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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二） 

陳希曾 

讀經 

「所以，你們若真與基督一同復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裏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你

們要思念上面的事，不要思念地上的事；因為你們已經死了，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

裏面。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祂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裏。」（西三 1-4） 

 

我們說「基督是我們的生命」，這個生命的特點是基督。如果我們認識基督，我們就認識

我們的生命，因為這裏告訴我們，你們的生命是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所以這個生命乃是

與基督一起的生命。我們怎麼和祂在一起呢？祂在哪裏？聖經說，基督坐在神右邊。基督坐

在神的右邊，是指著升天的基督說的。那麼，要知道基督是我們的生命，我們必須認識升天

的基督是我們的生命。我們也就明白我們的生命的性質和內容；基督如何，我們的生命也應

當如何。很明顯這不是我們的生命，因為你們已經死了，但是你活了，那是復活的生命。所

以講到基督是我們的生命，我們特別注意到升天的基督是我們的生命，復活的基督是我們的

生命；我們這個生命是與基督聯合的生命。 

 

這個生命是不可能單獨的，沒有基督就沒有我們，沒有基督我們就活不了。不是基督幫

助我們生活，不是基督叫我們活得更美好，乃是沒有基督根本就沒有生活，沒有基督就沒有

生命。 

主來了，祂不僅叫我們得生命，不僅叫我們活過來，而且要得的更豐盛。那更豐盛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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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是甚麼樣的生命呢？那是與基督一同復活的生命。還有更希奇的，那是與基督一同坐在天

上的生命。因為祂替我們死，所以我們與祂一同活過來。基督也是復活的基督，復活的基督

作了我們的生命，所以這個生命乃是復活的生命，是經過死、能從死裏出來的生命。死有個

特點，就是能把我們監禁在一起。死把所有人都監禁在地上，所以有人說天是棺材頂，地是

棺材底，從來沒有人在這個大棺材裏出來。感謝主，兩千年前，我們的主從這個大墳墓中衝

了出去，那天就是復活的日子。感謝主，這就是我們所得的生命。如果我們主沒有復活，我

們都被死亡監禁。如果基督是我們的生命，那就是復活的基督作了我們的生命。許多時候，

我們覺得不行，我們不過是瓦器，受不住一些壓力。但感謝主，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所以，

雖然跌倒了，卻不至死亡。因為那個生命是得勝的生命。 

得勝的生命 

何謂得勝的生命？就是得勝有餘的生命。有個姊妹說，昨天晚上我差點發脾氣了，那個

得勝是險勝，不是得勝有餘。基督的得勝都是得勝有餘的，憑著我們都是險勝。感謝主，基

督作了我們的生命，是得勝有餘的。保羅在第二組書信—羅馬書、加拉太書、哥林多前後

書，讓我們看見他是個得勝的基督徒，他所經歷的是死而復活的生命。他為著身上的三根刺

禱告神，主好像沒有聽他的禱告。當船要經過很多石頭的時候，我們常常禱告說：主啊，把

所有的礁石挪走；但是主沒有這樣做，主是讓水漲高，結果船就從上面經過。所以主對保羅

說：我的恩典夠你用的。保羅因此說：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了。這是保羅所經

歷的神蹟，他的生命越來越豐盛。 

 

我們常常想，那些屬靈人永遠不會失敗的，永遠不累的，他們的身體是鐵打的。其實一

個活在聖靈裏、被神使用的人，他們像我們一樣的軟弱。以利亞剛在迦密山得勝，但聽見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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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要殺他，他就拼命地逃跑，甚至對神說：算了，祢取回我的性命吧。一個屬靈人怎麼這樣

沮喪！以利亞像我們一樣的軟弱。主知道他累了，跑了一百六十多里路來到曠野，實在筋疲

力盡，躲在羅騰樹下；神便給他吃的和喝的。有人說他很想死，但吃了喝了就不想死了。所

以我們不要過分屬靈，幫助弟兄姊妹解決難處，有時請他吃頓飯，就解決問題了；因為我們

還在身體裏面。 

 

還有一個神的僕人也想死，就是約拿。約拿被沙漠的東風吹來滾燙的風沙，就想死了。

怎麼一個蒙神呼召的人，連天氣熱了也不行？人到底是人，都是會軟弱的，會沮喪的。保羅

也一樣，但他在監獄裏告訴我們，「祂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復活，一同坐在天上。」（弗

二 6） 

保羅經歷的生命 

上次說過保羅屬靈的一生是三十三年，第一個十一年隱藏在神的面前，然後神把生命水

的水壩挪走，他生命的活水就湧流出來。神使用保羅，他走了半個歐洲和整個小亞細亞，所

走過的路程是今天赤道的一半。他為了基督贏得全世界，主叫他結果纍纍。到他在獄中寫以

弗所書、寫歌羅西書的時候，是他一生最高峰的時候。他的功用到了最高峰，他的職事到了

最高峰。他在羅馬書和加拉太書的啟示，幾乎沒有一個讀神學的人不讀這兩卷書。那時，他

是神用了二十二 22 年所造就的一個人。 

 

我從前聽過一句話，一直不大懂，那是倪柝聲弟兄說的。他說：「如果你真的要讓神使用，

你要最少準備二十年，經過二十年以後，神可能開始使用你。不是讀書沒有用，不是進神學

沒有用，但在聖經裏，先知學校從來沒有出過大先知，大先知都是從曠野裏出來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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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現在我明白了，世界上栽培一個人和神栽培一個人真不一樣。你以為讀完書、畢業了，

就可以被神使用；但如果你們真想被神使用，要準備二十年，主才開始使用你。你若四十歲

得救，並且決定起來服事主，但問題是你真在神的手裏有用嗎？你需要在主面前花二十年，

那個時候你的頭髮由黑變白了，你才開始被主使用。 

 

今天教會為甚麼貧窮呢？這跟麥當勞帶給人的問題是一樣的。如今美國文化是速食文

化，甚麼都是快速的，連屬靈的事也是速成的。有一本書告訴我們，三十天內怎麼變成得勝

者。這就是今天教會的光景。但是你要知道，生命的工作永遠是有深度的，是需要時間的。

人需要在神的手中經過二十年聖靈的雕刻，神才可以開始用他。那個時候我聽見這句話，心

裏有一個很大的問號，到底倪弟兄是憑甚麼說這句話？當我慢慢讀主的話，就看見保羅是個

例子。保羅歸主後二十二年，他寫信告訴以弗所的教會說，因為神的旨意，我沒有一樣避諱

不傳給你們的。保羅在以弗所不過兩年之久，所有亞西亞的人都聽見他所傳的道，惟我們找

不到他傳道的講義。我們讀加拉太書、羅馬書、哥林多前後書，可能明白神全備的旨意。 

 

現在保羅到了高峰，神可以大用他了。如果神好不容易造出一雙手，保羅這雙手是最有

用的。教會裏不應該只有這一雙手，應該有十雙二十雙這樣的手，就像彼得的口是很有用的

一樣。彼得的口是金口，人人都希望能借他的金口傳福音就好了，一傳福音就三千人得救，

再傳，五千人得救。感謝主，現在神使用保羅的一雙手，這雙手是最寶貝的，因為保羅這雙

手表明二十二年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很奇妙，在保羅一生中如太陽最高照的時候，忽然間被

帶上鎖鏈。他的監獄書信多次提到他的鎖鏈；尤其歌羅西書最後一節：「你們要記念我的捆鎖。」

這鎖鏈在保羅身上是個很重大的一件事。本來保羅可以海闊天空，到處傳福音。如果神花了

二十年的時間栽培他，沒有理由不用他；我們覺得這樣的一雙手越多越好，沒想到這雙手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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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被戴上鎖鏈。這是我們不明白的。腓立比教會很清楚知道保羅怎樣被關在腓立比的監獄裏，

但收到保羅後來寫給他們的書信，又聽見保羅在監獄裏，實在令他們摸不著頭腦。不僅是腓

立比教會不明白，連保羅自己也經過一段時間後才明白過來。 

 

我們以為神的僕人一下子就明白神的旨意了，不是的。一個活蹦亂跳的人，突然間被限

制在輪椅裏面，他一定會問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保羅也像你和我、像以利亞和約拿一

樣。是的，他的生命是得勝的基督，他是得勝有餘的；基督叫他一同活過來，他也經歷與基

督一同復活。但是他沒有想到他的手給戴上鎖鏈，他不明白怎麼回事，直等到聖靈的解釋，

保羅才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甚麼？ 

 

我們不知道保羅一進到監獄有甚麼感覺。雖然他被囚禁，一隻手的鎖鏈連在一個士兵的

手上，他還可接待客人，可以自由的寫信。雖然如此，保羅總是失去自由的。現在需要聖靈

來告訴他，讓他經歷基督怎樣是他的生命。 

一個莫大的能力 

我們不知道他經過甚麼，他寫以弗所書的時候，不知不覺地透露了一句。在第一章他的

禱告中，他講到一個能力，就是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力。那個能力很重要，因為前面講

到基督是我們的基業，後面講到祂在聖徒中所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基業或產業，這

個字在舊約裏很有意思的。舊約前面部分講到產業，都是講到迦南美地，說以色列人怎麼得

著迦南美地，怎麼得著那個產業。我們要問，得產業的目的是甚麼？現在迦南是我們的豐富，

目的是甚麼？最後一個目的是甚麼？到舊約後面再用「產業」這個字的時候，那是指著神的

百姓說的。這樣看來，以色列人得著產業，是為了一個很榮耀的目的，整個以色列人成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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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地步，能變成神的產業。所以以弗所書第一章提到兩個產業：我們在祂裏面得了產業；

基督是我們的迦南美地（產業）。 

 

下面保羅說了一句話，「祂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我們明白嗎？基督是

我們產業，我們懂；我們這些聖徒怎麼是祂的產業？是祂產業也就是了，為何又說產業有何

等豐盛的榮耀？講到榮耀就是了，為何又講豐盛的榮耀？保羅為甚麼這樣說呢？當然有神的

目的，一面我們得著基督作基業，基督作我們生命；我們生命成熟以後，模成了神兒子的形

象，那時我們就變成祂的產業了。從這個基業成為那個基業，怎辦得到呢？你辦不到，我也

辦不到。但是，如果有能力就辦得到了。感謝主，主給聖徒能力，那個能力可以辦到從這個

基業到那個基業，結果神的旨意終於達成了。弟兄姊妹，這些話當然是為著教會的，也是為

著你和我的。保羅經歷基督怎樣作他的生命，我們也當經歷基督怎樣作我們的生命。 

能成就神產業的能力 

保羅這裏說的能力是甚麼能力呢？以弗所書第一章十九節說：「並知道祂向我們這信的人

所顯的能力是何等浩大。」這浩大的能力叫我們能夠成為神的產業。那是甚麼能力？二十節：

「就是照祂在基督身上所運行的大能大力，使祂從死裏復活，叫祂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這個能力有甚麼特點？一面是復活的能力。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我們被打倒了卻不至

死亡。我們得勝，因為有一個莫大的能力在我們裏面，這個能力本來在基督身上，叫祂從死

裏復活的；這個能力也在你我這些瓦器裏面。 

 

另外一面是「叫祂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這是不得了的一句話！記得司提反殉道的時

候，說：「我看見天開了，人子站在神的右邊。」司提反殉道前講了一篇很長的道（徒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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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保羅和許多人都不要聽他講道，摀著耳朵。路加當時不在場，他如何寫出這篇道？是保

羅告訴他的。可見保羅不要聽，摀著耳朵，但是他聽進去了（這是聖靈的工作）；他不光聽見

這篇道，還聽見司提反說「天開了，人子站在神的右邊。」。路加告訴我們，那時候，「司提

反被聖靈充滿，定睛望天，看見神的榮耀，又看見耶穌站在神的右邊。」（徒七 55）怎麼可

能？如果這個人是應該定罪的，為甚麼他的臉像天使的臉，為甚麼他看見神的榮耀，而且看

見耶穌站在神的右邊？我想每次保羅說「叫祂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都記得這件事。在他

抵擋聖靈工作的時候，不知不覺地這印象就印在他裏面。所以這個能力是雙重的能力，一面

是復活的能力，一面是升天的能力。 

 

當保羅在監獄裏非常的沮喪的時候，不知不覺地經歷了這能力，這能力把他帶到天上；

因此他說：「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便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來。……祂又叫我們與基督

耶穌一同復活，一同坐在天上。」（弗二 5-6）這裏不光是講地位，更是經歷。怎麼會是經歷

呢？因為是那個能力叫我們從這個基業到那個基業。是那個能力叫他雖然在監獄裏面，卻與

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保羅把他所看見、所經歷的寫給我們。他本來覺得這個監獄是監禁

他的，叫他的生命不能自由；但漸漸他看見他的生命乃是蝴蝶的生命。這個牢房雖好像繭一

樣，把生命完全的監禁住；但如果他裏面的生命是蝴蝶的生命，就不一樣了。 

 

記得神對雅各說「你這蟲雅各」；毛蟲只能爬在地上，不見天的。雅各就是在地上爬來爬

去，找地上的祝福（猶太人的特性，很會做生意），從來沒想到有第三度空間。一天做夢的時

候，忽然看見了一個天梯（第三度空間）。保羅也是個猶太人，他觀念裏最大的就是這個地球，

彌賽亞國就是全球性的國度。但是主讓他看見，雖然他是毛蟲，爬在地上，生命是有限的生

命。但是感謝主，這個生命是有變化的生命，如果他裏面有蝴蝶的生命，雖然在繭裏，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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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地茁壯起來，翅膀出來了，就能遨翔在藍天之上。保羅做夢都沒有想到，裏面這生命和

能力能叫他從繭裏衝出來，好像火箭衝上太空一樣，裏面那浩大的能力勝過地心吸力，達到

太空。 

升天的生命 

現在我們看見一個人從死裏復活，他還在地上，但他有寶貝放在瓦器裏，他可以得勝。

先是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來，現在與基督一同復活，活著的不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

我們的世界還太少，我們看見的只是地上的一切；現在主開我們的眼睛，看見我們與基督一

同坐在天上，看見我們這個生命是升天的生命。如果升天的基督作為我們的生命，就會明白

保羅為甚麼說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就會明白那個生命的性質。現在我們能與基督一同坐在天

上，所有的問題就都不一樣了。 

 

這四卷書跟羅馬書、加拉太書都不一樣，同樣的一件事，同樣一個榮耀的福音。羅馬書

講到神，從地上講到天上；以弗所書同樣一個資訊，但是從天上講到地上，從永遠講到今天，

從神講到人。以弗所書讓我們看見升天的地位，歌羅西書讓我們看見升天的生命，腓立比書

給我們看見屬天的獎賞，腓利門書給我們看見屬天的人。這都是屬天的基督。所以當我們讀

這四卷書信的時候，甚麼都是屬天的；難怪我們讀不懂，因為我們還在地上爬來爬去。這就

是基督怎樣作我們的生命。復活的基督作了我們的生命，升天的基督作了我們生命。當然在

復活和升天以前，是釘十字架的基督替我們死了，我們能與祂一同活過來。我們蒙恩得救的

那一天，祂把我們叫醒了。感謝主，這個叫得救。這個叫得生命。 

甚麼叫做更豐盛的生命呢？你經歷基督復活，就知道甚麼叫豐盛；你進入基督升天，就

知道甚麼叫豐盛，人長大起來了；你本來小得很，現在主開了你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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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 

福音是甚麼？約翰福音第一章說「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難道福音就這麼

多嗎？因著罪的緣故，神與人離開很遠，所以主來作我們的中保，作我們的救主。但在約翰

福音第一章的末尾，主對門徒說：「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看見天開了，神的使者上

去下來，在人子身上。」：這是怎麼回事？豈不是雅各看見天梯的故事嗎？主的門徒都知道天

梯的故事，知道雅各看見天開了，使者上去下來在那個梯子上。而現在我們的主對他們說：「我

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要看見天開了。」感謝主，我們蒙恩得救，實在太好了—看哪！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這麼多嗎？你的世界就這麼大嗎？主給我們的福音就這麼多

嗎？不是的。一面祂是神羔羊，另一面祂是神的天梯。我們像雅各一樣，如蟲一樣在地上爬

來爬去，根本沒有第三度空間的概念，對天沒有概念，我們以為「天」就是將來上天堂的那

個天。 

 

弟兄姊妹，我們現在已經與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在地如同在天，希奇不希奇？為甚麼主

說「你們要看見天開了」？如果天開了，就證明你看見那個天庭，你知道除了地之外還有天。

本來我只想到我怎麼得罪神，然後是怎麼討神的歡心，怎麼回到神面前，我需要中保，需要

救主，需要神的羔羊。我們以為救恩就這麼多了，不是的。神的宇宙比我們大多了，神不僅

創造天，也創造地。所以主告訴我們，你們要看見天開了，使者上去下來在人子身上。 

神永遠的旨意 

為甚麼叫神的羔羊？因為罪叫人與神分開了，從此人就離開神，離開得不知有多遠了。

這不只叫人與神分開，也叫天與地分開。神創造天地，目的是甚麼？是叫天上地下的都在基

督裏面同歸於一。原文不是同歸於一的意思，有基督做元首、基督是頭的意思在裏面。神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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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天上地下一切所有的能向天看齊。天好像頭一樣，地好像身子一樣，這是物質的宇宙。神

創造天，也創造地，但地上所有一切都要向天看齊的。這是甚麼意思？科學家各有說法，我

到現在還不知道，但這並不重要，我們基督徒卻知道神永遠的旨意是甚麼，就是叫天上地下

所有的向天看齊，向基督看齊。如果地向天看齊，如果地上有一棵無花果樹要向天上的無花

果樹看齊，地上的無花果樹就解釋了天上的無花果樹；天上地上的萬物除了述說神的榮耀外，

都有它的預表性，它們用無聲的話語，解釋神智慧創造中的奧秘和其屬靈的意義。因此，整

個天和地能分別，但不能分開 

當初神所創造的宇宙是美好的，地好像一面鏡子一樣，能夠反映天。你看見天，就看見

天了，你看見地，也看見天了。你看天，你找到天上的一切，你在地上也找到天上的一切。

甚麼都是向天看齊的。你找到葡萄樹，它是與真葡萄樹看齊的，要解釋真葡萄樹的故事。地

上的葡萄樹經過四個月從天上吸取水份，從土壤吸取水份，到葡萄成熟，經過壓榨就變成酒

了。葡萄樹乃是把水變成酒的故事，告訴我們真葡萄樹的故事，所以主耶穌來到地上，祂是

真葡萄樹，不需要四個月，祂在一瞬之內，就能把水變成酒。難怪這是神蹟。 

 

弟兄姊妹，你們明白、知道神永遠的旨意是甚麼嗎？乃是叫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向天看齊，

都向基督看齊。換句話說，天在地以上，卻與地相關連，所以地很自然地伏在天的腳下。感

謝主，這是保羅在監獄裏給我們看見的。現在問題在這裏，當罪沒有進來以前，天跟地是一

個的，是和諧的、美好的。但罪進來以後，天離地就越來越遠、越來越遠了，本來你欣賞神

所創造的宇宙，很容易想到神。澳洲的風景很美，紐西蘭的風景也很美，但那裏的禮拜堂一

個一個給賣掉了，因為只有老人才進禮拜堂，年輕人都到海灘去。天和地離開不知道有多遠，

人看見一切卻沒有想到神，甚至有人說宇宙中沒有神，或說神已經死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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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羔羊與神的天梯 

弟兄姊妹知道天離地有多遠？申命記告訴我們，人墮落以後，頭上的天變成銅；意思是

天要關起來，像地一樣，人再也看不見天開了。以西結不是在迦巴魯河邊看見天開了嗎！但

我肯定那不是三層天；因為以西結告訴我們，他所看見的是耶和華榮耀的形象。而司提反說

他看見神的形象、神的榮耀，而且看見我們的主站在神的右邊；那一定是第三層天。很明顯，

天沒有開；連以西結雖為先知，三層天也沒有為他開。 

 

但好消息來了，主道成肉身，主耶穌在約但河受約翰的浸，祂從水裏上來，就看見天開

了，好像人刻意的把它撕裂開。這是甚麼意思？現在我們的主無論到哪裏，就把天帶到哪裏？

所以，現在一面祂是神的羔羊，另一面也是神的天梯。因這緣故，我們要回到歌羅西書很重

要的一章，那裏把這兩件事綁在一起。 

 

歌羅西書第一章二十一至二十二節：「你們從前與神隔絕，因著惡行，心裏與祂為敵。但

如今祂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們與自己和好，都成了聖潔，沒有瑕疵，無可責備，把你

們引到自己面前。」因著罪的緣故，我們與神的之間隔著十萬八千里，但是主耶穌為我們釘

十字架，使我們與神和好。祂在十字架上，彷彿一手拉住我們，另一隻手拉著父神，使我們

和神近得不能再近了。 

 

從前有一對父子發生了嚴重的問題，彼此不談話的，後來媽媽患重病，兒子知悉後趕到

醫院來。媽媽躺在病床上，走她最後一段路程了，卻看見丈夫在床這邊，兒子在床那邊，兩

個還是不肯講話。於是她一手拉著丈夫的手，一手拉著兒子的手，把兩隻手緊緊地握住，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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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懷裏，咽下最後一口氣。這個母親就象徵著主作我們的中保，叫我們與神和好。 

 

這是神羔羊的歷史，另一史事是歌羅西書第一章二十節：「既然藉著祂在十字架上所流的

血成就了和平，便藉著祂叫萬有，無論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好了。」因著罪的緣

故，天離地不知道有多遠，但感謝主，主的釘十字架，祂一面是神的羔羊，一面是神的天梯；

他一手拉著地，一手拉著天，在基督裏，天跟地再重新聯為一。難怪我們的主說，你們要看

見天開了。 

 

拿但業在無花果樹下時，主耶穌看見他了；這叫拿但業很希奇，但主對他說：你要看見

比這更大的事。弟兄姊妹，我們現在要看比這更大的事；我們不能說得救了，事就完了。我

們要看見更大的事，要看見天開了，我們不再是地上的爬蟲，那個復活的能力要把我們帶到

與基督一同在寶座上，叫我們在地像在天一樣。這怎麼可能的？感謝主，祂是我們的天梯，

所以「藉著祂叫萬有無論是地上天上都與自己和好」。神的旨意這才能完成啊！ 

 

對付肉體 

因著罪的緣故，今天宇宙極不和諧，但神的目的就是要叫萬物向基督看齊，所以是兩面

的事實。一面主耶穌是我們的羔羊，另一面主耶穌是我們的天梯。所以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

來，我們與基督一同復活，我們與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感謝主，我們雖然在天上，仍舊在地

上；我們在地上可以過在天上的生活。今天我們看見天已經開了；今天我們看見我們在地如

同在天，因為基督是我們的生命。所以保羅說：「你們要思念上面的事，不要思念地上的事；

又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現在你們知道怎麼對付肉體了，從前你們背很重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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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你們站在屬天的地位上，你們就得勝了。從前中日戰爭時，飛機都是老爺飛機，一天那

個駕駛員看見一隻老鼠在機上走動，怎麼辦？如何對付這老鼠呢？他忽然靈機一動，把飛機

飛向高空，越飛越高，高到一個地步，老鼠被治死了。 

 

大家知道我們的肉體有多麼難對付嗎？能辦到嗎？我提出挑戰，你們有誰能把自己抱起

來？當然抱不起來的。所以，惟有你在天上，你的肢體在地上，你就能治死你在地上的肢體，

然後生命就長大了。 

生命的成長 

起初的生命像嬰兒的生命，在母親的懷裏，漸漸地成長有樣子了，這個生命有性情，從

性情發展到性格，從性格發展到人格。這個時候，不但講新生命，也講到新人；所以「你脫

去舊人，穿上新人。」等到這個生命再長大的時候，你就發現「在此並不分希利尼人、猶太

人，受割禮的、未受割禮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切，

又住在各人之內」（西三 11）。你就發現這個生命不是個人的生命，是要跟別人在一起的。開

始時是與基督在一起，現在要和所有屬基督的在一起，他才能夠生活得更美。 

 

這時你看見一個身體，你看見頭的生命，頭的生命在肢體裏面，住在各人之內。接著第

十二節說：「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憐憫、恩慈、謙虛、溫柔、忍

耐的心。」這裏的性格，都不是為著自己的。為甚麼要忍耐？你一個人不需要忍耐。因為你

和別人在一起，所以你需要忍耐；總要彼此包容，彼此憐憫，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你們，

你們要怎樣饒恕人。在這一切之外，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聯絡全德的，又叫基督的平安在

你們心裏作主。」（13-15 節）弟兄姊妹，這都是基督是我們生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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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怎麼說呢？「你們也為此蒙召，歸為一體。」（15 節下）最後我們蒙召歸於一個身體。

我們這個生命有一個本能，那個本能不是一個人活，乃是一同蒙召、歸於基督的身體。每一

個肢體都向頭看齊，就像地向天看齊一樣。整個宇宙，天上地下的，在基督裏同歸於一，在

主回來的時候，這都要實現；但秘訣在哪裏？如果我們看見天像頭，我們的地像身體一樣，

那是真正的生命宇宙啊。那就是教會。當我們在教會裏過生活的時候，能經歷基督是一切，

又在一切之內，真的讓基督來作我們元首；其結果是最後神的目的達到了。 

 

讓我們記得整個物質的宇宙的前程，它的將來，是完全根據教會的前途和教會的將來。

這是為甚麼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然後達到基督是一切，又在一切之內。當我們經歷這生命，

就看見這是實實在在的生命。 

 

史百克弟兄有一次到邁爾弟兄家裏作客，看見他客廳裏一個橫匾是雅歌書中的一句話「向

下觀看」（這是雅歌第四章，記載所羅門和書拉密女在黑門山向下觀看）。史弟兄不明白，便

問：「不是應該往上看嗎？」邁爾說：「這看你站在甚麼位置上；如果你與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你當然是「向下觀看。」戚伯門弟兄（Robert Cleaver Chapman）在真理上跟達秘不大一樣，所

以達秘的同工們常常講他的壞話，講到一個地步，達秘就生氣了，對他們說：「你們不要再說，

我們都是講基督在天上，但是我們弟兄在哪裏？」弟兄姊妹，這個叫做在地如同在天一樣。 

 

一九零零年的中國的義和團運動，很多基督徒殉道了，尤其是傳教士，他們經歷著很多

艱難困苦，內地會創始人戴德生的媳婦那時寫了一段日記，說：「那四天是我們與主交通最甜

蜜的四天，我們不知道是在地上還是在天上。」這就是與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這就是活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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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生命。還有一位姊妹，名迪道霞夫人（Theodosia Wingfield Powerscourt），一位貴族的遺孀，

23歲就守寡了，36歲便被主接去。她住在都柏林，有一個很大的花園，達秘弟兄常到她那裏

去開會，弟兄會的故事是從那裏開始的。戚伯門說這位姊妹屬天到一個地步，她的腳幾乎從

沒睬在地上。當達秘在她那裏開會的時候，彼此發生了感情，一起為是否結婚禱告。結果達

秘想到他將來要到處旅行，又不捨得把姊妹放在家裏；二人因而分手了。此後達秘無論到甚

麼地方旅行的時候，都唱一首詩歌：「主耶穌！我背起十字架來跟從祢。」同一個時候，迪道

霞夫人也寫了一首的詩歌：「主耶穌！我羡慕活在祢面前。」（許多詩歌本有這首詩歌）倪弟

兄把這首詩歌翻譯成中文，因為詩的字數很難組織，所以變成散文詩。如果大家注意原文，

確實覺得這位姊妹真的在地如同在天。 

 

所以我們看見基督是我們的生命，這生命是能夠在地上活出來的。不要忘記我們的主是

從天降下的；祂雖從天降下，但仍舊在天。意思是說，祂雖然在地上，卻像在天上一樣。我

們主在地上道成肉身的日子，祂的生命就是這樣的生命。感謝主！祂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

來，一同復活，一同活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這就是基督作我們的生命。因為我們的主活

過，所以我們今天要在地上活。但願主開我們的眼睛，看見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然後怎樣達

到基督面前，又在一切之內。 

禱告 

主！我們把這些話都交在祢手中。但願祢這次叫我們眾弟兄姊妹不要空手回去，都能明

白這些話，也用一生來經歷這些話。聽我們的禱告，靠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