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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在身體裏過犧牲的生活， 

並為着身體的長大，把生命供應給身體 

在身體裏過犧牲的生活，並為着身體的長大，把生命供應給身體。神經綸的目標，以

及神在祂當前恢復中的目標乃是要建造基督的身體，在實際裏建造基督的身體。身體的建

造就是豫備新婦，主作為新郎就是要來迎娶這新婦。 

壹 在身體裏我們需要過犧牲的生活—羅十二 1： 

這裏我們引用一節我們很熟悉的經節，保羅在這裏不僅是勸勉他，更是懇求我們，要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主耶穌這第一位神人，不僅在十字架上獻上祂自己作犧牲，祂自己

就是一個活祭，祂的生活就是一種犧牲的生活。如今祂作為那靈活在我們裏面，祂要照着

祂自己生活的那個方式活在我們的裏面，過犧牲的生活，來滿足神心頭的願望。我們在這

裏所說的，不是說我們在某些時候經歷一點點的犧牲，作一點對我們自己不方便的事，也

許是出於我們天然的美德，我們在這裏乃是說到過一種的生活，過一種犧牲的生活。 

我們若要能夠珍賞這一點，並且進入其中，我們就必須以非常特別的方式來認識基

督，經歷基督，並且實際的成為基督。這是非常特別的一種方式，這就是要認識基督作為

葡萄樹。現在說到這個葡萄樹，主要還不是指着三一神的生機體這個角度，乃是從另外一

個角度，說到這個葡萄樹表徵一種犧牲的生命，產生酒來使神和人歡喜。我們需要認識基

督作葡萄樹，事實上，我們要接觸祂作葡萄樹，藉此經歷祂作葡萄樹，然後我們就能夠成

為祂。這裏的原則乃是，我們這個人，我們的所是是最能影響召會的。這個是沒有辦法避

免的，沒有辦法回避的。我們若是願意領受恩典來認識基督作葡萄樹，實際的經歷祂作葡

萄樹，在一切非常實在的環境中，這樣的經歷祂，甚至成為祂，成為與祂一樣，這就會開

闢一條道路讓聖徒們和我們自己，特別是使神能夠有更多的喜樂，更多的快樂，是前所未

有的。 

一 葡萄樹表徵犧牲的基督，就是將祂自己一切全都犧牲的基督；本於祂的犧牲，

祂產生了新酒，使神和人歡喜—申八 8，士九 13，詩一〇四 15上： 

葡萄樹表徵犧牲的基督，就是將祂自己一切全都犧牲的基督。這位基督作為以馬內

利，乃是與我們同在。我們無法看見祂，但祂是那是靈的基督。今天，馬太二十八章二十

節說，我與你們同在，我天天與你們同在。今天也包括在這個『天天』的裏面。我們可以

向這看不見的一位說，『主啊，我們感謝你！感謝你過了犧牲的生活，你將你自己的一切

全都犧牲。如今，你作為以馬內利，親愛的主，你不僅與我們同在，你更是在我們的裏面

作為賜生命的靈，是同一位，有同一個生活。』祂盼望得着一種的願意，一個開口，讓祂

能夠從我們裏面活出來。 

本於祂的犧牲，祂產生了新酒，使神和人歡喜。士師記九章十三節是一個豫表的說法，

指明葡萄樹就是基督的豫表，產生使神喜樂的酒。我們可以接觸神，來問問祂，『你對我

們到底有多喜樂呢，或者對於某個地方的弟兄們？主啊，我們在那裏過召會生活，這是否

能夠使你的心喜樂呢？你到底快樂不快樂呢？』這個是一個很高的，卻是一個很真實的要

求，就是要使神喜樂並且要使聖徒喜樂。保羅在哥林多後書第一章末了說，『我們不是作

主管轄你們的信心，乃是與你們同工，使你們喜樂。』這的確是一個簡單的事實。李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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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個人，他的生活，他的職事，乃是繼續不斷的把喜樂帶給我們。這就是基督作為葡萄

樹。 

1 基督是產酒者，犧牲自己以產生酒，使神和人喜樂；作為葡萄樹，基督出產喜樂

給神和人—士九 13，詩一〇四 15上。 

基督是產酒者，犧牲自己以產生酒，使神和人喜樂。我想到一首詩歌，我想這不是表

示我的謙卑，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唱這首詩，因為它是很深。但願我們來，我們默想葡萄一

生的事，四百六十五首。這裏你看見那棵葡萄樹複製在一個犧牲的生活的裏面。在那個人，

特別是他末了的二十年的生活裏面，他產生了多少的酒。主的恢復，那個源頭乃是根據於

這樣的一種的生命，透過這樣的管道流通到我們這裏，也需要這樣繼續的延續。難怪這位

弟兄末了能夠說，我維持我的喜樂，我有喜樂。那個喜樂乃是出自於這樣的一種生活。 

2 在主的主宰下，我們可能被擺在某些處境中，需要我們犧牲自己，好使別人喜樂—

羅十二 1，弗五 2： 

在主的主宰之下，我們也許被擺在一些的環境裏，我們必須犧牲自己，以產生酒來，

使別人喜樂。這裏所形容的並不是一種的理論，乃是在一些實際的處境當中。通常是一些

艱難的處境，是一種受壓的環境，是極度的受限制。有些弟兄們，他們知道這是怎麼一回

事。每一個人跟他們有這個切身的關係，是他們的配偶、孩子等等，他們也會跟他們落在

同樣的處境當中，在那樣的壓力之下。而主的心意是要我們犧牲自己，不是作殉道者，不

是作英雄，乃是叫別人喜樂，能夠釋放一些東西出來，使我們能夠把真正的喜樂帶到人的

生活的裏面。 

a 我們若在這樣的處境中接觸主，我們就會經歷祂作出產酒的葡萄樹，使神和人喜樂
的一位—腓三 1上。 

第 a小點說到這樣的一個關鍵，我們若在這樣的處境中接觸主，你若在一種處境中那

是一回事，你在那裏是否一個尊貴的人：是的，我會忍受這樣的環境，我會盡我的責任。

這只不過會使你的己更堅強，至終，你就會落到一種的苦毒的裏面。但是，你若是在這個

處境中接觸主作葡萄樹，那個就是那個關鍵，我們就會經歷祂作出產酒的葡萄樹。這不僅

僅是在一種處境中，你要犧牲你的時間，花費你的力氣，擺上你的自己，付極大的代價來

服事，那個還不是葡萄樹。但是我們若是接觸那位出產酒的基督，在這一切的處境當中，

我們就會經歷祂作為出產酒的葡萄樹。我們自己就會嘗到這個酒，我們的心就會得溫暖，

我們會得喜樂，在那樣的艱難的處境當中，我們的深處裏面有一樣東西是很叫我們舒暢

的，像酒一樣叫我們得加力，叫我們得安慰。我們會經歷祂作為那使神和人喜樂的一位。 

弟兄們，這是何等奇妙的人位，我們的主是何等奇妙的一位。祂是一位憂患之子，但

是祂使神喜樂。難怪父能夠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這是我所喜悅的。』在這

裏有一棵葡萄樹產生酒，使神喜樂。 

b 經歷基督作葡萄樹的結果，就是我們在祂裏面、同着祂並藉着祂，成了葡萄樹，出
產一種能使神和人喜樂之物—士九 13。 

我們乃是這樣來照顧召會，就是經歷基督，這樣的經歷基督，使我們在祂裏面、同着

祂並藉着祂，成了葡萄樹。在那裏你是一棵小葡萄樹，你不是很感覺你自己是個長老，有

權柄，你在那裏是最資深的，應該得到人的敬重，你簡直沒有那樣的感覺，你根本沒有那

樣的想法。你只覺得，我是一棵小葡萄樹，我不是在模仿祂，那個是假冒的，我乃是與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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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經歷祂，祂使我成為和祂一樣。現在我成了葡萄樹，過犧牲的生活。第一個從我犧

牲的生活得益處的就是我的妻子，和我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也是一同作基督身體肢體的。

她是第一個得益處。我們不需要有弟兄走來走去，掛着一個牌子，寫着『我是葡萄樹，我

在過犧牲的生活』。他是沒有感覺的，對那件事沒有感覺，但是他所認識的基督，他所經

歷的基督，甚至他所正在成為的這位基督，就是這樣，這就是他的生活。 

這個酒乃是使神和人喜樂之物。所以當人接觸你的時候，甚至那個交談可能是很有人

性，但是他們的心得着溫暖，他們受到顧惜，得着鼓勵，他們就更愛主了。因為他們嘗到

了叫他們喜樂的酒，從你湧流出來。但你不是故意這樣作的，說，『我是葡萄樹，我要產

生出酒來，給你享受。』不，我們就是簡單的在祂裏面、同着祂、藉着祂，這個使人喜樂

的酒就流出來了。我也許等一下還要回到這個點，但是我們至終可能成為兩種人之一，在

召會裏擔負責任，或者我們為產生使聖徒喜樂，叫他們得安慰的酒；或者我們會因着我們

的所是而毀壞他們。 

我收到一封很叫我受感動的電子郵件，她是我的女兒，也是主裏的姊妹，我也知道她

所經歷的事。她要把一位已經到主那裏去的忠信的弟兄，他也是個葡萄樹，他把叫人喜樂

的酒流到我的女兒裏面，這是非常深的，我的女兒就把他的信轉寄給我看。弟兄們，這是

真實的。那位弟兄不是說，我要寫一封電子郵件，去用酒叫身體的肢體喜樂。他不是刻意

那樣作，他就是這樣生活。 

在這裏有一些比較年輕的弟兄，你們是學習者。我不知道你們的想法是怎麼樣，當你

們來到這樣的訓練，你們的想法是怎樣呢？你們認為你們要，因為你在這裏，這是一個這

些領頭人的聚集，所以你能夠參加，你得到了這個名牌，你有了某種的身份。也許因着你

年輕，盼望這樣的訓練能夠給你一個不同的看見，叫你看見甚麼是活在身體裏。 

3 我們若接觸葡萄樹所表徵的基督，並經歷祂犧牲的生命，祂就會使我們有力過犧

牲的生活，產生酒使別人和主喜樂—羅十二 1，弗五 2，林後一 24： 

這會使我們有力，這是很寶貴的。有時候，在我們的勞苦當中，我舉例，我們有時候

需要到許多地方去供應話語，我們甚至都沒有力氣站到講臺上。你坐在你的椅子上，你在

那裏坐一下，接觸主，深呼吸，深深的你在那裏吸入祂，你就能夠上到講臺上，你就摸着

了那個葡萄樹，使你有力量。這不是我們要挑動甚麼，乃是這棵葡萄樹叫我們得加力，就

使我們能夠有力過犧牲的生活，產生酒使別人和主喜樂。 

我想我們都會同意下面一個小點： 

a 在自己裏面我們無法過犧牲的生活，因為我們的生命是天然的生命、自私的生命；
我們若是接觸主，經歷祂犧牲的生命，祂就要加給我們力量，加強我們，使我們為
神為人而犧牲—太十六 25，約一 29，二十 22，林前十五 45 下，六 17，腓四 13，
羅十二 1，弗五 2。 

在自己裏面我們無法過犧牲的生活，因為我們的生命是天然的生命、自私的生命。所

以我們不需要試着去努力，但是你也不要放棄。我們若是接觸主，經歷祂犧牲的生命，祂

就要加給我們力量，加強我們，使我們為神為人而犧牲。這是何等美妙！我們乃是從一個

實際裏來說這樣的話。我們不是僅僅在這裏教導豫表，弟兄們，這是真實的。基督是這樣

的一位，祂是葡萄樹，祂是產酒者，祂就是那個犧牲的生命，我們需要接觸祂，因祂得着

加力，使我們能夠過一種我們自己不可能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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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在他們天然的生命裏，有一位受訓的弟兄說到，他親愛的父親從前是個傳教

士，因為他努力為着福音的緣故在那裏犧牲，但是沒有葡萄樹也沒有酒，所以他就覺得被

耗盡了。他們需要讓你過這樣的生活。當這些孩子們在長大的時候，他們需要看出這樣的

一種的生活。如果你的妻子能夠像百基拉和亞居拉一樣，來為着使徒冒性命的危險，這是

何等的美好。這兩位產酒者，你到了他們的家，你不是到了酒醡之處，你已經過了酒醡了，

所以在那裏有一種的氣氛是那樣叫人喜樂，得供應，得力量。 

b 我們越經歷基督作有犧牲生命的葡萄樹，就越有力量犧牲自己，使神和人喜樂；我
們會使接觸我們的人快樂，也會將喜樂帶給神—林後一 24，五 13上。 

我們越經歷基督作有犧牲生命的葡萄樹，就越有力量犧牲自己。這個辭『有力量』、

『加力量』一直的重複。我不知道你的力量到了甚麼程度。使徒的第一個屬性，不是叫死

人復活，不是趕鬼，乃是忍耐。我們需要認識這樣的一位基督，我們個人需要對祂有這樣

的經歷。我們要禱告，盼望你們至終能夠領會這樣的訓練只不過是一個開始，我們個人和

別人需要花好幾個月，在這件事上禱告。如果一個六十個人、八十個人的召會，三四個帶

頭的弟兄來在一起，主會困迫他們，使他們跪下來禱告，『主啊，使我們成為葡萄樹，使

我們成為那些叫你喜樂，叫別人喜樂的人。』所以我們越經歷基督作有犧牲生命的葡萄樹，

就越有力量犧牲自己，使神和人喜樂；我們會使接觸我們的人快樂，也會將喜樂帶給神。 

我和李弟兄沒有特別的關係，我只是許多同工中的一個。我跟他接觸，每一次跟他接

觸都不會叫我憂傷、沮喪。不管經歷甚麼事，我接觸他就得着了這個酒的供應。主的恢復

需要這個，需要有葡萄樹。那些認識葡萄樹，並成為葡萄樹的人，主的恢復需要這樣的人。

好，現在我們轉到奠祭。 

二 藉着經歷基督作出產酒的葡萄樹，並藉着被祂這新酒充滿，我們就能在祂裏

面並同着祂成為奠祭，使神和人喜樂—創三五 14，出二九 40～41，腓二 17，

提後四 6： 

這裏，這篇的綱要，這段有三個『成為』。第一個是成為葡萄樹，在祂裏面，同着祂，

藉着祂，成為葡萄樹；現在我們成為奠祭，藉着被祂這新酒充滿，我們就成為奠祭。主的

恢復豈不需要新酒呢？當然我們也需要新皮袋來跟這個新酒配合。 

1 奠祭不僅豫表基督自己，也豫表這位基督以祂自己作新酒浸透我們，直到祂與我

們成為一而被澆奠，使神滿足，並為着神的建造—太九 17，提後四 6，創三五 14。 

為着身體，為着聖徒們，我們需要被基督浸透，需要被基督作為新酒浸透。你有沒有

這樣禱告過呢？當你在主面前，你有沒有這樣禱告，『主啊，以你自己浸透我，為着召會

的緣故。將我充滿，使我成為酒。不僅使我成為葡萄樹，更使我成為酒，跟你一樣有那個

叫人得加力的生命。為着召會的緣故，使我成為這樣的酒。』這樣我們就能夠被澆奠，使

神滿足，為着神的建造。 

雅各兩次來到伯特利，第一次是在夢中，第二次是在實際裏，第二次他獻奠祭。我沒

有辦法想像，一位弟兄事奉的生命到了末了，若是能夠作為奠祭被澆奠，有甚麼比這個更

榮耀？保羅在腓立比二章也提到這件事，我們都知道，我願意被澆奠，在你們信心的祭物

和供奉上，這樣你們就與我一同喜樂，我也與你們一同喜樂。能夠這樣到主那裏去，這是

何等榮耀！在提摩太後書四章，他說，我已經被澆奠，我已經作為奠祭被澆奠。若是能夠

走到路終是這樣被記念，那是何等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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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奠祭就是我們經歷與基督成為一，到一個地步，祂成為我們，並且我們在祂犧牲

的生命上成為與祂一樣—腓二 17，提後四 6。 

這個是第三個『成為』，成為葡萄樹，成為奠祭，現在在祂犧牲的生命上成為與祂一

樣。盼望在要來的年日，我們中間有些人能夠同着主這樣的禱告，『主啊，使你給我有這

樣的經歷，使我能夠在你犧牲的生命上成為與你一樣。』這就是職事，這是陳實弟兄昨天

晚上跟我們所講的這個生命的職事的另外一方面。 

我的確相信，有相當多的弟兄們，年齡不同，但卻是往這個方向前進，他們有這樣的

心。在今天早上之前，他們也許沒有這樣的辭句，那樣的發表，但是他們心裏面的確有這

樣的一個盼望，成為這樣的人。『我知道，我天然的生命是自私的，我沒有辦法期望我天

然的生命改良，我對自己沒有盼望。但是主啊，我要接觸你，能夠被你浸透，以至於成為

你，成為葡萄樹，成為奠祭，成為與你一樣。主啊，我的動機，我要成為這樣，不是要使

我成為一個所謂屬靈的人，使別人能夠看我是很深的，在生命上很深的，很豐富的。我已

經把那個遠遠丟在背後。我乃是為着你的身體，為着你的建造，為着你的新婦，為着你的

心頭的願望。』 

我們不知道當我們站在主面前的時候，那會是怎麼樣。如果祂能夠對我們說，你的所

是，你事奉的生命，使我的心喜樂。如果祂能這樣對我們說，這是何等美好。現在，我要

歡迎你進到我國度的喜樂裏，我們一同喜樂。 

現在我們來得第二大點。請注意這裏的關聯，這個不是一個很突然的轉變，乃是有關

聯的。 

貳 當我們在身體裏過犧牲的生活，我們就把生命供應給身體—約壹
五 16 上，羅八 2、6、10～11，弗四 16： 

事實上，我們只能在身體裏過犧牲的生活，不僅是在召會裏，更是在身體裏。你也許

在一個地方召會裏，但卻沒有過這樣犧牲的生活。已過曾有這樣的情形，實際的情形，有

些弟兄們是很強的在轄管別人，他們沒有犧牲自己叫別人喜樂，反而他們是犧牲了別人叫

他們自己快樂。召會是為着他們，召會是屬於他們的，他們就是召會的立場，他們就是那

個人，那個老闆。我們發展有兩種可能。到你六十四歲的時候，你會成為怎樣的人呢？你

會被基督浸透而成為奠祭，你會成為葡萄樹，你會成為在基督犧牲的生命上成為與基督一

樣嗎？或者你在生命的長大上是停頓不前，所以你到了中年，你的己更加增，你的個性更

強，你的乖僻更是明顯，現在你就是這樣，你已經到了一種沒有辦法改變，沒有辦法醫治

的情形。 

我們需要考量我們在主面前的情形，就着我們的所是。我們需要把自己毫無保留的憑

着祂的恩典獻給祂。『主啊，不要讓我過去，不要讓我過去。我不知道我需要甚麼，我不

知道我是甚麼，但是我被你犧牲的生命這樣的話所光照，使我與你一樣，使我成為葡萄樹，

使我成為奠祭，成為你的複製，為着召會。』 這樣你向主禱告之後，你繼續追求主，我

不會欺騙你。這是需要代價的，職事總是要代價的。但是那些走過這條路的時候，他們不

覺得付了代價，他們只是享受了那產生酒的基督。他們不覺得他們犧牲了甚麼，付了甚麼

代價。他說，『我將一切看作虧損，我虧損萬事，看作糞土，使我贏得基督。』現在我們

就有一種的地位來供應生命給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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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這段是非常深，但是不要怕這個深，這位宇宙的基督有這樣的一個度量，就是

深的這方面。倪弟兄的職事是這段信息的根源，他就是這樣的一個實際，我們也可以在我

們的度量裏面也有同樣的經歷。 

一  我們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身體裏，都是經過身體，也都是為着身體；因此，我

們的生活該是在身體裏，經過身體，也是為着身體—16 節。 

我們所有的一切都在身體裏，都是經過身體，也都是為着身體，甚至這篇信息也都是

藉着身體而來。弟兄們，這些綱要是經過身體而來的。不是僅僅兩位弟兄坐在辦公室裏，

在電腦面前打出這樣的綱要。這乃是一件身體的事，身體在這裏禱告，元首在那裏代求，

那靈在那裏膏抹，這一切都是在身體裏作的。我相信我能夠在主面前這樣說，你們所領受

的一次一次的特會，一次一次的訓練，這些乃是經過身體，是在身體裏，也是為着身體而

臨到你們的。因此，我們的生活該是在身體裏，經過身體，也是為着身體。 

二  身體乃是藉着肢體間彼此的供應被建造起來的；神是要藉着每一個肢體，將

生命傳輸到身體裏去—16節。 

這就是主心頭所要的。你們坐在那裏，我站在這裏，現在這一個身體的每一個肢體都

在這裏有所貢獻，在這裏有分於這個生命的循環，為着身體有所經歷。我的眼睛透過我的

眼鏡在這裏能夠有一些看見，這個看見乃是為着全身。這個是一個實際，你不是用辭句來

構造這個實際，它本身就是真實的。 

三  一個人只能把他從基督所得的供應身體；我們職事的度量，乃是根據基督在

我們裏面的度量—15～16節： 

一個人只能把他從基督所得的供應身體。第一大段是說到基督，第二大段那個中心點

仍然是基督。我們需要在構成的一面，在經歷上從基督有所領受。我們職事的度量，乃是

根據基督在我們裏面的度量。 

我相信主心頭的確有這樣的一個負擔，也許主會給我們一條實行的路，使我們能夠有

幾天聚在一起，向年輕的弟兄們供應，使主在他們的靈裏放了這樣的一個渴望，使他們得

着職事。我們的確盼望把我們所有的服事給你們，為着主恢復的未來。這會不會發生乃是

由元首決定，透過身體的交通。但是我們職事的度量，乃是根據基督在我們裏面的度量。

這個是跟恩賜不同的。你有天然的能力，或者你有這些屬靈的分量，但是這些還是跟基督

無關。職事乃是根據基督的度量，越有基督就越有職事，因為職事乃是將所經歷的基督分

賜到身體裏。 

1 只有作到我們裏面的基督，才是對身體有用的，才能供應生命給人—三 16～17。 

只有作到我們裏面的基督，才是對身體有用的，這含示我們對身體是沒有用的。召會

作為一個聚集，如果你是個好的經理，你讀過這個工商管理的學位等等；或者你有一種能

夠討人喜歡的個性，在召會作為一個聚集這一面，可能是有用的；或者你很會講話，有人

喜歡聽你講話，那可能也是有用的；但是這一切對身體是沒有用的。基督的身體並不尊重

那些，並不接受那些，這個身體是不偏袒任何人的。在身體裏惟一能有用的就是作到我們

裏面的基督，不是道理上的基督，乃是那已經作到我們裏面的基督。這就是為甚麼我們要

有以弗所三章的禱告，一直有這樣的禱告。惟有這個能夠供應生命給人。 

下面兩個點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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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供應給身體的是基督，身體所接受的也是基督，因為在身體裏，基督是一切，

又在一切之內—西三 4、10～11、15～16。 

這個身體乃是基督的身體。請注意聽第三小點，我們以為，我要把基督的生命供應給

身體。我也許開頭要講一些信息，或者是更多的申言，或者要有更長的禱告，藉着這樣的

說話，我就能夠把基督作生命供應給人。這樣的想法的確是膚淺的，也是不準確的。只要

你在經歷上摸着基督是生命，身體就接受這個。你不需要說甚麼，你不需要作甚麼。 

我再次說到倪弟兄，我們說，他在那裏作為葡萄樹被踐踏，來產生酒。二十年之久，

他所供應的是前所未有的生命，但是他那裏，他不能跟任何人講話，不能寫任何東西，但

是那個流是那樣直接的流到身體裏。他明白，《這人將來如何》有一章說到這個生命的職

事。他這一生末了二十年就活在那種情形裏，他沒有釋放信息，沒有再寫書，沒有聚會，

沒有交通，但是身體是一個實際。他活基督，他經歷基督，他享受基督，作為基督身體的

肢體，他在身體裏，一切都能夠被奪去，但是基督身體的實際不會被奪去。 

3 我們從元首基督所接受的，身體自然就接受，因為我們的就是身體的，我們無須

努力把它傳給身體—約一 16，弗三 2，林後十二 9，林前十五 10。 

所以第 3小點說，我們從元首基督所接受的，身體自然就接受，因為我們的就是身體

的。只要你有對基督是生命這樣的一個經歷，你所有的就是我們的，我們無須努力把它傳

給身體。 

主渴望在我們中間得着這樣一個活出來的實際。我們需要有特會，我們需要有訓練，

我們需要有各種的召會聚會，我們需要許多實際的事奉，需要有積極的傳揚福音，更多栽

種召會樹，但是主所要得着的是這樣的一個生機體，讓這樣的事能夠繼續不斷的發生。你

在過犧牲的生活，弟兄們，乃是在身體裏。你經歷基督作生命，這個時候，這個就是透過

你湧流到身體裏，同時，你就得着了身體的供應來過這樣的生活。也許我太過了，但我的

確相信我們的倪弟兄是活在這樣的一個深切的彼此互相的裏面，在那些年日。他不是個英

雄，他是身體的一個肢體，活在身體裏，藉着身體，憑着身體而活，他是為着身體而活。

這就是為甚麼實際的靈會尊重這一份的事，在全地上，正如實際的靈也是這樣尊重李弟兄

的職事。 

四 那裏有十字架，那裏就有生命的供應；要被使用來供應生命給身體，我們平

日在主面前的生活中，就必須讓十字架在我們身上運行—林後四 10～12： 

這個是與葡萄樹符合，就是在那裏被踐踏，過犧牲的生活。要被使用來供應生命給身

體，那一條路，就是要讓十字架在我們身上運行。請注意這個字，『讓』，再不到一個鐘

頭我們就散會了，我們就各自回去，我們有我們為人的生活，有我們的召會生活，我們有

多少的『讓』呢？我們會不會有這樣的一種『讓』的態度呢？主啊，我在一種情形裏，這

是我平日在你面前的生活，我要讓十字架在我身上運行。這是一件主動的事。你不是被動

的讓，你乃是主動的讓。如果主能夠摸着我們中間好幾百個人，是堅決的，持續的在這件

事上，我們有這樣的定意，『主啊，我在你面前有這樣的定意，我不是答應你要作一個更

好的人，我乃是要讓十字架在我身上運行。我要回家，在我家庭的環境裏，我要讓十字架

在我裏面運行。』 

1 身體一個不變的原則就是：『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命卻在你們身上發動』—1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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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年十一月，我們有一個特會，持守身體的原則。在那裏分享了很多的好的點，但

是有誰完全持守那些身體的原則呢？只有主知道，我們還有很長遠的路要走。弟兄們，盼

望我們經過這個訓練之後，我們是正確的謙卑下來，在主面前謙卑下來。但是不是失望，

乃是謙卑。我們若是謙卑下來，特別是我們聽了這樣的話之後，我們就會領悟，『主啊，

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你是我的牧人，你是那先鋒，開拓者，我把自己前所未有的那樣

交在你的手中，為着身體的緣故，請你帶我往這個方向走，不要把我留在那裏不碰我。』 

2 任何神藉由十字架帶我們經過的事，都自然而然帶來身體上生命的擴增；我們在

隱密中與主一同經過的，就足夠把生命供應給身體—太六 16～18，西三 3～4。 

盼望我們的觀念受了調整，要供應生命給身體，主要的還不是公開的作甚麼事，乃是

我們有這樣一種在主面前隱密中的生活，我們在隱密中與主一同經過的。是的，你有活力

伴，你可以在牧養人的時候向人敞開，交通一些事，但是神要求我們有一些事，是在隱密

中。你是在隱密中經過，沒有人能夠瞭解你，甚至人還會誤會你，也沒有人在那裏同情你，

那個還是已。你是在隱密中經過，但是你摸着了生命，你在靈裏知道這是足夠的，這足夠

把生命供應給身體。倪弟兄就是這樣，我經歷這一個十字架的，在我日常的處境裏，在我

身上發動，我在這裏摸着生命，這就夠了，身體就領受了生命的供應。 

弟兄們，請你把這樣的一個實際跟所謂的有長老的職分…我們是需要有長老們，也許

有時候還需要同工們來把這樣的情形作得更清楚。但是，一個人如果只是有地位，有影響

力，這個是沒有辦法跟我們所說的這個實際相比的。這樣的實際乃是在神的面前，在基督

裏，經過基督而為着身體。現在還不是我們得賞賜的時候，這還不是我們接受人的感謝的

時候，那個還要等到來世來在這個公義的主面前，現在我們需要過犧牲的生活來供應生命

給身體。 

3 生命的交流使身體得到供應；當死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命就流通到身體裏—林後

四 12。 

五 我們藉由內裏的實際將生命供應給基督的身體；聖靈只會為真實和實際的事

作見證—約十六 13，約壹五 6。 

如果你在意你在召會中的形象，那是何等虛假。但願主憐憫你，我承認我有某種的個

人的角度，但是主會給你一個妻子幫助你，她會摧毀你的形象，並且會打岔你這一切的努

力。你要，你在家裏不是這樣的人，你希望在召會生活中成為那樣的人，你的妻子會完全

把你毀壞。召會所需要的乃是這樣的內裏的實際，這樣，實際的靈就會為你作見證。 

六 藉着供應生命，我們就服事身體並幫助身體長大；當我們從主所接受的生命

流進身體裏，基督身材的度量就增加—弗四 13～14。 

靠着主的憐憫，我覺得我們的時間控制得不錯，我還不需要太多的時間，但我要停留

一下，給你們一些原則性的點和說到一些實際的情形。 

我們很多人在眾召會中來往，我們在那裏有一些的瞭解，有一些的學習。在地上有這

樣的情形，我說的只是一個非常一般的原則。一個召會是因着先前有一些聖徒搬到那裏而

興起的，聖徒的這樣的移民也不是控制的，我們沒有總部。有一位弟兄，他到了那個地方，

他就認為自己有權柄，他自己設立自己作長老，並且有聖徒同情他，就有同樣的感覺。但

事實上，在這個地方，生命的程度是很低，事實上沒有甚麼生命的長大，而那個基本的因

素，就是這個弟兄的人位。如果他不在那裏，召會會更好。如果他在那裏只是照着那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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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度量來作，召會就會更好。這樣的事的確是發生。我們來摸這樣的情形，也不至會，

因為那會攪擾聖徒。 

好，第二個例子，這裏有一個召會，大概有五位弟兄在那裏擔負責任。我們不知道那

是怎樣演變的。但是，這其中有一位弟兄認為自己就是那個帶頭的人，好像他要人給他加

冠。但是，他這個人就是叫召會受苦。這不是理論。如果弟兄們是這樣，召會是他們的嗜

好，召會生活是他們的嗜好，是他們的消遣。但是這個作葡萄樹的思想讓十字架在你平日

生活中運行，有一種隱密的實際的生活，這樣的人根本沒有這樣的想法。只有主知道，這

些也是地方召會，這些地方召會應當是那個手續，要帶進身體的實際。 

好，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弟兄們說到一些事，是身體的事，他們只要來干豫事情。

這裏有一位姊妹，她住在 X這個地方，她參加過訓練或沒有參加過。弟兄來交通，經過很

多的禱告，去找她，他們開始交往。但就有人說這是一件身體的事，也就是說，是我們作

決定，我們已經瞭解這個情形，因為這是一件身體的事。他們竟然敢把這樣的一個寶貝的

實際把它用來作為演示，要來管，控制別人。 

我在主面前這樣說，我們面前有兩條路。我們可以走一條路，就是認識並經歷基督作

為產酒的葡萄樹，而成為與祂一樣，過犧牲的生活，在身體裏過犧牲的生活，供應生命。

我們可以揀選走這一條路，獻上自己給主，為着祂身體的緣故，獻上自己來走這條路。或

者我們只是讓這個天然的生命、肉體、自己、我們的個性、我們的乖僻，自動的在那裏不

受限制的生長。李弟兄在成全訓練那一系列信息裏說，一九八一年，大概是一九八一年。

他說有些聖徒，如果他們早一點死可能更好，就像希西家。因為在他們這一生末了的一段，

他們的乖僻在那裏一直的發展，就把他們這個人吞吃掉了。 

弟兄們，這些信息已經出版了超過二十年。我們有多少人是在主面前曾經有過迫切的

禱告，在這個成全訓練的光中有過迫切的禱告？我們有多少人能夠接受李弟兄在愛裏的指

引？他說，沒有人能夠幫助你，我沒有辦法能夠幫助你，你需要直接到主那裏，正如余潔

麟弟兄在第三篇信息幫助我們看見的，我們需要與主有直接的接觸。我告訴你，主是幫助

我們的，祂願意將我們塑造，模成祂的形像，使我們成為祂的複製。我相信在座大多數的

弟兄們都有這樣的心，這是你為甚麼來。你愛主，你愛召會，你願意忠信。但我們需要不

僅是一個警告，也許是一個勸勉，我們要懼怕的就是產生，因着己的發展和強的個性而帶

來的可怕的控制。這樣的弟兄們根本不懂這些信息在說甚麼，他們不願意走這樣的路，他

們只願意在召會中作那個控制人的人。我們在召會裏，不僅是神的家，這個召會也是神的

國，我們都在神行政的管理之下。我們應當恐懼戰兢，恐怕我們有干犯聖所的罪孽，我們

因為那樣就有干犯聖所的罪孽。 

好，我那樣說就夠了，現在我們還有大概十二分鐘，我們可以來到末了的這一段，也

就是那個目標。 

三 我們需要把生命供應給身體，為着身體的長大—西二 19，弗四 15
～16： 

身體的長大就是目標。身體若不長大，新婦就不會豫備好；新婦若沒有豫備好，新郎

就不會回來。我不知道你怎麼解釋豫言，你的時間表是怎麼樣，或者你對這些事的領會是

怎麼樣，關於開展的事，你有甚麼想法，但是主回來是要得着一個成熟的、被美化的、建

造的、團體的人位，就是祂的新婦。新婦的豫備乃是必須有身體的建造。在眾地方召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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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需要作為這樣的一個實際建造起來，當這個身體藉着長大而被建造，新婦才會被豫備

好。這裏的思想就是，身體需要長大才能夠建造。 

一 神的心意是要使用基督身體上的肢體作管道，將基督的生命流通到全身體

裏，藉着他們加增身體的分量—林後四 12，弗四 16。 

這是何等的生活，何等的事奉。如果主能夠這樣說，我身體的擴增乃是透過你而成就

的。你是管道，你是這樣生活，你有這樣的實際。我的加增，我在身體裏的加增，使身體

裏長大，乃是透過你，透過你的貢獻。弟兄們，你還希望成就甚麼別的工作呢？雖然有很

多外在的工作是不可少的，請你不要誤會我，但是那個素質是這樣。 

二 身體的長大在於有東西從基督這位元首出來—15～16 節： 

1 當身體藉着持定元首而得着供應，身體就以神的增長而長大—西二 19。 

2 身體是從頭長出來的，因為一切的供應都是從頭而來—弗四 15～16。 

所以我們豈不應該領頭持定元首呢？這豈不應該是最主要的事嗎？因為惟有出於元

首，不是出於你的頭，不是出於你的想法，乃是出於元首。元首是那個獨一的源頭，是活

水的泉源，一切的供應都是從元首而來。從頭而來，是經過肢體，但是不是從肢體而來。 

三 身體的長大在於我們裏面神的增長，神的加添，神的增多—西二 19： 

這使我們想起生命的長大的定義有兩方面：生命的長大，乃是神的成分在我們裏面的

加多；生命的長大乃是人的成分的減少。我們若是對這事有清楚的領會，我想我們有，這

樣我就能夠說，弟兄們在這一年要來的時間裏，但願你經歷更多的減少。你也可以這樣對

我說，但我是比你們走在前面一點。如果神要加多，你自己就要減少。 

我剛才所舉的那些原則性的例子。你只看到這些弟兄，他們越過越年長，人的成分就

加多，所以神聖的成分就沒有辦法加多。但是在另外一些人身上，神聖的成分事實上是在

加增，有更多的神在他們的裏面。我喜歡跟 Paul Cook弟兄打招呼，哦，我這次看到你比

上一次看到你更多的神在你的裏面。這些不僅僅是印在紙上的神學的發表。 

1 神是主觀的把祂自己給了我們，而叫我們生長。 

2 神越加到我們裏面，就越使我們生長；這是神叫我們生長的路—林前三 6～7。 

所以我們為甚麼不願意禱告，『主啊，今天把你自己給我，把今天這一份生命的長大

給我。』有一次我在一個地方，我說到為今日的食物禱告，為一日生命的長大。有弟兄就

問，一日生命的長大是甚麼？我說，我也不知道，我沒有辦法去量，但是我相信是一天過

一天的，你在主的話裏，有這個日日的原則，外面的人日日在銷毀，裏面的人日日在更新。 

3 惟有神能叫人生長；惟有神能把祂自己給我們；沒有祂，我們就無法長大—6～7

節： 

惟有神能叫人生長，惟有神能使你所服事的召會生長。惟有神能夠把祂自己給我們；

沒有祂，我們就無法長大。 

a 神加到我們裏面，就是祂使我們生長。 

b 神使我們生長，事實上乃是把祂自己賜給我們—羅八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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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頭的弟兄們來在一起，若是能這樣禱告，豈不是很好？『主啊，求你把你自己給我

們。』我們在 Evans，我看到這位弟兄從 Evans 來，是喬治亞州的 Evans。我們要為着那

裏的召會禱告，『主啊，把你自己更多給 Evans召會的聖徒。今天在他們人生的過程中，

把你自己給他們，分賜到他們的裏面，把你自己作到他們的裏面。』 

好，末了的一點： 

四 身體的長大就是身體的建造—弗四 16，西二 19： 

弟兄們，我們需要看見這一個。主恢復的目標乃是建造基督的身體作為新婦的豫備，

為此，身體必須長大。主不會回來迎娶一個小女孩，這對祂是羞恥的。祂的配偶必須在身

量上配得過祂，在生命、性情、構成和彰顯上與祂一樣，為此需要有長大。仇敵所作的一

切就是要攔阻我們，不叫我們在生命裏長大。如果我們對這個沒感覺，我們可能受很多外

在的事物的安慰。我再說，這些外在的事物是不可少的：需要更多人受浸，需要有人寫下

這樣的數字來奉獻，我們需要有更多的數字，更多的召會，越多越好。但是，如果沒有長

大，你想，主只是因為我們向各個不同的種族，這些的外邦人傳國度的福音，我們建立了

五千個召會，我們是否清楚呢？這只不過是一個手續，目標乃是建造基督的身體，是藉着

神的增長，神在身體裏的增長而得建造的。我們必須晝夜在這樣的異象之下生活，我們的

心必須這樣來禱告，我們必須在我們的度量裏面，一直走在這一條路上，這個就是神的目

標。 

1 以弗所四章十一至十六節在新約裏佔有特別的地位，因為它顯示建造基督身體的

奧祕。 

我想這個微輭，還有蘋果這些的建造並不是奧祕，但是基督身體的建造是一個奧祕，

這是個奧祕，因為它是一件長大的事。 

2 基督身體的長大，就是基督在召會裏的加增，結果叫基督的身體把自己建造起

來—16節，三 17上： 

a 當基督進到聖徒裏面，活在他們裏面，眾聖徒裏面的基督就成為召會—西三 10～11。 

b 基督的身體因着基督在我們裏面的長大而長大，也就得着了建造—一 18，二 19。 

我相信我們是同心合意的感謝主，並敬拜祂給了我們這樣的訓練。這個總題就是『為

着基督的身體之生命的經歷、長大與職事』。的確，是從這位元首而出來的。現在這個寶

貝的時間到了末了，我們現在能夠作的最好的事就是禱告。剩下來的時間主還要帶我們作

甚麼，但是我們先有一些懇切的禱告，跟坐在我們身邊的人有一些懇切的禱告。 


	2013年春季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第一篇 活在神聖生命的交通裏
	第二篇 對付天然而在復活裏
	第三篇 急切需要生命的長大，以及藉着對付心而在生命裏長大
	第四篇 藉着對付靈而在生命裏長大
	第五篇 有蒙召者完整的經歷而成為神合格的僕人
	第六篇 生命的職事
	第七篇 長大以致成熟，好成為新耶路撒冷，作召會的終極完成
	第八篇 在身體裏過犧牲的生活，並為着身體的長大，把生命供應給身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