的意义。另一面的意
义，饼象征那一个身体。所以当我们来在一起有分
于主的桌子时，我们需要明白，这个饼象征所有的
召会。如果我们所在地的召会或某个区域的众召会，
与基督身体的交通隔绝了，我们就失去了有分于这
个饼的立场和权利。每当我们来到主的桌子前，我
们是来实行身体的交通。
应用：新人篇
各位最近受浸的新人，请认识自己有参加主日
擘饼聚会的权利。饼和杯的分开表示基督为了救赎
而死在十字架上。饼是表示主的身体，杯表示主的
血。我们吃主的饼，把主当作生命接受，从而成为
基督身体的肢体。而这饼也是表明是基督的奥秘、
召会。正如一个饼是由许多麦粒调和而成的，我们
人数虽多，也是一个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饼首先
表明为我们献上的基督个人的身体，然后表明了基
督奥秘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是宇宙的，包含所有的
众地方召会。全地的众召会在主的桌子的交通上是
一。我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见证一个饼，宇宙的一
个身体，羞辱撒旦，将荣耀归于神。
185 讚美主 ― 对祂的记念 (英 222)
１ 为着这饼我感谢你，这是神圣表记；
借此，恩主，我得看见神计划的奥秘。
２ 这饼指明你的身体，你为我们舍弃，
使我有分你的生命，并得你的自己。
３ 你的身体为我裂开，为将自己分授，
使我能得你作生命，成为你的配偶。
４ 如此，这饼也是指明你那奥秘身体；
我们是祂活的肢体，与你完全合一。
５ 我们虽是许多子粒，却都成为一饼；
在此这样将你记念，从你得到供应。
６ 借着这饼我们交通，使你心满意足；
同众圣徒如此交通，见证你的丰富。

高品福音 第 12 课 慈爱的父神（上）
路 15:20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
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热切
的与他亲嘴。21 儿子说，父亲，我犯罪得罪了天，
并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22 父亲却吩
咐奴仆说，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
指戴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脚上。23 把那肥牛犊牵
来宰了，让我们吃喝快乐。24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
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人离开且远离神
路加十五章十一至二十四节的比方，把神和人
的关系比作父子的关系，这证明人是出于神的。人
是神所造的，虽然人还没有得着神自己的生命，但
现在人生存的生命，乃是出于神的。从创造这一面
来说，人也可说是神的儿子。在这比方中，说到小
儿子到了一个时候，分取了父亲的家业，离开父亲
到远方去了。这是比方人从神那里取得了天然一切
的秉赋，就远离神了。小儿子到了远方，就任意放
荡浪费赀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就穷苦起来，
只好去放猪。这比方人离开神，就落到罪恶里，任
意妄为，过着罪中的生活，将神给人一切的秉赋放
荡尽了。放猪乃是象征过罪恶的生活，因为猪是污
秽的东西。在这里要形容人如何过放猪的生活，例
如看电影、跳舞等都是放猪的生活，电影院、舞厅
等就是猪圈。
人归向神并想为神作工
小儿子在穷困中就醒悟过来，想起父家的福乐。
这是比方人在罪中，过罪恶的生活，到了穷途末路
时就想起神来，或想起神的福分来。穷苦很容易叫
人醒悟。有人犯罪还没犯到穷途时，是不容易醒悟
的。跳舞、打牌到了穷途，才能醒悟过来。小儿子
醒悟过来，就定意回到父亲那里去。人从罪恶途中
醒悟过来时，也都是顶自然的要归向神。
小儿子要归向父亲的时候，就想到自己的罪，觉
得不配再作儿子，只愿意作雇工。所以他就预备好
祷告：
“哦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成功了 了四句话去见父亲。第一句是：‘父亲，我犯罪得
救赎。使我的罪得赦免，免去沉沦。不只如此，根 罪了天。’第二句是：‘并得罪了你。’第三句是：
据救赎的血，我得以吃基督作生命的饼。阿利路亚， ‘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第四句是：‘把我当
感谢主。吃这生命的饼，我成了基督身体的肢体。 作一个雇工吧。’这表明每当一个罪人醒悟过来要
一个饼也见证基督奥秘身体的交通，见证全地众召 转向神时，都自然感觉自己得罪神，并且觉得不配
会是一。阿们！
”
白白的得神的福分。换句话说，他觉得自己不配从
神白白领受什么。因此，他只盼望在神面前修改自
己，用自己的行为换得神的宽待。这是每一个悔改
罪人的错误观念，因为人总想凭立功、立德换得神
的宽待。但是，当父亲听完小儿子预备好的第三句
话的时候，父亲打断儿子，接受并祝福他。当你归
向神的时候，要除去自己的观念，只是归向神并享
受神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