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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 2022 年往前方向˙Directions of the Church in 2022 

 
信 息  2022年七月份半年度训练⸺『列王纪结晶读经』 

我们需要成为那些如黎巴嫩的香柏树的

人，往下扎根在基督里，使我们栽植于耶

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而得

以在生命里长大，且在年老的时候，仍要

结果子，要满了汁浆而常发青；召会就

是基督复活的能力积蓄在其中，并存在

其中的；这个能力运行在基督身上，叫

祂作元首，也运行在我们身上，叫我们作

祂的身体。（弗一 19 ～ 23，腓三 10。） 

 

橄榄油豫表神的灵；因此，橄榄木表

征基督在神的灵里的人性，即表征受膏

的基督，祂也是作为膏油涂抹之复合的

灵。（来一 9，林后一 21，约壹二 20，

27，出三十 25，30。）我们是接在基督

这好橄榄树上的枝子，以享受祂；赐生

命的灵是基督这属天橄榄树的生命汁

液；我们若渴慕有分于基督的丰富，就

是这属天橄榄树的肥汁，汁浆，就需要接

触赐生命的灵，就是基督的生命汁液。我

们也需要看见，我们已经『逆着性』得接

枝到基督里。罗马十一章启示，我们是基

督这橄榄树的枝子，（17，24 节，）要

结出『橄榄』，并产生抚慰人的油（表征

圣灵）；约翰十五章启示，我们是基督这

葡萄树的枝子，（5 节，）要结出『葡萄』

以产生令人振奋的酒（表征神圣的生 

建造圣殿所用的材料，基本上有五项，就

是松木、香柏木、橄榄木、铜和石头。如

果我们有神经纶的眼光，每一项材料的意

义都会使我们悔改，并跪下祷告，说， 

『主，我们需要你。』这每一项材料都会

带给我们新的看见和经历。 

 

我们要成为神建造的材料，就需要经历

基督的死（由松木所表征）、基督的复活

（由香柏木所表征）、与基督作为那灵（由

橄榄木所表征）。钉十字架与复活的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包罗万有的灵以及经过过

程之三一神的同在，乃是建造召会之材料

的实际；召会乃是神的殿，就是基督的扩

大和延展。 （腓一 19 ～ 21 上，林前三 9。）

我们需要让作为那灵之钉死并复活的基

督，将祂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对

基督有最完满的享受，好作神诸般恩典的

好管家，以建造召会作神的殿。 

 

古时犹太人在他们的墓地栽种松树；因

此，松木表征基督在祂死里的人性，即表

征钉十字架的耶稣。在松木门上雕刻棕树

和基路伯，表征基督的得胜和主的荣耀，

已经借着受苦『雕刻』到我们里面。香柏

树长在黎巴嫩山上；因此，香柏木表征基

督在复活里的人性，即表征复活的基督。

第七篇 圣殿材料的内在意义 



18，代上二九 2，代下三 6。）基督是神，

在祂成为肉体时穿上人的肉体；基督既

成了在肉体里的人，就是在旧造里的人，

因此，祂人性的部分就需要变化。这样一

位经过变化的基督，现今是神建造的活

石、基石、房角石和顶石。殿里的石头也

表征在基督里的信徒，被那作石头的基

督所变化。新约说到活石；旧约说到凿

成的石头；建造召会所用的石头， 里面

必须是活的，外面必须经过一番凿成（对

付）。 

 

真正为着建造召会作神殿的基督徒生

命，乃是钉死并复活之基督的生命；祂

作为赐生命的灵建造到我们里面，使我

们借着祂复活的大能模成祂的死，日日

得更新，并且被变化，从荣耀到荣耀，好

叫祂在召会中得着荣耀。（腓三 10，林

后三 18，四 16 ～ 18，弗三 21。） 

命）。我们越呼求主并祷读祂的话而住在

祂里面，就会越结出『橄榄』与『葡萄』，

好产出油和酒，倒给那些里面受伤、灰心

失望的人。 

 

圣殿的柱子是铜作的，铜表征神的审判。

（王上七 14 ～ 15，21，启三 12，二一 

22。）在圣经里，柱子是神建造的标记、

见证，神的建造乃是借着在实行身体生活

中被变化而成的。对神有用的人，乃是一

直在神的审判（铜）之下，领悟他们是在

肉体里的人，一无价值，只配死与埋葬。

（出四 1 ～ 9，罗七 18。）殿里柱子的柱

顶有『装修的格子网〔如格子架〕和拧成

的链索形成的花圈』；这些表征错综复杂

的光景，而那些在神建造中作柱子的人，

在其中生活并承担责任；柱顶上有百合

花和石榴。借着格子网的除去和拧成之链

索的限制，我们就能过信靠神的单纯、简

单生活（百合花），彰显基督神圣生命的

丰富（石榴），为着神在生命里的建造。 

 

圣殿的石头表征基督在变化里的人性，

即表征经过变化的基督。（王上五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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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罗 1:26-2:10 2:11-29 3:1-20 3:21-31 4:1-12 4:13-25 5:1-11 

1.   本周“新约恢复本经文及注解”共同读经进度：根据读经进度表 第 48 周。 

2. 本周“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创世记生命读经，第 20~21 篇。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初信造就”：第四十六篇（请参阅周讯第 10~13

 页。） 
 

4. 本周继续追求“列王纪结晶读经”晨兴圣言：第七周。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 

 “圣经之旅”第九册：第 7 课，书报追求进度：“生命的经历与长大”：第十三篇。

 大专书报追求进度：“包罗万有的基督”：第十五章（如何经营基督至享受基督的 

 两种方法。） 

 

 
进 度 

自：新北市召会周讯，第 568 期】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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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感恩节特会 
 日期： 25-28/11/2022 

 费用：免费 
 报名截止： 14/11/2022（周一） 
 备注： 1.  请以区为单位收集名单（姓名，语言），并将收集好的名单转发 
          给古晋市召会的 WhatsApp（+6082-482258）。 
       2. 特会信息流播网站为 https://www.conf.lsmwebcast.com 
 
 
 
 
 
 
 

 
 

2. 2022 年小六训练饭食服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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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25/11（周五）    第一堂： 7:30PM  

  26/11（周六）    第二堂： 10:00AM   第三堂： 7:30PM 

  27/11（主日）    第四堂： 10:00AM   第五堂： 7:30PM 

  28/11（周一）     第六堂： 7:30PM  

请圣徒们积极参加周一晚上各会所的核心事奉交通聚会，一同进入召会生活的

负担。实行神命定之路的召会生活，教导神圣的真理，照着神牧养，使召会达

到繁殖与扩增。 

 分会所事奉交通聚会 

日期 
12/12 

（周一） 
13/12 

（周二） 
14/12 

（周三） 
15/12 

（周四） 
16/12 

（周五） 
17/12 

（周六） 

服事会所 一、九 二、十二 三、十一 四、八 五、七 六、十 

早餐 

(8:00AM) 
— 

炒面/粿条 
美禄 

包/面包类 
奶茶 

茄汁面/粿条 

美禄 

包/面包类 

奶茶 

炒面/粿条 

美禄 

午餐 

(12:00PM) 

奶油鸡 
番茄蛋 
树仔菜 

姜葱鸡 
乌龟豆 
茄子 

炸鸡 
椰菜花 
黄瓜 

酸甜鸡 

苦瓜 

大白菜 

咸菜猪肉 

黄瓜 

小白菜 

卤肉 

羊角豆 

甜菜心 

晚餐 

(6:00PM) 

姜丝猪肉 
南瓜 
甜包菜 

蒸肉碎 
甜菜心 
杂菜 

姜丝猪肉 
蓊菜 
羊角豆 

肉碎马铃薯 
芙蓉蛋 
杂菜 

紅糟鸡 
南瓜 

番茄蛋 

咖哩鸡 
树仔菜 
甜包菜 

用餐人数 80 80 80 80 80 80 

备注： 1. 请各会所自行交通并安排配搭人位前往会所服事（包括煮白饭，清洗大

 器皿和厨房的整洁）。 

 2.  各会所需自行购买当天的肉和菜类（除了早餐的饮料）。召会将会

  提供所需用的米和配料。 

 3.  每人每餐的预算为 — 早餐： RM3 ；午餐： RM5 ；晚餐： RM5。 

 4.  所有的菜肴和白饭需在每餐用餐前的 30 分钟预备好，并分配到各组的

  餐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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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儿童品格园地报名通启（实体） 

  一、儿童报名 
    日期/时间： 07-09/03/2023（早上 8:00AM 至下午 5:00PM） 
    地点：古晋市召会会所 
    报名对象：小学一年级至五年级儿童（须有参加儿童排），名额： 120 位。  
    费用：每人 RM65 

    报名截止： 14/11/2022（周一） 

 二、服事者报名 

    1.  队辅 - 中学生及大专生（队辅预训： 28/02-02/03/2023） 
    2.  小牧人 – 大专生及在职圣徒 
    报名截止： 14/11/2022（周一） 
    备注：请到办公室索取报名表，或者联络各会所的儿童小牧人。 

 
4. 2023 年马来西亚相调特会 
 日期： 22-24/01/2023 

 地点：梳邦再也之伊甸园 
 费用：入住者 - 单人房： RM800，双人房： RM500，四人以上套房： RM350 

  不入住 - 用餐者： RM180，不用餐者： RM100 

 报名截止： 05/12/2022（周一） 
 备注： 1.  所有的参加者必须在来到训练的前一天（21/01），进行 RTK-Ag 自检 
    并确保结果为阴性。 
   2. 报名表可到办公室领取。费用可汇款进召会的银行户口，汇款收据注 
    “MBC”并区属（例： H1D1）。请将收集好的名单和汇款收据转发 
    给古晋市召会的 WhatsApp（+6082-482258）。 
 
5.  石隆门和伦乐的召会已经恢复实体的擘饼聚会，圣徒们可前去扶持与当地的圣徒 

   有更多的相调。石隆门召会的擘饼聚会时间是 2:30PM-3:30PM，伦乐召会的擘饼 

   聚会时间是 10:00AM-12:00PM。 
 

6.  主日早上会所巡逻服事 
 

 
 

7.  整洁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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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2022 三会所 20/11/2022 四会所 

13/11 20/11 整洁范围 

4 ─ 1 11 ─ 4   A 三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2 ─ 3 3 ─ 4   A 二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1 ─ 3 3 ─ 1   A 一楼：厕所，走道，大门楼梯及 A 至 B 楼的阶梯。 

3 ─ 3 9 ─ 2   B 底楼： B 底楼厕所，走道，通往 A 楼底下层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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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中洗涤 

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住在

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诫命，就住在

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住

在祂的爱里。…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

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诫命。』十六至十

七节又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

拣选了你们，并且立了你们，要你们前

去，并要你们结果子，且要你们的果子常

存，使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向父求什

么，祂就赐给你们。我将这些事吩咐你

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从这里我们

看见，十三章的洗脚和十五章的结果子，

有相当的关系。我们若是要结果子，就必

须相爱。 
 

工作的果效在于相爱与合一 
 

十三章说，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就

能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是属主的。

（35，）十七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说，我

们彼此成为一，人就能认出主是神差来

的。这些话都是指明，我们若要在人前有

影响力，能够结出果子，就缺不了要彼此

相爱、合而为一。无论我们的同工是多么

劳苦、多么努力作工，若是我们没有相爱

的心，没有一的见证，我们的果子就会很

少。我们的彼此相爱和合一，乃是强有力

的见证，叫旁边的人看见我们是属乎主

的，是事奉主的。这样才能结果子。所以，

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结果子有能力的

因素，乃是在于事奉的人能相爱，能合

一。我们若是缺了相爱，缺了合一，我们

可以努力工作，但会事倍功半，果效就差

了。到底我们这些事奉主的人，该如何使

工作有果效？我们奉献给主，为主作工， 

读经：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十二至十七

节，三十四至三十五节，十五章九至十二

节，十六至十七节，十七章二十一至二十

三节。 
 

约翰十三章一节说，『逾越节以前，耶稣

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祂既爱世

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在这之

后，发生了一个爱的故事，就是主为门徒

洗脚。洗脚乃是主爱我们到底的表示。『到

底』这个辞，有的人主张是指时间说的，

是指主爱我们爱到永久。有的人主张说，

是指程度说的，是主爱我们到极点。照我

们的领会，主耶稣在这里所作的事不重在

时间，乃是指着程度。祂既爱世间属自己

的人，就爱他们到极点。 
 

在十二至十七节，主耶稣洗完了门徒的

脚，就穿上外衣，对他们说，『你们称呼

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

来就是。我是主，是夫子，尚且洗你们的

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作了榜

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作的去作。…

奴仆并不大过主人，受差遣的也不大过差

遣他的。你们既晓得这事，若是去行就有

福了。』接着在三十四至三十五节，又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诫命，乃是叫你们彼

此相爱，正如我爱你们，为使你们也彼此

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里告诉我们，我

们相爱而彼此洗脚，乃是属主的一个标

记。我们若是有这一个，就给人看出我们

是属于主的人。这乃是一个有力的见证。 
 

十五章九至十二节，主对门徒说到，『我 

交 通 



就带下祝福。所以，我们必须看见，我们

的工作今后要有果效，合一、相爱乃是先

决的条件。 
 

要达到真正的相爱须彼此洗脚 
 

然而，我们要了解，这个相爱并不是世

界里所说的友情，也不是表面上相安的

交通。在一个区域里的同工，必须让主的

恩典作工到一个地步，众人是真正相爱。 
 

脱开洗脚，是很难达到真正的相爱。洗

脚乃是一个象征，指明我们彼此靠主的

恩典，除去我们中间的摩擦，就是那些不

该有的东西，不该有的感觉。我们若是缺

了这个，就无法相爱；大家所有的不过

是客卿相安，不过是老练的交通，彼此磨

得比以前更光滑罢了。说得不好听就是

圆滑；外面虽圆，里头却硬得不得了，完

全变作一颗卵石。我们都有这个危险，虽

然不出事，却是滑的。若是一个区域里的

同工们，都是这样圆滑，那是不得了的。

你们不要盼望有一点的祝福。你们必须

有约翰十三章的洗脚，才能有彼此真正

的相爱，而不是像世人那种同事间的友

谊和感情。 
 

这件事要怎么作呢？就是你我都得回

到事奉的所在地，请求一起配搭的同工，

给我们洗脚，让他们靠着主的恩典，对我

们说直话。同工们彼此批评是错的，彼此

定罪也是错的，背后论断更是错到顶点

了。批评、定罪和论断绝对不应该，但是

爱的洗脚是应该的。若是有位弟兄请求

你替他洗脚，你就应该凭着爱心说实话。

这不仅是把脚上的灰尘洗掉，更是把你

对他的问题洗掉。结果不仅他感觉你爱

他，并且你的确是爱他。你不给我 

目的就是要有果效。我们传福音要看见人

得救，带弟兄姊妹要看见有人复兴，有人

长进，有人被主得着，成为合用的器皿。

我们是要有果效，要结果子，否则我们在

这里作什么呢？然而，这一个有果效、结

果子，完全在于相爱与合一。 
 

我们可以看见，凡我们在相爱的灵里，在

合一的空气里所有的劳苦，都是有果效

的。凡工作不是在相爱的空气里，不是在

合一的灵里作的，无论人怎样会作工，怎

样努力，果效仍是寥寥无几。所以，我们

必须看见，在这里有一个定律，并且这定

律是由不得我们的。你符合这定律，就有

结果；不符合，就没有结果。 
 

你若问，作工怎样能有果效？也许有人

会回答说，要得着五旬节的能力。然而请

记得，那不过是一面。五旬节的能力，乃

是显在一班相爱与合一的人身上；五旬

节的能力不是显在一班散漫、彼此分裂、

彼此嫉妒的人身上。使徒行传给我们看

见，在五旬节来到以前，已经有一百二十

多人，被主带到一个地步，他们实实在在

是相爱、合一的。（一 14 ～ 15。）这是一

个基础和根基。乃是这个立定之后，五旬

节的能力才降下来。 
 

二百多年前，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同样是

等到有一天，真正像圣经所说的，有彼此

相爱与合一的光景，圣灵才降下来；他们

就得着空前的圣灵浇灌。这个工作的能力

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彼此相爱并合一。我

们今天在这里劳苦工作，若是我们的爱缺

了，合一差了，我们作工的果效总是寥寥

无几。回想十五、六年前，我们初到台湾，

都是没有多少用处的人，都算不得什么。

然而，那时在我们中间实在是和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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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会讲，会作，有干才，有恩赐，却没

有多少果效。若是同工们在一个地方，好

像我不能作什么，你也不能作什么，我们

的恩赐都跟不上人，实在是差；但感谢

主，我们彼此的脚都洗透了，我们是相爱

的。这个彼此相爱，会把弟兄姊妹里头的

冰冻溶解，叫他们里面真是开了；这比

听你讲几十篇道还受影响，还有果效。 
 

有了相爱就有合一 
 

这个爱一出来，合一就不成问题。有的

人天性喜欢吹凉风，泼冷水。你若说天热

好，他就说天热有它的短处，天冷也有好

处。他觉得附和人讲话是个羞耻。凡是有

这种脾气的人，证明他天性没有被破碎，

工作必不会有果效。当然这不是要你去

盲从附和，带头的说什么，你就跟着说什

么；那也不一定对。总之，大家应当吹一

定的号。若是众人今天唱百合花的调，我

们就随着唱百合花的调。千万不要说，你

唱百合花的调，我就要唱朝鹿的调。虽然

你可以说，这也是用圣经的调，但是你们

彼此合不来。在我们中间的确有这个难

处，有的人在其中不是要闹事情，也不是

要闹分裂，但是却没有合一的情景，没有

合一的味道。真实的合一必定是和谐的，

同工们的说话绝对是一致的，不会有冷

风冷气，反腔反调。 
 

从前在大陆，在我们中间有这样一位宝

贝弟兄，谁都承认这位弟兄最和善、最温

柔、也最谦卑。然而，同工们无论讲什么，

他都另有高见。比方，召会要传福音，你

若说在晚间传，他必定说晚间有晚间的

好处，但是早晨传更好。那么你说早晨

罢，他又非说晚上不可。结果同工们要有 

洗脚，就不会真爱我；你肯给我洗脚，才

是真爱我。这不是私人的感情，这完全是

灵里的相爱。 
 

多年来，我们讲配搭，只着重说到『在灵

里』，只给人看见你在灵里，我也在灵里，

大家才能融洽，才能配搭。然而，我们越

过越觉得，仅仅讲这一个还不够，非要有

洗脚不可。以弗所书中有两个小的辞句，

一是『在灵里』，（二 22，三 5，五 18，

六 18，）一是『在爱里』。（一 4，三 17

下，四 2，15，16，五 2。）这两个辞在以

弗所书里都是一再出现。所以，仅仅在灵

里并不够，还要在爱里。认真说，你真正

在灵里，就是在爱里了。然而，你若仅仅

说在灵里，而不说在爱里，你就不能得到

矫正。这个在爱里，就是在肉体里的一个

矫正，是在自己里的一个矫正。怎么知道

你不在自己里呢？怎么知道你不在肉体

里呢？端看你在不在爱里。 
 

若是我们在一起事奉，你不说，我也不

说，但是里面却有个东西憋在那里，那就

叫肉体与自己。怎能把这东西去掉？只要

一洗脚就去掉了。所以，使徒写以弗所书，

给我们看见召会的建造，一面是在灵里，

一面是在爱里。这个爱不是道理的，乃是

一个实际。同工们若是不能相爱，你们的

工作定规果效不彰。你们若能相爱，就如

主亲口说的，人就看出你们是属于主的门

徒。换句话说，人就看出你们是真正事奉

主的人。这个光景一有了，无论你讲什么，

弟兄姊妹都能听，都会接受带领；这样，

你的工作自然有果效。若是没有这个光

景，你即使很会讲，很有干才，并且你和

同工们各显能手，弟兄姊妹看到你们的光

景，里头就先冰冻了。结果你尽管会撒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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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失败的。你必须能够说，你在工作中事

奉十几年，肉体情感里的结交没有，但是

你在某地事奉了一段时间，的确叫你得

着一些爱的同伴。即使今天你不在那地

事奉，但已过的那个味道还在。虽然彼此

离开了，但是在爱里的同伴还在。这个若

没有，你我的事奉就是失败的。失败的

点，定规是因为我们还在肉体与天然里，

我们不肯把自己交给别人，不肯把自己

打开，不肯接受别人的洗脚。 

 

所以，同工们来在一起，先不要题工作，

先不要盼望在弟兄姊妹中间作工。同工

们应该先彼此洗脚，把脚洗透了，实在有

爱，实在有一种光景，你们在这里为着主

的缘故，在主的见证上是相依为命的。若

是你们能这样相爱，你们的工作已经有

百分之九十五了，下面无论你们怎么作，

都是左右逢源，满有祝福。只要你们是这

样，整个黑暗的权势就会垮台，会不攻自

破。 

 

我请求你们一定要实行这事。你们若不

实行，你们的生命不会有多少长进，工作

不会有多少果效，这是定律。真实有效的

配搭，乃在于这个洗脚的爱。我可以向你

们担保，若是你们肯这样洗脚，不出半

年，整个召会的春天就会来到。到那时，

你无论怎样带领弟兄姊妹都可以，因为

他们里头完全解冻了。你们的工作一定

会有百倍的收成。 

 

这个爱一出来，合一就有了。要注意圣

经里的次序：约翰十三章有洗脚的爱，

十五章有结果子的爱，十七章根据这个

爱就有了合一。合一不仅是你我不分裂，

不另立聚会；那还是表面的。真实 

行动时，都怕和他交通；即使大家在一起

研究真理，也是这样。他明明赞成受浸，

但若是你先题受浸，他必定说洒水也有它

的道理：『一个人就要断气了，你还要抬

他到水里浸一浸么？这时，用水洒一洒也

不见得没有道理。』他会给你这么一篇高

论。前面的弟兄很认识他，有一次很幽默

的对我们说，『某某弟兄真可爱，但是却

有这么一个难处，你要往东走，你可不要

说往东走，你要说往西走，那么他就往东

了。你若说往东走，他非说往西走不可。』

那时我听了还不太能信，等到彼此同工久

了，才发现一点都不错。三十多年过去了，

这位同工至今一事无成。他对圣经是相当

熟悉，英文和中文都非常好，却是一事无

成。他为人和善、谦卑、温柔，但是末了，

没有一个人能和他配搭。 
 

身体的见证在于爱中的配搭 

 

我们在这里的工作，完全是身体的见证，

其定律是在于配搭。配搭一没有，祝福就

失去。并且这配搭不仅是同事关系，更是

里头有爱。这爱不是天然情感；你我不该

有天然情感。旧约里定规，素祭不可搀蜜，

（利二 11，）就是指不可有天然情感。素

祭要加乳香，（1，）乳香是豫表复活。天

然的情感不是乳香，不是出于复活的东

西，我们不该有。然而，我们要有从主而

来的爱，我们和弟兄们一同事奉，里头必

须有这个爱。 

 

试问所有在这个工作里多年的人，谁是

你的同伴？若是你说，我没有得罪过人，

没有什么人恨我，也没有什么人反对我，

反正主带领我到那里，我就到那里作工，

所以我说不出有什么同伴；这就证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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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转。从前我是在自己里，现在我这个人

已经交出来，交给弟兄姊妹，交给和我一

同事奉的人。对于路旁的人，冷言冷语的

人，他们所说的话，你可以完全抛开，但

是对这七、八位一同事奉的人所说的话，

每一句你都得接受。即使他们说得不准

确，说得太过，你都得接受。 
 

千万不要受一种道理的影响，以为我们

岂不是有圣灵在里面，我们只要摸着灵、

随从灵就可以了，怎么还要那么人工，还

要把自己交给人？我没有什么理论来辩

论，但你可以试试看，就知道后果如何。

我不是个理论家，我是个小工头。大的理

论我没有讲过，但是因着主的怜悯，我开

了几个属灵的工厂。我只知道该怎么作，

才能出来实在的东西。理论我没有，但实

行我知道。你可以随从灵，但那是不可靠

的。这并不是说，我们轻看里头的灵，绝

不是这样；乃是说真理是两面的，你不

能偏。今天你的灵要强壮，你的体也要强

壮，你不能专顾灵而不顾到体。一面，我

们要与主有交通，与主有好的关系；另

一面，我们也要与身体，与众弟兄姊妹有

好的关系。 
 

你我不能轻看任何一面；我们和主的

交通是如何的重，和弟兄姊妹的关系，和

身体的关系，也得同样的重。身体和灵、

魂并重，你才会是强壮的人，你才有寿

命。盼望今后我们这个人得变一变，不能

像从前一样。从前我在事奉上，只要个人

谦虚，没有错处，各方面不得罪人，就可

以了；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今后我

们的作工是像个球队一样，完全离不开

配搭。所以，我们一定要和谐，要合一。   

 

 

的合一是在洗脚的爱里；乃是一直等到

大家有一种洗脚的爱，我们中间才会有真

实的合一。这是我们今天的需要。 
 

所以，领头的弟兄们，要能够起这个带头

的作用。你们先接受主的恩典，真正把自

己交给同工们，敞开自己，要同工们给你

们洗脚。到一个地步，你们实在和同工们

有了洗脚的爱；那才是没有间隔，才是把

里头的间隔统统洗掉了。到这时候，真爱

就出来了。真爱一出来，和谐的灵就出来，

那就是合一。合一这辞不一定好，实在说

就是一，有一个『一』出来了。这个爱，

这个一，乃是一个莫大的能力。一面叫人

认出我们是属乎主的，一面叫人认识主是

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工作的果效。若是我

们在各地的同工，都肯这样相爱，那是我

们中间真实的复兴。 
 

洗脚的实行 
 

这一件事的实行，是在于你我肯把自己

交出来，交给一同事奉的同工。这不是办

手续，而是一种从里头出来的东西。你可

以请求同工们到你家，有一点爱筵，然后

请同工们给你洗脚。你把自己敞开，完全

交给同工们。无论是关乎你的工作，或是

关乎你的生命，还是关乎你的生活，所有

的缺点、弱点、不妥之处，都请同工们指

出来。你要对他们说，『我把自己交出来，

你们越指出我的缺点，我越感激；你们洗

得越干净，洗得越厉害越好。』 
 

目前同工们最需要的，就是这个。我们不

需要再听更多的道；更多的道，只能供给

我们讲道的材料。今天你我要看见，我们

的工作不能再靠讲道。所以，盼望弟兄姊

妹不要再在道理上讲究什么。但愿我们能

交通得透，我们这个人要变，我们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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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六篇 合一（一） 
造 就 

的。这里所说的，身体虽然是一个，肢体却

有许多；肢体虽然是许多，不过只有一个

身体，这乃是在地上的，因为是可逼迫的。

扫罗是逼迫在地上的身体，而主说这是逼

迫祂。这就是说，这个身体是在地上的。 

 

这一件事，有极重大的关系。基督的身体

乃是一个。基督只有一个身体。所以，身体

合一这件事，不是等到天上才彰显的事。身

体合一这件事，乃是在地上就得彰显的。在

地上，身体就是合而为一的。林前十二章给

我们看见基督身体的事，里面就有一句话

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

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

一同快乐。’（26。）这明显给我们看见，

基督的身体是在地上的东西。因为如果是

在天上的，说喜乐，还说得通；说受苦，就

说不通。你不可能说，肢体在天上受苦。一

个肢体受苦，全身就都受苦，这明显是在地

上。只有在地上，才有一个肢体受苦的可

能；也只有在地上，才有全身受苦，全身受

逼迫的可能。所以，基督身体的合一，不是

将来在天上的事，乃是今天在地上的事。 

 

二 合一是今天在世界里的事 

 

主耶稣在约翰十七章的祷告，是求教 

会在地上合一。祂说，‘使他们都合而为 

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

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

来。’（21。）从第二句话‘正如…’到‘使

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用括弧把它括起来，

你就能清楚看见说，主盼望教会合而为一，

是要叫世人可以信。如果信的是世人，就明

显这一个合一，也是在世人面前。主是盼望

世人能够信。这也给我们看见，这一个合

一，是今天在世界里的事。 

壹 头、身体、肢体、都是基督 

 

今天我们要题起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的

合一。我们曾看过，基督的身体乃是彰显在地

上的一件事。保罗告诉哥林多的人说，‘就如

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

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林前十二

12。）保罗不是说，基督和祂的教会也是这样。

保罗也不是说，基督和祂的子民也是这样。保

罗是说，基督也是这样。换句话说，头是基督，

身体也是基督，肢体也是基督。所以他说，身

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

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这一句话明显的

给我们看见：元首、身体、肢体，都是基督。 

 

当保罗在往大马色的途中遇见光的时候，

主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徒九 4。）扫罗问祂说，‘你是谁？’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5。）这一个

‘我’是在天上。一个在地上拿着大祭司文书

的保罗，怎么能逼迫在天上坐在父右边的拿

撒勒人耶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这一个

就是基督身体的合一。头、身体、肢体，都是

基督。所以扫罗在地上逼迫教会，主不是问他

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教会？’‘你为什么

逼迫我的子民？’主乃是问他说，‘你为什么

逼迫我？因为你这样作，就是逼迫我。’这就

是说，基督与教会是合而为一的。 

 

贰 合一是今天在地上的事 
 

一 基督的身体是在地上的 

 

这一个基督明显是在地上的，因为这一个

基督是能加以逼迫的。所以，基督的身体这一

件东西，乃是在地上的。林前十二章所说的

‘基督也是这样’，这一个身体乃是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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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

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

主的仆人对主人说，你要我们把稗子薅出

来么？主人说，容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

割。那时收割的人要把稗子捆成捆，留着

烧；把麦子收在仓里。（24 ～ 30。）许多

人有一个误会，以为合一乃是麦子和稗子

的合一；以为合一不只是麦子的合一，也

是包括了稗子。要知道，主在这里不是讲合

一，不是说信的和不信的应当混在一起；

乃是说信的人不应该杀不信的人。罗马教

就是预备把稗子拔掉，把他们所谓异端的

人，都拔出来。我们知道，他们不只在原则

上错了。连事情都错了。他们不只把稗子拔

掉，他们也把麦子拔掉了。在原则上是错

的，在事实上也是错的。因为他们把基督教

当作异端。 

 

在这里，主的命令不是说，在这世界里要

把稗子拔出去。主是说，在教会里要分开。

这里所说让两样都长到收成的时候，不是

让两样都长在教会里，乃是让两样都长在

田里─世界里。（在第一个比喻里，解释田

是世界。）换句话说，不必把有名无实的基

督徒从世界里挪开，不必像罗马教那样把

他们杀掉，可以让他们活在世界里。但这并

不是说，基督徒的合一包括了稗子。 

 

1 教会不该容纳不信的人 

 

今天在所谓的基督徒团体里、宗派里、公

会里，有许多不信的人在里面。他们容纳不

信的人，就是容纳稗子在教会里。主不是

说，容纳稗子在教会里；主乃是说，容让稗

子在世界里。主叫我们维持基督徒的合一，

是要维持在教会里，不是维持在世界里。 

 

今天有许多人，像罗马教的人，不让稗子

活在世界上，要从地上把稗子拔去。这是一

个极端。另外有一个极端，像有的团 

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要解决的，就是说，基

督徒的合一，乃是今天在地上的事，乃是今天

在世界上的事。基督徒的合一，不是将来在天

上的事。将来在天上，基督徒当然是合一的。

但基督徒的合一，乃是今天在地上彰显，在地

上实行；不是将来在天上彰显，在天上实行。

这一件事，弟兄们必须清楚。因为有的人会告

诉人说，‘你们不要替教会合一不合一担心，

不要替基督徒合一不合一担心；总有一天，

到天上的时候，都合一了！’但那是在主面前

的事。主今天所要求的，是要在地上就合一。

这一个责任是在我们身上。不要以为说，要等

到了天上，我们才合一。基督徒的合一，今天

在地上就得彰显。这是我们今天第一要注意

的事。 
 

叁 合一的范围不能比身体大 
 

一 教会的合一只以身体为范围 

 

关于合一的问题，有许多人是这样想；不管

一个人是不是神的子民，不管一个人是不是

有生命的人，也不管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基督

身体里的肢体，只要他在外表上有基督徒的

名称，我们都可以与他合一。但是圣经所给我

们看见的合一，乃是身体的合一。今天有许多

人所主张的合一，是超越过身体的范围，也包

括了尸首在里面，包括了身体之外的东西在

里面。这种合一，不是神的话所许可的。所以，

我愿意在这里注重的说，身体的合一，才是教

会的合一。教会的合一，只以身体为范围，不

能扩充到身体之外去。不是说，凡挂上基督教

的名字的，凡挂上基督徒的名字的，我们都得

和他们合一。神的话，没有这样定规，也没有

这样说。 
 

二 麦子和稗子不能合一 

 

许多人喜欢引一段圣经，就是马太十三章。

他们说，在马太十三章第二个比喻里，主告诉

我们说，当祂离开世界的时候，好像是睡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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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知道不知道谁得救，谁不得救；乃是

说，你如果知道谁是不得救的，你容让不容

让？我们所争的，不是事实的问题，乃是原

则的问题。我们所争的，乃是你如果知道一

个人没有得救，你接纳不接纳？’他说，

‘就是我们知道，恐怕我们还是要接纳。’

一个教会，如果在原则上接纳不得救的人，

就不是教会。我们不是说在事实上。在事实

上，使徒行传里的西门，到底得救不得救，

我们不知道。许多人，你问他的时候，好像

是得救的；但在事实上，也许会有错。但这

并不是原则。有的团体，不管人相信得救也

好，没有相信得救也好，一律接纳，根本不

问，这是在原则上的难处。 

 

今天不是说手续上如何，乃是说原则怎样

定规。比方，你定规说，所有黄帝的子孙都

可以作中国人，这是原则。你如果弄错了，

把一个大和民族的人收进来，这是手续上

的错误。你如果定规大和民族的人可以作

中国人，这是把原则打开了。历世历代以

来，常常有错，我们也常常作错事。愿意神

怜悯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但是，

我们看见，主在原则上所定规的，教会不能

把门打开来接纳不信的人。所以弟兄们，你

们无论遇见任何的团体，若是他们的原则

是打开来的：信的人可以进来，不信的人

也可以进来；你看见这不是教会，这乃是

世界。因为有麦子，也有稗子，这不是神的

教会。在教会里，应该全是蒙召出来的人。

如果出来的人也在里面，不出来的人也在

里面，这就不是教会。 

 

四 应该离开混乱的团体 

 

如果有一个团体，门开得这么大。信的人

也可以进去，不信的人也可以进去，就这一

个团体不是基督徒的团体。这一个合一，不

是基督徒的合一。所以，如果有一天，主开 

 

体，又把不信的人留在教会里。你们如果去看

所有国立的教会，只要是这一个国家的国民，

只要是这一个国家的国民所生的，就可以给

他们施洗，就可以把他们带到教会里来。生在

这一国里的人，就可以作这一国里的基督徒。

你们看见说，把教会的门开启到包括不信的

人，这是不对的。 
 

2 教会包括的不能太大 

 

连卫斯理在起草卫斯理公会会章纲例的时

候，里面也写着：‘凡是愿意逃避将来忿怒

的人，都可以作卫斯理公会的人。’请你们记

得，这一句话是太笼统了。当然，我们在许多

事情上都赶不上卫斯理，他是神大用的人。许

多事情，我们没有学过，我们赶不上他。但是，

我们可以对他说，‘弟兄！你这一句话包括

得太大了罢？’实在在教会里面，不包括所有

要逃避将来忿怒的人。连佛教的人，恐怕也可

以说是要逃避将来忿怒的人。 

 

3 基督徒的合一只包括神的儿女 

 

所以我愿意和弟兄们看，什么叫作教会。教

会乃是有基督生命的人。什么叫作教会？教

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徒的合一，只

包括神的儿女。基督徒的合一，并不包括有名

无实的人。他们还是属乎世界的，他们是没有

重生的，他们在神面前还是罪人，他们并不包

括在教会里，所以他们也不包括在合一里。 

 

三 手续与原则问题 

 

有一个主的仆人，是在公会里事奉主的，曾

对我说，‘我们并不弃绝得救的人！’我说，

‘那当然！我们不盼望任何的教会弃绝得救

的人。但是我要问一句话，你弃绝不弃绝不得

救的人？’他对我说，‘你们是很厉害的，能

知道谁得救，谁不得救，我们却不知道。’我

承认他这一个答覆是对的。但是我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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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个弟兄问我说，‘你们到底有没有

收错了人？’那个时候，我在感觉上，是觉

得没有收错了人。我就答应他说，‘也许

有，但是相当少。’他说，‘这样，你与我

们有什么分别？’我说，‘在我们中间，如

果有不信的人进来，他是夜里爬着墙进来

的。在你们中间，如果有不信的人进来，是

你们在正午十二点，开着大门让他进来

的。’我们千万不要骄傲，我们也许会错。

施浸会施错，接纳会接错；不过，这是人偷

着进来的，不是我们在原则上定规的。今天

在所谓的基督教团体里，只要人挂一个名

就可以进来，所以是十二点太阳正中的时

候进来的。所以不是说，我们今天在手续上

绝对没有错。当然，我们在神面前要非常小

心，不要作错事。如果故意的让它错，在原

则上让它错，那就不是教会。 

 

1 没有保守非基督徒合一的需要 

 

如果有一个团体，明知道某一个人是不信

的，却随便让他进来，这一个团体定规不是

教会。对于这一个团体，神的儿女没有保守

合一的需要。因为那一个合一，不是基督徒

的合一，我们不必保守。我们只需要保守麦

子的合一，不需要保守麦子和稗子的合一。

今天在地上有许多自称作教会的团体，里

面有信的，也有不信的。他们要维持一个外

表，他们要保守一个合一。请记得，他们这

一个合一是用不着保守的。他们这样的合

一，反而要推翻那真正的合一。他们所要保

守的合一，反而是我们要出来的，因为一到

里面去，反而是破坏了合一。  

我的眼睛，叫我看见说，我应该离开这一种团

体；请记得，我这一个离开，并没有离开基督

徒的合一。因为这一个团体，根本不是基督徒

的合一，根本里面是混乱，是搀杂。所以离开

的时候，并没有离开基督徒的合一。如果有一

种的团体是包括信的人，也包括不信的人；

包括得救的人，也包括不得救的人，两种都混

在一起的，神的命令是叫我们从他们中间出

来！ 
 

1 我们是永生神的殿 

 

林后六章十四到十六节：‘你们和不信的

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

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

彼列有什么相和呢？信的和不信的有什么相

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

们是永生神的殿。’你们要知道，你们自己是

什么种的人。你们自己乃是永生神的殿。所以

你们与任何的偶像都没有关系。‘就如神曾

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

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你们

是永生神的殿，神要在你们中间居住，在你们

中间来往。神是你们的神，你们是祂的子民。 

 

2 必须从不信的人中间出来 

 

所以结果呢？神的命令乃是说，‘“你们

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

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作你们的父，

你们要作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17 ～ 18。）在这里，我们看见，任何一个

基督徒的团体，名字是基督教的，而里面也有

信的，也有不信的，我们就要从他们中间出

来。就是他们的名字叫作基督的教会，如果在

里面信的和不信的混在一起，我们总得出来。 

 

五 原则上不能错 

 

在原则上，不让不信的人进来，才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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