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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2022 年国殇节特会⸺『走享受基督作生命树的路』 

式造的，人的生命与神圣的生命相似，所

以人的生命能与神圣的生命联结，并接

枝在一起，一同生活。( 十一 24。) 

 

然而，为使我们接枝到基督里，祂必须

经过成为肉体、钉死和复活的过程，成为

赐生命的灵。如今，我们已经接枝到基督

这生命树上，这接枝已使我们与祂成为

一。就如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说，祂是葡萄

树，我们是枝子。(1，5 上，4 上。) 基督

成了我们的生命、性情和人位。( 西三 4，

10 ～ 11，弗三 17 上。) 

 

我们这些重生的人已经接枝到基督里，

在这生命里，双方联合而生机的生长，我

们就应当活接枝的生命。今天，我们既然

已经接枝到基督里，就不该再凭我们自

己活着，乃该让那是灵的基督活在我们

里面。( 加二 20。) 并且，我们也不该再

凭自己的肉体或天然的所是活着，乃要

凭调和的灵—神圣的灵调和着蒙重生之

人的灵—过接枝的生活。( 林前六 17，罗

八 4。) 

 

 

圣经启示神渴望与人建立的关系，乃是

祂要与人成为一。( 林前六 17。) 每当我们

来读圣经时，我们需要应用一个原则，就

是神渴望与祂所拣选的人成为一。这是神

的定旨也是神心头的渴望，要使祂自己与

人成为一，并使人与祂成为一，( 弗四 4 ～ 

6，) 也就是说，神圣的生命要与属人的生

命联合成为一个生命。 

 

神经纶的中心线，乃是要使神与人，人与

神，成为一个实体，两者凭同一生命，有

同一性情，过同一生活。( 启二二 17。) 因

此，基督在祂成肉体时，将神带进人里面，

又在祂的复活里，将人带进神里面；借此

祂成就了神与人调和为一的事。我们在基

督里面，祂在我们里面；基督成为我们，

我们也成为祂，祂与我们成为一个人位。

( 林前十二 12。) 

 

神渴望与人建立的关系，乃是祂要与人

接枝在一起而在生机的联结里成为一。

( 罗六 3 ～ 5。) 首先，我们要知道接枝的

生命不是替换的生命，乃是属人生命与神

圣生命的调和。其次，在接枝时，因着我

们人的生命是按着神的形像，照着神的样

第四篇 接枝到基督里而成为生命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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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作为枝子住在葡萄树里面，就接受从

生命树而来生命的分赐，并作为生命树

的一部分而活。从神圣经纶这一面来看，

基督作为生命树，乃是要将祂自己分赐

到我们里面；作为葡萄树的枝子，我们

住在祂里面，祂也住在我们里面，就有神

分赐到我们里面，就是生命从生命树分

赐到枝子里面；这分赐使我们成为神

人。( 罗八 10，6，11。) 

 

今天，我们要操练住在基督这葡萄树

里，也就是以祂为我们的居所，这是对神

最高、最完满的经历；住在基督里面，就

是在祂里面过生活，以祂为我们的一切。

( 诗九十 1。) 我们若作为生命树的一部

分而活，就不会在意善恶，乃在意生命；

我们辨识事物，也就不会照着对错，乃是

照着生命或死亡。( 创二 9，16 ～ 17，林

后十一 3。)   

再者，在接枝的生命里，属人的生命不是

被除去，乃是被神圣的生命加强、拔高并

充实。( 加四 19。) 事实上，在接枝的生命

里，枝子仍保留相同的基要特征，但因着 

接到更高的生命里，而被加强、拔高并变

化。( 罗十一 17。) 另一面，在接枝的生命

里，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作工，排除消

极的元素，除去一切天然的东西，吞灭我

们的缺点和软弱，直到我们性情里消极的

元素被杀死。之后，在接枝的生命里，神

圣的生命使神原初所创造的复活，并将我

们的官能拔高。( 弗四 23。) 至终，在接枝

的生命里，神圣的生命还要将基督的丰富

供应到我们里面的各部分，并浸透我们全

人。( 罗十二 2。) 

 

基督作生命树，乃是神的具体化身作我

们的生命，我们既已接枝到基督里，就与

祂有生机的联结，因此我们乃是生命树的

一部分。( 约十五 1，4 ～ 5。) 生命树乃是

为着将神圣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我

【摘自：新北市召会周讯， 

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林前 12:12-22 12:23-31 13:1-13 14:1-12 14:13-25 14:26-33 14: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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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周。 

2. 本周“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创世记生命读经，第 38~39 篇。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初信造就”：第五十篇（请参阅周讯第 8~13

 页。） 
 

4. 本周继续追求“走享受基督作生命树的路”晨兴圣言：第四周。青少年共同追求 

 进度：“圣经之旅”第九册：第 16 课，书报追求进度：“生命的经历与长大”： 

 第二十二篇。大专书报追求进度：“圣经的核仁”：第三 篇（美地所描绘基督 

 的丰富）至（教会的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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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青少年相调特会 

  日期/时间： 18/02（周六）早上 8:00AM 开始至 20/02/2023（周一）傍晚  

    5:00PM 结束 

  地点： A107 会厅 

  费用：每人 RM50 

  报名截止： 16/01/2023（周一） 

  备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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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h02”并区属（例： H1D1）。请将汇款收据转发给古晋市召会的 

         WhatsApp（+6082-482258）。 

 

3. 全召会集中擘饼聚会 

  日期/时间： 22/01/2023（主日）早上 10:00AM      

  地点： A 二楼会厅 

  备注：盼望圣徒们能分别时间，脱离文化传统，一同来擘饼记念主。 
 

 
 
 
 
 
 
 
 

 

4. 青少年和大专服事者戶外相调 

  日期/时间： 23/04（主日）至 24/04/2023（周一） 

  地点： Borneo Keranji Farm 

  费用：成人预计： RM100 ~ RM150，6-12 岁儿童： RM20， 

                 13 岁及以上： RM50 

  报名截止： 06/02/2023（周一） 

  备注：因房间种类繁多及价格各异，请有意愿者先报名，费用等房间安排后 

      才通知缴费。报名表可到办公室领取。 

 

 

1. 各会所年终感恩聚会 

 

 
 

 备注：请圣徒们一同参与各会所的感恩聚会，数算并见证主的恩典。圣徒们也 

         积极邀约福音朋友及久不聚会者一同来过节。 

会所 日期 时间 地点 

一、九 15/01/2023 10:00AM - 12:00PM A200 会厅后段 

各项服事：  

 饼杯服事：一会所  会场招待：二会所  交通指挥及巡逻：三会所 

 作饼服事：六会所  儿童服事：五，十二会所  会前整洁（摆椅子）：九会所 

 会后整洁： A200 会厅—七会所，A 一楼走道—四会所，A 二楼厕所—十会所 

                       B 底楼—八会所，B 二楼厕所—十一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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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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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婚通启 

    Wilson Anak Ayub 弟兄与 Misonis Duinong Sibisin 姊妹已于 13/01/2023（周五） 

   注册结婚，谨此告知众弟兄姊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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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主日早上会所巡逻服事  

 
 

 

8.   整洁服事 
 
 

 

 
 

 

 

 

 

 
 

 

15/01 29/01 整洁范围 

4 ─ 1 11 ─ 4   A 三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6 ─ 4 3 ─ 4   A 二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9 ─ 4 1 ─ 3   A 一楼：厕所，走道，大门楼梯及 A 至 B 楼的阶梯。 

1 ─ 2 3 ─ 3   B 底楼： B 底楼厕所，走道，通往 A 楼底下层的阶梯。 

15/01/2023 四会所 29/01/2023 六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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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有一点能力，经常接触人 

弟兄相爱的召会—说的。主首先介绍自

己，告诉他们祂是谁—祂是那圣别的、

真实的，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

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祂当然

大有能力。然后启示录三章给我们看见

最好的召会，历世纪以来拔尖的召会。

按照我们的观念，这样一个拔尖的召会

必定很有能力，无所不能。但这拔尖的

召会到底多有能力？只是稍微有一点能

力。另一面，主是拿着大卫钥匙的那

位。祂很有能力、满有权柄，但祂众召

会中最好的召会，却只稍微有一点能

力。我们不该期望我们会大有能力。这

个看见开启了我；我看见我们只是稍微

有一点能力，并不是大有能力。 
 

主使我对一个点印象深刻：祂是那拿着

大卫的钥匙，满有权柄的一位；祂是那

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 
 

 

“你稍微有一点能力” 
 

最近我一直在主面前思想，为什么对于

活力排，我们似乎开始得很慢。我们大多

数人都爱主，并在今世寻求主，当我在主

面前考量这事时，祂使我想到启示录三章

七至八节，这两节说，“你要写信给在非

拉铁非的召会的使者，说，那圣别的、真

实的，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

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这样说，我知

道你的行为；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

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因为你稍微有

一点能力，也曾遵守我的话，没有否认我

的名。” 
 

我要强调这句短短的话—你稍微有一点

能力。那些在非拉铁非的人不是大有能

力，他们只是稍微有一点能力。这话是向

七个召会中最好的召会—非拉铁非召会，

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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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可能有点高兴，但我们仍然不 

满 足 。 我 若 想 要 学 英 文 ， 却 只 学 了

ABC，我是有了开始，但我对于这事仍

不满足。我要学得更多、更进步，直到

我精通英文为止。学习数学也是一样。

当一个学生学习加减法时， 他已经开始

学数学了，但他需要在他的学习上往

前。 
 

我们许多人对主一直是忠信的，我们爱

祂并寻求祂。我们需要接受我们目前所

有的和我们所处的地步，并渴慕一步一

步与主一同往前。非拉铁非召会是拔尖

的召会，但她只是稍微有一点能力。他

们用其所有的，为主尽最大的努力。这

指明使主喜悦的不是我们为祂作许多，

乃是用我们所有的为祂尽最大的努力。

我们只是稍微有一点能力，我们也作了

一点。我们开始了，但我们不该满足或

满意于我们所开始的。 
 

我们应该受安慰，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征

兆，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我们的难处是

我们那好分析的心思。当我们所作的不

如我们的期望时，我们便开始怀疑自己

到底有没有真实或真正的东西。我们分

析，然后查问别人，我们所实行并经历

之事的真实性。我们可能问人：“你认

为我开始了么？”我们所问的人可能反

问：“你相信我开始了么？”然后下一

个问题可能是：“我们中间谁完全开始

了？”但我们所说的“完全”，是指到

什么程度？谁是百分之百“完全”有活

力？可能只有使徒保罗是这样的人。我

分享这点，乃是要表明我们不能否认主

已经在我们中间往前。在已过一年，主

的确在南加州作了一些事。当我们从对

的角度来回顾我们的光景，我们必须跪

下来赞美祂：“主，我仍是这么软弱，

这 么 下 沉 ， 但 我 不 能 否 认 你 已 经 作

事。” 
 

 

的一位；但祂对最好的召会没有太多要

求。我们会期望那拔尖的召会，非拉铁非

召会，大有能力，但情形却不是这样。 
 

我们可能也会想，我们的进展应该很

快。但想想看雅各同着他的大家庭，从巴

旦亚兰回到美地时的情形。圣经记载说，

当雅各带着妻子儿女和牲畜，与他哥哥相

见的时候， 他知道他不能走得太快；他前

进的步伐非常缓慢。（创三一18，三三

14。）我们不该期望我们能走得那么快。

我当然不敢说我很快，所以我非常同情大

家。主珍赏非拉铁非召会，并开了一个无

人能关的门，因为他们稍微有一点能力，

遵守了主的话，没有否认主的名。这使我

得安慰。我们大多数人真的爱主并寻求

主；但我不能说我们很有能力，我们都只

是稍微有一点能力。 
 

活力排的开始是程度上的问题 
 

最近有人问我，他们到底有没有开始活

力排。我们需要看见，我们开始活力排，

乃是程度上的问题。有人学英文是从ABC

开始；当然 他是开始学英文了。但另一个

比较懂英文的人，可能在较高的阶段和层

次开始学英文；他的开始是在更高的程度

上。学习数学是另一个例子。小学、国

中、高中和大学都有教数学。我们不能说

那在小学里学数学的人尚未开始；另一

面，甚至那些在攻读数学博主的人也仍在

学习。 

 

我相信我们许多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开

始了活力排。在最近召会的主日聚会中，

我们已经看到活力排开始的征兆，就是有

一点扩增的征兆。如果活力排根本未开

始，甚至还不到“ABC”的阶段，我们就

无法有这么好的聚会，有这样使人有盼望

的征兆。 

 

 
 



我要强调的点乃是：不要很快的使一个

新人受浸，而以为你已经作完你的工。

你不该说，“阿利路亚，我已经得了一

些果子，”然后以为你需要作的就只是

这样。是的，你可能已经得了一些果

子，但肯定这果子绝不会常存。这不是

接触人的正确方法。接触人的正确方法

乃是让 他成为你经常接触的对象。凡你

所得着的人，你都该与他保持经常的接

触。即使你在主里尚未生出某个人，你

还得把他当作你的儿女去接触。可能到

下一周，甚至到明年，他就会由你所

生，所以你必须与他保持经常的接触。 
 

你该尽所能的一直保持有四或五个新人

在你的照顾下。你若有四、五个人，就

不必那么匆忙的去接触其他人。他们中

间若有一个搬走了，就要用别人来顶

替；总要保持有四、五个人在你照顾之

下。可能两周以后，这五个人中有两个

会受浸；但不要停止对他们的照顾。受

浸不是毕业，反而受浸是基督徒生活的

入门。因此，你应当把已受浸的那两个

仍然算为你经常接触的对象。你必须立

刻改变接触他们的方式，你必须喂养他

们。喂养需要更多的忍耐、更多的劳

苦。你该有一个态度，就是不要看到你

的儿女夭折。你必须天天照顾他们，竭

力保守他们活着。首先你必须喂养他

们；可能三个月后，你就可以开始栽

培、教导、训练、并成全他们。你需要

花很多时间来作这事。 
 

然后，如果那些在你照顾之下亲爱的人

真的有长进，经过了喂养的时期和成全

的时期，他们就预备好了让你带他们往

前，帮助他们学习如何读主的话并为主

申言。这不是容易的，所以你可能必须

再花三年时间，单单来训练你新生的儿

女申言。要教导他们如何写申言稿，以

及如何申言。 

再说，主是满有权柄、满有能力的那 

位。祂拿着钥匙，有能力开了门就没有人

能关，也有能力关了门就没有人能开。但

祂非常清楚祂最好的召会的光景。甚至祂

最好的召会，也只是稍微有一点能力。对

于这点，主很满意。主并不期望这拔尖的

召会能有很大的能力—祂所期望的只是一

点能力。但为什么主如此珍赏这召会呢？

因为她稍微有一点能力，也曾遵守了主的

话，没有否认主的名。我们的确有一点能

力，所以我们可以祷告说：“主，谢谢你

的怜悯。我们已经开始了。但主阿，我们

仍然需要更多的怜悯。给我们多而又多的

怜悯，使我们能往前，使我们能长大，使

我们能改进，使我们能成熟。” 

 

需要经常接触人 
 

这些日子我觉得我们必须强调一件事：

接触人。你既然操练要有活力，就必须接

触人—或是圣徒，或是罪人。你必须接触

人—或是你直接、亲近的亲戚，或是你疏

远的朋友。只要接触人。你若受引导出去

叩“冷门”，那很好；你不必等到你所有

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都接触过才这

么作，这全在于你感觉如何。你若觉得现

在你应该出去叩冷门，那可能是主给你的

引导。 
 

但我也要说到另外一件事作为警告。在

属灵的事上，我们天然是喜欢作容易的

事，而不喜欢作难的事。我们传福音，喜

欢用容易的方式，希望立刻见效。我们可

能想到银行或超级市场门口发单张。有人

作这事，可能很幸运的遇到一个人，第二

天就受浸，后来全家都进到召会生活里。

然而，这样幸运的事不常发生。你可能到

银行去十周，而没有得着一个人；你可能

到超级市场去十二周，也没有得着一个

人。要在福音上劳苦，就需要操练你的忍

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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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瞎子没有像我们一样，用天然的方

式祷告。 他没有给主很多解释、很多指

示、很多教训。反而他简单的说，“主

阿，我要能看见。”（41。）我们在祷

告中给主太多解释、太多教训了。似乎

主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教导祂；

我们要告诉祂：祂是谁，祂能作什么。

这是例行公事的祷告。我们只该告诉主

我们所需要的，以及我们所想要的。我

们若要主挑旺圣徒们，就该简单的祷

告：“主阿，求你挑旺圣徒们。”这就

够好了。 
 

我们必须学习常常借着祷告、在祷告

中、并带着祷告，出去接触人。我们可

以打电话给他们，或寄些我们的福音单

张给他们。我们该读过这些单张，好知

道其中的内容；然后我们就能根据某个

人的需要，寄某种单张给他。我们若知

道某个人不清楚主是他的救主，就可以

把“救主基督”这张单张寄给他，其中

说到基督的身分乃是神的羔羊、（约一

29、）铜蛇、（三14～15、）和一粒麦

子。（十二24。） 
 

林前十五章五十八节说，我们在基督里

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惟有主知道我们劳

苦的结果是什么。我们需要在祂里面劳

苦，直到祂回来，我们看见祂的那日。

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仍然要长大。我

们该有把握主在我们身上作了事，因为

我们一直竭力追求祂并寻求祂。一面，

我们不该分析；另一面，我们不该满

足。我们必须往前，好能长大、长进、

成熟。然后我们需要下定决心，每天都

去接触人。这是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中惟

一必须完成的职责、责任和工作。我们

必须产生一些儿女，我们也必须有一些

儿女，四或五个，在我们的照顾之下。

我们惟一的路就是接触人；我们成功的

惟一秘诀，就是要在我们的一生中有经

常接触的对象。 

你可能以为一个人已经学会如何申言以

后，他就毕业了。但我从学习中知道，我

们所照顾的人，没有一个是真正毕业的。

你越照顾某些人，就越觉得需要帮助他

们。多年以来，我教导过许多人；在我看

来，他们没有一个已经毕业。我还是要成

全他们。我甚至期望我所照顾的弟兄们，

有一些以后在属灵上会比我好。我们可能

会想，我们是否要一直照顾某些人，直到

新耶路撒冷。这就是说，我们不耐烦了。

我们需要操练忍耐，持续花时间栽培那些

主给我们照顾的人。我们必须学功课，保

持经常与人有接触。这样长久下来，我们

都会看见丰富的收成。 
 

不要作期望碰运气的工作。不要这样

想；反而要想如何作一些经常的事。你必

须常常祷告并仰望主，给你一些合式、经

常的接触对象。不要以为你既然很快的使

人受浸，你就作得很好了。你若这样实

行，所得的果子就不会常存。你手下的果

子到底会不会常存，乃在于你如何照顾

人，从生他们到喂养他们，成全他们，然

后建造他们为主说话；意思就是使人成为

长成的人。一个人若没有达到能为主说话

的阶段，他还不是长成的。在聚会中申

言，乃是达到长成的记号。从今天起，我

盼望我们都在我们心的深处，下定决心，

要借着祷告、带着祷告、并在祷告中，出

去接触人，并使每一个所接触的人成为我

们经常接触的对象。 
 

我们也需要学习如何赎回我们的光阴。

那恶者撒但，在空中非常忙碌的作工，他

绝不希望我们祷告。撒但会作一切事，把

我们祷告的时间消磨掉；所以你必须赎回

光阴，不住的祷告。（帖前五17。） 
 

并且，要学习直接的祷告。不要在祷告

中教导主，并向主解释。那个在耶利哥城

外接触主的瞎子大声喊说，“大卫的子孙

耶稣，可怜我吧！”（路十八38。）然后

主说，“你要我为你作什么？”（41。） 
【摘自﹕活力排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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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篇 教会的权柄（二）  
造 就 

别的快乐？’我说不出来。但是，许多时

候，这一个原因，不能从你个人身上去找，

在你个人身上没有理由特别快乐，没有理

由特别忧愁。你看见身体有许多作用，是

没有法子解释的。将来到主面前的时候，

我们要清楚，为什么这几天我有另外的感

觉，为什么有几天我特别的有力量，为什

么有几天我特别的软弱。请你们记得，别

的肢体会影响我们，我们也会影响别的肢

体。虽然我们不知道那一个影响是怎么样

影响的，但我们知道合一的事实。怎样合

一，怎样互相作用，我们今天不清楚。但

是，我们是合一的，是像肢体影响到全身

一样。 

 

3 单独行动就是悖逆 

 

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律，我们必须顺服，就

是全体在神面前所看见的，我也看见；全

体在神面前所拒绝的，我也拒绝；全体在

神面前所接受的，我也接受。我是身体上

的一个肢体，我不能自己一个单独起来作

用。你看见身体有它的律，合一就是权柄。

我不能随着我自己的意思；我一随着我

自己的意思，这就是悖逆，这就是背叛，

这就是不服权柄。今天我们要看见身体是

权柄，身体是基督权柄的代表。我这一个

人，一离开身体有另外一个行动，我就是

一个悖逆的人。 

 

4 毒瘤的比喻 

 

我曾引过毒瘤的比喻。在所有的病里面，

癌（cancer）是最厉害的一种，比肺病还要

麻烦。癌发生在人身体的那一部分，那一

部分的细胞都是一个变作两个，两个变作

四个，四个变作八个的一直在那里生长。

原来每一个细胞虽然都有生长的能力，但

是在它们里面都有一个管理的律。这 

伍 教会中的权柄 

 

在圣经里，有许多关于顺服的话。今天在

这里，我们分作四段来看这一种的顺服。 

 

一 顺服身体的律 

 

1 在身体里有一个律 

 

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身体里有它一定的

律。每一个器官有它的功用，每一个肢体有

它的律，在那里管理它们。今天虽然人的知

识大大增加，但是，我还找不出为什么人的

身体是这么一回事，为什么有一个律在那

里管理它，无论如何，每一个肢体在身体上

必须顺服那一个律。今天，如果有那一个肢

体，随着它自己的意思行动，随着它自己的

意思单独的作，你马上看见它有病。身体的

特点就是合一，身体的合一一被破坏，这一

个身体定规生病。 

 

所以，没有一个作神儿女的人，能违背基

督身体的律，而单独行动的。一切单独的行

动，都是背叛的表现。背叛的另一句话，就

是单独行动。单独行动，就是不服权柄。单

独行动，就是不服元首的权柄，就是不服神

在身体里所定规合一的原则，就是不服神

在圣经里所定规合一的律。单独行动，不只

是不顺服身体，并且是不顺服主。 
 

2 肢体相互的作用和影响 

 

主把祂所有的儿女，借着圣灵浸成功一个

身体，这里面的联合是非常亲密的。一个肢

体如果快乐，全身就快乐；一个肢体如果

受苦，全身就受苦。在这里面，这一种的关

系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的时候，一

个弟兄来问我说，‘为什么我今天一起来

无缘无故的忧愁？’‘为什么我这两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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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它是另外一个东西，它脱离了身体的

律。 

 

所以，你们要看见，如果有一个人，一不

服权柄，一不服身体上的律，一不按着合

一的原则去作，而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去作

的时候，就是一个癌。所有的滋养经过它，

都被它拿去，为着长它自己，而不是为着

长身体。它只扩充自己，而不扩充身体。

所以，一个医生要治癌是难的事。因为在

这里有一个另外的原则，是它作它的。 

 

5 必须受身体的律的约束 

 

基督的身体，乃是一个活的东西。我们也

许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东西比我们的身

体还要活，还要合一，还要充满了生命。

如果有一个弟兄或者姊妹，在没有相信主

之先，本来是单独作事作惯了的，什么事

情都是自己作。今天相信主之后，他就是

身体上的细胞，他就是身体上的肢体。每

一个细胞，在身体上都有一个律在约束

着。在身体里有约束的律，他必须顺着身

体的律而行，不能随着自己的意思而行。

你一随着自己的意思而行，你立刻看见

说，你在身体上乃是一个毒瘤，你在身体

上乃是一个癌。这是有害于身体的，并不

是帮助身体的。 

 

我们怕单独行动的人，我们怕不遵守身

体约束的人，我们怕随着自己意思作事的

人，我们怕人在身体里不学习顺服元首的

权柄。我们信主之后，第一个原则，属灵

的原则，要记得，身体乃是神在地上所设

立的权柄，身体就是一个权柄。在身体里，

有神的律，我不能违反那一个律。我不能

随便凭着自己的意思作。我一凭着自己的

意思作，我马上像身体上一个不受约束的

恶性细胞，自己作自己的事，完全破坏了

合一。马上我成功作一个毒瘤，和别人合

不起来，完全是单独的，不是帮助身体， 

个律管理它们什么时候应该长，什么时候

不应该长。 

 

比方说，我的手现在里面的细胞已经停止

不长了。若是今天我不小心把手划破了，在

破口旁边的细胞就起首生长，两个生四个，

四个生八个，一直的生，一直的长，就把两

边联接起来。怎么能这样？因为在这里有

一律叫它长。等一等两边接起来，收口了，

又不长了。谁通知这些细胞说，不用长了

呢？它怎么生长，我们不知道。它怎么不

长，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看见：它长

是对的，因为我有伤口；它停也是对的，因

为已经收口了。这里面有一个律，连一个细

胞都知道。它知道身体有一个律应该长，它

知道身体有一个律应该停，它知道顺服。 

 

请你们记得，整个身体的律，就是神的权

柄。每一个细胞都顺服这个权柄。我告诉你

们，什么时候发生一件事是不得了的呢？

我这一只手，被刀划破了，两边的细胞都长

起来，一直长到收口就不长了，我感谢神，

所有的细胞长到收口就不长了。如果再长

下去的话，怎么办？如果再长的话，我告诉

你们，这就叫作癌。癌就是说，在身体里没

有这一个需要，但是，有一个细胞离开了全

身细胞所该遵守的规矩，自己在那里单独

的长，一直的长。这样的长，就变作癌。 

 

每一个细胞都必须受约束。但是这里有一

个细胞，不管什么时候该长，不管什么时候

该停，它就是长它的。好像在整个身体上，

我不管别的细胞怎么样，我就是长我的，一

直长，一直长。你就要说，这一个细胞是恶

性的，是可恶的。请你们记得，它这样的长，

全身都要受它的影响。整个身体的细胞，都

要被它拖来帮助它长。它只是叫自己大，它

不能叫身体好。本来身体上所有的细胞，都

应该是为着叫身体好的，但现在都受了它

的影响了。一个人生癌的时候，全身的细胞

碰着它的时候，都要被它拖去，叫它变作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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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对我说的时候，我马上就觉得有罪。因

为这也是身体的原则：一个就能代表。虽

然我是对的，虽然我想我是不错的，但是

一个弟兄在主面前经历相当多，受教相当

深，他看见这件事是不对的，而来指正我。

我如果是一个在神面前柔软的人，我马上

就要说，‘弟兄，我错了，你原谅我。’ 

 

我告诉你们，一个人就是权柄，不必要那

么多。在你之外的那一个人，就是权柄；

那一个人就能代表身体，那一个人就能代

表整个教会。我就得看见说，我个人的举

动是错的，有那一个人的证明，就够了。

我不是说，有证明就接受；我乃是说，你

在神面前乃是快的，许多时候用不着两个

人、三个人来告诉你，许多时候用不着全

教会来告诉你。在属灵的实际上，有一个

人来告诉我，我就应该摸着；有一个人来

说，我就得看见。那一个人已经是身体，

那一个人就是身体的代表。 

 

2 两三个人就是权柄 

 

有的时候，是需要两三个人的见证。一位

弟兄来对我说，我还看不见。那一位弟兄

就去请另外一两个弟兄来，那一两个弟兄

在主面前是相当清楚的、全心爱主的人。

那一两个人，在主面前是有相当有分量

的，是学习事奉主相当成熟的人。他们两

三个人被请来，告诉我说，‘按着我们看，

你是错的。’在这一个时候，我必须记得

主的话：如果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

我就在你们中间。 

 

如果他们同心合意的对付一件事，他们

的祷告主就听，主就替他们作。如果他们

是和谐的对付某一件事，主就听他们和谐

的对付。对于这件事，主能听他们的对付，

我能不听他们的对付么？主能接受他们

的断案，我能不接受他们的断案么？主说

他们同心合意作的事是对的，我能说是不

对么？我应该马上听。主能听他们同 

乃是为害身体。所以我们要学习接受身体

的断案，学习接受身体的约束，学习顺服整

个身体生命的运行。 

 

6 学习不破坏合一的事实 

 

你们在主面前作基督徒作得越久，你们越

要看见说，身体的合一是事实。你们要越过

越看见合一是事实。这一个事实是非常厉

害的事实。所以，你们要学习不破坏这一个

事实。你们破坏这一个，就是不法。你们破

坏这一个，就是不服。你们破坏这一个，就

是悖逆。你们破坏这一个，神的权柄就不在

你们身上。权柄，要在每一个细胞上。身体

上的细胞，都是互相作用的，而不是单独作

用的。这是希奇的事。你越领会身体的事，

你越看见用身体来比喻教会，是何等的合

式。 

 

二 两三个人的原则 

 

在圣经里还有一个原则，是我们非顺服不

可的，就是两三个人的原则。请读马太十八

章十五至二十节那一段圣经。主耶稣对我

们说，你们如果有两三个人在那里同心合

意的，像音乐那样，声音是和谐的，奉我的

名聚集，（或者翻作归于我的名下聚集，）

我就在你们中间。你们无论求什么，我就给

你们作。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应许。

如果有两三个人能够绝对的同心合意，一

点疑惑都没有；主说，我就在你们中间听

你们的祷告。 

 

1 一个人就能代表身体 

 

主还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今天得罪一个弟

兄，那位弟兄来对我说，‘你作了一件事，

得罪了我，你是大错。’我说，‘我想我没

有错，是你错了。我不觉得我有错，我觉得

很对。’但是那位弟兄说我错，我怎么作？

我应该学习听弟兄的话。我如果是一个在

主面前学习受教的人，当那位弟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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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当学习温柔、谦卑，服下来说，我错

了。你不能说教会没有权柄。教会是有权

柄的。教会在神面前所断定的，神就承认

说是对的。教会在神面前所拒绝的，神也

拒绝。你不要刚硬到一个地步，连全体弟

兄姊妹都看你是错的时候，你还说你是对

的。主如果让他们同心合意说你错，恐怕

你是错的。 

 

每一个神的儿女，在教会里都需要学习

顺服，有的时候，一个人可以代表教会。

有的时候，两三个人可以代表教会。你必

须在神面前作一个柔软的人，不作一个刚

硬的人。要学习顺服的功课。神的儿女是

站在顺服的原则上。我们在教会里要学习

顺服。 
 

四 顺服教会里的代表权柄 

 

教会里不只有一个人来代表神的权柄，

不只有两三个人来代表神的权柄，许多时

候，是全体来代表神的权柄。 

 

1 作长老的负责弟兄 

 

可是，神在圣经里，另外还给我们看见

说，在主面前负责的弟兄，就是那些作监

督的弟兄。所谓作长老的弟兄，在教会里

乃是特别代表神的权柄的人。其余的弟兄

应该在神面前站在顺服的地位上。在教会

里有神所设立的权柄，他们的工作乃是监

督。所以，弟兄们要学习接受他们的断案，

要顺服他们。 

 

神的儿女活在世界上，应该到处寻找命

令，到处寻找顺服的机会，而不是光在那

里寻找工作。我常常觉得说，有许多年轻

的人，没有多大用处。为什么缘故？也许

他们有工作，但是他们不能顺服。有许多

是不能顺服的人。你问他说，你作工有多

少年？他也许说，我作工作了十年，我作

了许多事。你再问他说，一生一世， 

心合意的指责我的错，我难道能不听么？

他们所捆绑的，天上也捆绑；他们所释放

的，天上也释放，难道在我身上能不跟着天

上而作么？ 

 

两三个人就是权柄，不过这两三个弟兄，

不是糊里糊涂的说话，他们乃是在主面前

有权柄、有敬畏、有顺服的。他们如果都同

心合意的对你说，‘你有错，’那你就是不

觉得有错，也要服下来说，‘我错。’不必

等全教会都来对你说。快一点的人，遇见一

个人就知道。慢一点的人，遇见两个人就知

道。许多时候，你就是不觉得有错，如果有

两三个虔诚的人都是那样看，你在神面前

总要抱着顺服的态度，不要骄傲说，我没有

错。 

 

三 学习顺服教会的权柄 

 

马太十八章还给我们看见，两三个弟兄来

对你说过之后，假定你还是觉得没有错，这

两三个弟兄就把这件事摆在教会的面前，

让全教会在神面前考虑。若是全教会都在

神面前有断案，都在神面前有审判，说你错

了；我问你，你怎么办？你说，身体虽然说

我错，元首说我不错。父母虽然离弃我，耶

和华却收留我。弟兄都弃绝我，主不弃绝

我，我在这里背十字架。这就是显明说，你

是在教会之外的。你还以为你是受逼迫的，

你还以为你是殉道，你是受苦，你是受弟兄

的苦待。但是，我告诉你，你要学习顺服下

来，说，教会如果说了就是。在这里再没有

断案了。全体弟兄姊妹们都说我错，我就是

对，也是错的。人在地位上要学习顺服这个

教会的权柄。 

 

教会在地上，里面是有神的权柄的。你千

万不要刚硬到一个地步说，全体弟兄都说

我错，但我说，我没有错。我告诉你，骄傲

的人，在这里没有地位。骄傲的人，在这里

不能顺服。骄傲的人，不知道什么叫作教

会。当教会全体都在那里说我错的时候，我

11 



的榜样。（3。）所以年轻的人，如果有人

按着神的旨意来照管你们，你们在神面前

要学习顺服他们。他们乃是在神面前作榜

样的，你们要学习顺服他们。在教会里特

别是能够代表主的那些年长弟兄，是你们

在主面前特别应该顺服的人。 

 

4 善于管理教会的与劳苦传道 

教导人的 

 

提前五章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

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

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你们对那班善

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应该有加倍的敬奉，

绝对不应该轻看评论。你们应该敬重长

老。对于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

对于有恩赐为着话语职事的，更应当如

此。有的长老会作话语的职事，有的长老

不会作话语的职事；不只对于会的人应

当尊敬，对于不会的人也应当尊敬。 

 

我在这里愿意提醒一句话：许多弟兄对

于顺服的事，有一个基本的错误，他们挑

选顺服的对象。他们以为说，我所需要的，

乃是顺服那些完全的人。请你们记得，主

从来没有这样定规。顺服，不是顺服完全

的人；顺服，乃是顺服主的权柄在他身

上。你如果要挑选你所顺服的人，你在地

上会找不到可顺服的人，因为无论是谁，

你总能够找出他的毛病来。就是彼得来到

你们中间，你们也容易找出他的毛病来。

但是，只要有一件事就够了，这一位弟兄

是在你的前面，你就得听他的话。 

 

你如果要在那里推诿的话，你可以找出

千万的理由来。在这里有一个长老，他只

会管理教会，而没有话语的职事；你也许

以为说，我不必尊敬他，我讲道比他讲得

更好。可是神的话乃是说，要尊敬那些善

于管理教会的长老，那劳苦传道教导的

人，更当如此。在这里不是挑选的问题。 

你顺服过谁？也许连一个也没有顺服过。

在教会里，基本的生活原则是顺服。 

 

所以在我们中间每一个都应该学习顺服。

一个人，如果一生一世谁都没有顺服过，这

是一件非常可怜的事。所以你们应该学习

在神面前顺服，不只顺服神，并且要顺服神

在地上所设立的权柄，就是教会。也要顺服

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权柄，就是负责弟兄。

你能够说，我作工作了多少年；但是你不

能说，我没有不顺服主。你谁都没有顺服

过，这是基本的难处，这是基本的问题。你

如果在神面前看，你就能看见说，这是非顺

服不可的。 
 

2 在前面的年长弟兄 

 

现在我愿意和你们稍微读几节圣经，特别

是关乎长老的。 

 

林前十六章十五至十六节：‘弟兄们，你

们晓得司提反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

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事圣徒为念；我劝你

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

他们没有别的意念。他们在哥林多教会里，

只有一个意念，就是要服事圣徒。保罗说，

你们要顺服他们。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权

柄，你要顺服。顺服司提反一家的人，也要

顺服与司提反同工同劳的人。在你们前面

有许多年长的弟兄，在你们前面有许多初

结的果子，比你们早在基督里，同时以你们

的事为念，你们要尊敬这样的人。你们千万

不要以为这样的人是可以轻看的，你们应

当顺服他们。 
 

3 年长的 

 

彼前五章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

年长的。’上文乃是对我们讲到长老的事。

这里有一班人，在主面前有更多的年日，或

者就是作长老的人。彼得说，你们年幼的，

应该顺服年长的。他们在主面前乃是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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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灵魂交账的人；这样的人，都是你们在

神面前应该顺服的人。 

 

6 在主里劳苦治理的人 

 

帖前五章十二至十三节：‘弟兄们，我

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

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戒你们的；又因

他们所作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

有的人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是在主里面

引导你们的，这样的人你们都应当尊敬，

都应当尊重。这样的人，都是我们所应该

顺服的人。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作到

世界上没有一个可顺服的人，这一个人是

世界上希奇的人。一个基督徒应该到处看

见，有许多在我前面的人，有许多在属灵

方面有重量的人，有许多带领我的人，这

些人都是我所应该顺服的。 

 

如果是这样，你就看见，在教会里就维持

一个原则，那一个原则是神在撒但里所找

不到的，是神在世界里所找不到的，是神

在宇宙里所找不到的，那一个原则就是顺

服。在教会里有一个基本的功课要学。在

世界里所弃绝的，在教会里要得着。在教

会里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顺服。 

 

7 要顺服神设立一切的权柄 

 

我们已经看见，身体的合一就是权柄。也

看见，一个人能代表基督的身体，两三个

人也能代表基督的身体，一个地方的教会

也能代表基督的身体。末了也看见，在主

里面的长老，领导我们的，也是代表基督

的身体，这些都是神的权柄，都是神在我

们中间所设立的权柄，我们要顺服他们，

尊敬他们，请教他们，听他们的话。如果

是这样，主的名就在我们中间，主的话也

在我们中间，这样才是非拉铁非。 
 
 
 

有许多人用自己的挑选，来遮掩他们的不

法，来遮掩他们的悖逆。这是愚昧的。他如

果是年长的，他如果是在你前面的，你就应

该顺服，而不应该批评。 

 

5 引导我们的人 

 

希伯来十三章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

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你看见，在神

的话语里是相当的清楚。一切在你们前面

引导你们的，你们都应该顺服他。你们不可

以挑选自己所喜欢的来顺服。如果你们只

听一位弟兄的话，不听别的弟兄的话，我告

诉你们，这不是真顺服。请你们记得，听一

位弟兄的话，并不希奇。人要学习顺服，是

要学习顺服在他前面的人，不只是要学习

顺服在他头上的人。是要学习顺服引导你

们的人，不只是要学习顺服在你顶上特别

有恩赐的人，特别为主所用的人。你们要常

常找出来，谁是在你们前面的。 

 

将来你们离开这里到别处去，你们三个弟

兄，或者五个弟兄聚集在一起，那时候你第

一个问题应该是说，我应该顺服谁？我应

该顺服在我前面的。三个弟兄，或者五个弟

兄，就是两个钟点、三个钟点在一起，自然

而然，有一个是神叫他作引导的人，你就得

顺服他。基督徒的特点是顺服，基督徒的特

点不是作工。基督徒的特点，就是认识一切

引导的人。我常常觉得，在一个地方，有五、

六个弟兄聚集在一起，若是每一个都站在

自己的地位上，那是非常美丽的事。无论是

十个弟兄、二十个弟兄，一坐下来，自然而

然就知道谁是在我前面；一找出来，就要

顺服。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

服。’因为什么？‘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

刻儆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

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忧愁：若忧愁

就与你们无益了。’任何在你们前面的人，

是为着你们灵魂担心的人，是要为着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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