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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建立基督的身體  

禱告 

主啊，感謝祢把我們招聚到祢面前來，祢向我們顯出的恩典是何等的高，

祢的榮耀是何等的美。祢讓我們清楚地看見在祢所做的工裏，祢已經把我

們帶到祢自己榮耀的華美。祢讓我們活着是等候要見祢的面；不但是見祢

的面，也是把我們毫無保留地帶進祢的榮耀裏。我們要向祢低頭敬拜，要

把榮耀歸給祢。主，祢招聚我們到在祢面前來，我們非常樂意等候聽祢的

話，是祢自己的話領我們進入祢的榮耀，是祢的生命扶持我們，供應我們

走進祢的榮耀。我們是在祢的恩慈裏面，從認識祢，到完全豐滿地得着祢。

但是我們的主，祢知道我們帶着許多軟弱和短缺，但願祢話語的照明，讓

我們更深地靠近祢自己，藉着祢生命的扶持來脫離一切的限制和捆綁，自

由地、喜樂地進到祢的面光之下。如今在地上，要叫祢的名得榮耀，到那

一天要叫萬有都伏在祢的面前，敬拜讚美稱頌感謝祢。謝謝主，因為祢所

做的是那樣大，祢用手把我們從甚麼都不是帶進這樣大，我們仰望我們的

主，照着祢的意思作工在我們身上；做到一個地步，真的叫我們顯出祢的

自己。榮耀歸給祢。我們這樣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我們感謝神，我們看腓立比書的時候，非常喜樂的領會到一件事情。按

着保羅寫腓立比書的背景，他是在監獄裏，但是他的靈連接到天上的寶座。

他雖然背負着環境給他的重擔，卻擔起教會所遇到的各種各樣的限制、捆

綁，甚至是摧殘。儘管他自己落在這樣的環境裏，但是他發表出來的是父

神寶座上那非常寶貝的心思。他要叫神的教會看見，神如今在他們身上所

要作成的是甚麼，祂要建立祂自己的教會。 

我相信弟兄姊妹現在一定領會到這一點，在神永遠的旨意，如今是把一

件事放在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甚麼事呢？建造教會。教會不是神永遠旨

意的目的，教會是我們主必須要做成的一件最關鍵的事。主自己說，祂把

祂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她。弟兄姊妹也很清楚，

神如今整個工作的焦點是在建立基督的身體。神為甚麼要把這麼重的心意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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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身體的建立裏呢？因為神把教會放在一個非常寶貴的地位上，叫教會

成為神永遠旨意裏面首先有指望的人；並且藉着這個在基督裏成了首先有

盼望的人，作神那永遠計劃成就的基礎。教會一天不建立，國度就不能來；

國度不能來，新天新地就遙遙無期。除非神清楚給我們看見，甚麼時候教

會建造完成，主就來了；主來了，國度就跟着來了；國度來了，新天新地

的門就打開了。我們敬拜我們的主。我們用一點點時間看教會的建造是怎

麼一回事，用腓立比書的話來說，是我們眾人被帶到同一個心意，就是主

的心思成了我們的心思，教會就給建造了。 

主給我們看見教會建造的路是怎麼走，但問題又來了：教會照着這樣走，

要走到甚麼時候才算是走到盡頭？我們這一代人過去了，後一代人接上來，

如同前一代的弟兄姊妹走過了，我們接上來；接了很多代，現在主還沒有

來，那麼主甚麼時候來呢？我記得很多年前我們聚會的一個主題：「催促

主的再來」，但是到了今天，主還沒有來。那我們是否還在建造裏呢？確

是在建造裏。但問題不是在我們是否在建造裏，而是叫我們看見建造的目

的甚麼時候完成。 

我們感謝主，我們上次交通的時候特別提到，在教會建造的過程裏，我

們要學會活在基督是我們的元首，同時眾肢體要連接起來顯明那個身體。

現在問題就在這裏，甚麼時候那個身體顯得出來？我們怎麼知道那個身體

顯得出來？主好像沒有給我們說這樣的話，但是我們感謝主，雖然主沒有

正規給我們說到，當我們學習教會的建造到了這一個點，主就來了。 

主回來前的兩個事實 

主雖然沒有很準確地給我們點出來，但是祂確實讓我們知道有兩個事實，

給我們作把握。如果這兩個事實完成了，主就來了。那兩個是甚麼事實呢？

頭一件是得救的人數添滿，第二件是基督的豐滿成為教會的豐滿。得救人

數的添滿，在羅馬書第十一章給我們了解到。那裏給我們看見，當得救人

數添滿的時候，主就來了；祂來接以色列百姓回到以色列人站的地位上。

得救的人數要添滿，是主回來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所以弟兄姊妹，在我們

服事主的事上，必須要留意和準確地掌握着傳福音的事情。但是我們不知

道得救的人數有多少。這個不需要我們知道，只要我們傳福音就是了。主

在祂那裏有數目，到了那個時候，主就知道時候到了。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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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豐滿呢？基督的豐滿成為教會的豐滿，是我們比較難以領會得過

來的；因為不知道甚麼標準，到了那一個標準教會才叫做豐滿。這好像得

救的人數一樣，你我沒有辦法知道，在神那裏完全有統計，在神自己的觀

察裏，教會到了一個地步，基督的豐滿在那裏充滿。 

主也說，時間到了。這個時間應該是同一個時候來到的。我只是提到這

個問題，讓弟兄姊妹知道，當我們看見基督的教會要建造的時候，我們的

注意點應該放在哪裏？不是放在聚會的人數有多少，不是放在我們工作的

範圍內容有多少；我們該注意的，是我們甚麼時候做到主感覺滿意那一點。

主沒有叫我們看見究竟是哪個時候祂回來，祂卻非常清楚給我們指出，我

們的路應該怎麼走。 

為甚麼主沒有把神所要做成的事情說得更清楚一點呢？腓立比書給了我

們一點答案。我們現在來看一點腓立比書的經文。 

讀經 

「弟兄們，我願意你們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興旺，以致我受

的捆鎖在御營全軍和其餘的人中，已經顯明是為基督的緣故。並且那在主

裏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鎖就篤信不疑，越發放膽傳神的道，無所懼怕。

有的傳基督是出於嫉妒分爭，也有的是出於好意。這一等是出於愛心，知

道我是為辯明福音設立的；那一等傳基督是出於結黨，並不誠實，意思要

加增我捆鎖的苦楚。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無論怎樣，基督

究竟被傳開了。為此，我就歡喜，並且還要歡喜；」（一12-18） 

 

我不是解釋這一段的話，是要用這一段的話讓弟兄姊妹看見教會一般的

光景。就是說，在做屬靈的事上也許沒有甚麼差別，都是擺出那一個名堂

—為了主，但事實上不見得是為了主。保羅說，有人傳福音是為了嫉妒

紛爭，有人傳福音是為了好意。你說，傳福音會有嫉妒紛爭的事情嗎？傳

福音還有摻雜的東西嗎？弟兄姊妹，你不看一般基督教的光景，你不會了

解這個事情。就算我們把眼睛轉過來，看一些樂意尋求神的兒女們的聚集

裏面，有時候也會看見這樣的光景。 

教會如果這樣下去，教會怎能成長呢？基督身體能建立起來嗎？工作是

不停地擴大，基督有沒有擴大呢？基督有沒有增加呢？我說過不解釋這段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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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是藉着這段聖經引出保羅為甚麼在這麼困難的環境裏面，聖靈藉着

他寫這卷聖經。弟兄姊妹讀到第二章的時候，又看見一些問題了，好像是

很輕微地指出教會裏一些實際的光景。話語是正面說的，但實際是對着教

會不太正面的事情來發表。帶出一個結論，就是上一次交通的時候，我特

別提出來的那句話：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雖然許多的事情，好像跟教會的建立沒很正常地顯明出來，但是主實在

需要教會回到這個正常的光景裏。這正常的光景是甚麼呢？你進到神的家

裏，你來到神的兒女當中，碰到的應該是甚麼呢？很熟悉的一句話，除了

主自己，甚麼都不應該碰到。如果碰到一些與主沒有相干的事情，腓立比

的事情就出現了。 

弟兄姊妹，你記得保羅在腓立比書一再說：你們要喜樂；我再說，你們

要喜樂。他們為甚麼不喜樂？他們已是進入主裏面的人，應該是喜樂的，

為甚麼還要保羅提醒他們要喜樂呢？保羅在他的話裏，也有一些很有意思

的地方，他在第二章說到一件事，他說：當我再聽見你們的光景時，我就

更喜樂了。如果我們不把這些話連接起來，會覺得保羅這裏說幾句話，那

裏說幾句話，好像沒有相關連的意思。但我們把他的話連接起來，就知道

一件事情，甚麼事呢？神的心思也是那樣地掛着一件事情，叫神不得滿足。 

我說這許多的話，弟兄姊妹知道我要帶出一個甚麼意思出來呢？要叫我

們看見聖靈感動保羅寫腓立比書那個具體的原因是甚麼。保羅不是無中生

有，在羅馬寫信與腓立比教會閒談。不是的。保羅寫腓立比書的時候，心

裏實在有一個很重的負擔。他要叫腓立比教會看見，為甚麼他們現在失去

了喜樂。到了第四章，我們就看見那個事來了。 

教會失去喜樂的原因 

「我所親愛、所想念的弟兄們，你們就是我的喜樂、我的冠冕。我親愛

的弟兄，你們應當靠主站立得穩。我勸友阿爹和循都基，要在主裏同心。

我也求你這真實同負一軛的，幫助這兩個女人，因為她們在福音上曾與我

一同勞苦；還有革利免，並其餘和我一同作工的，他們的名字都在生命冊

上。」（四1-3） 

弟兄姊妹，從保羅的幾句話裏，你看見腓立比教會失去喜樂的原因在哪

裏。他們並沒有離開主的道，他們雖然仍在很大的壓力下面，但仍然靠主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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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立得穩。保羅說他們在這個事情做得對，但同時要他們留意一件事，他

先提到兩個姊妹的名字，一個是循都基，一個是友阿爹。這兩個姊妹在教

會裏發生了一些難處，你看見是這兩個姊妹的難處，不是很多人的難處，

是這兩個姊妹當中的難處；但是這兩個姊妹的難處，在腓立比教會裏面，

擴大到一個地步，成了教會的難處。 

我們不知道她們兩個人有甚麼難處，但是保羅勸這兩個姊妹，要很準確

地在神面前解開那個難處，也叫教會的弟兄姊妹幫助這兩個姊妹解決這個

人與人中間的難處。我們也許會問，兩個姊妹發生難處，會讓全教會都不

喜樂嗎？保羅沒有告訴我們難處是甚麼，卻讓我們看見就是這兩個人中間

人和人的難處造成了教會失去喜樂。這就讓我們思想，甚麼事情會擴展到

成為教會的難處，以致教會不能喜樂，教會在心思上受傷了。雖然我們不

知道是甚麼原因，保羅也沒有告訴我們她們發生甚麼難處；但保羅說出這

兩個姊妹在神的兒女們中間服事的那個身份。這兩個姊妹是保羅的同工，

是與保羅一同勞苦作工的。既然是同工，當然是彼此有相當的認識、了解

和感情。她們又與保羅一同勞苦作工的，那會有甚麼難處在他們中間發生

呢？弟兄姊妹，你想來想去，都想不出有甚麼難處。我個人猜想，一定不

是甚麼難處。確實有一些的難處是我們不認為是難處的。原諒我這樣說，

不僅是這兩個姊妹有這樣的光景，我們所有神的兒女們，在有意無意中，

我們心思上也會落到這種光景。 

我一直在想，這兩個姊妹有甚麼難處呢？能在保羅旁邊，又與保羅同心，

又一同承受勞苦，怎麼會發生難處呢？想來想去想不出理由。後來有一個

了解，那個理解也可以說自己深受其中光景所領悟出來的。那是甚麼呢？

事情是好事，但因為放在人的身上，好事變成了壞事。我想來想去，她們

發生的難處只可能有一個原因，是甚麼原因？恩賜上有抵觸。恩賜是一個

好事，怎麼恩賜會發生難處呢？我也不知道這兩個姊妹的恩賜是甚麼？可

能是相同的恩賜，也可能是不同的恩賜，但反正是恩賜上的問題。恩賜是

神給我們來讓神的兒女們一同得造就的，這不是一件壞事，而是一件好事，

但是恩賜一落到出生在亞當裏面的人，有些時候就真的成為難處了。 

恩賜怎麼成為難處 

恩賜怎麼會成為難處呢？比方說，我跟弟兄有相同的恩賜，是傳講福音，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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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弟兄也是在福音上很有負擔，我們一同為主作工，起初沒有甚麼難處，

過了不久，有點難處出來了。甚麼難處呢？我心裏想，你信主比我晚，你

出來服事也比我晚，怎麼如今在你的服事裏，有那麼多人到你面前呢？我

信主比你久，我傳福音的時間也比你多，為甚麼我服事的果效沒有你這麼

明顯呢？弟兄姊妹，難處就來了，裏面不服氣；或是覺得自己過不去了。

不管怎麼樣，這就產生一個破口。這一個破口，時間累積下來，就成了大

破口。問題不是在這兩個人有破口，是這兩個人中間的難處成為跟他們接

近的弟兄姊妹發生了影響。 

保羅在腓立比書裏面，沒有像歌羅西書裏那樣提到宗派的問題，就是分

門別類的問題，卻暗藏着一個分門別類的問題。因着我帶你信主了，你就

聽我的話。誰說話都不準，他說話就準。跟我的人也一樣，誰說話都不準，

我說話就準。 

弟兄姊妹，這個問題嚴不嚴肅？如果教會出現這樣問題，有沒有喜樂？

看見主就喜樂，一看見人就不喜樂。弟兄姊妹，這些事情不僅是在人和人

當中，也常常發生在服事的交通裏面，或者服事的中間。我不知道有沒有

看見一些事，弟兄姊妹在一起禱告，很好，但是你發現一個情況，一些弟

兄姊妹禱告，回應他「阿們」的人很多，另外一個弟兄禱告，又有很多回

應的「阿們」。但你發覺沒有？為這個弟兄禱告「阿們」的人是在這一堆

人裏面，另外一批人也是這樣。不僅在這種情形裏面，你會體會到，還有

各種各樣的情況。我只說一點點，你能體會到這種光景，就能體會保羅對

這兩個姊妹的事情，寫出腓立比書這樣重的信息的原因在哪裏。 

起初好像是兩個人的問題，後來發展成兩堆人的問題，那麼弟兄姊妹，

當教會落到這樣光景裏的時候，教會能喜樂嗎？教會不是不能喜樂，喜樂

卻不完全。你碰到跟自己一起的弟兄姊妹就很喜樂，碰到不跟自己在一起

的就不大喜樂。腓立比教會裏面有這種光景，這是不是腓立比教會的專利

呢？不是的。如果是的話，聖靈不會用保羅在腓立比書裏寫這樣的信息，

說出了這是教會裏常常發生的事情。這些難處的根源在哪裏呢？弟兄姊妹，

如果我們真實認識我們是基督的身體，基督是教會的元首，一切都是向着

主，一切都是為着主，你就不會有在那裏計算自己的功勞，不會與其他弟

兄姊妹比較他強還是我強？ 

可能我們感覺我們的聚會沒有這樣的事情。我們可以說，每一個人都沒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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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辦法脫掉這樣的騷擾。為甚麼會是這樣呢？我們要看清楚一件事情，我

們提過了，教會的建造是神很基本很必須要完成的基建工作；教會建造的

完成，主可以回來了，國度來了，新天新地也有盼望了。如果這事成就，

神的對頭就很苦惱了。所以神的對頭絕對不允許神的教會有一條舒服的路

走。所以我們看腓立比教會也好，看我們現在所經歷的事情也好，外面的

壓力是很大的。有些時候壓力是很強大的，有時候壓力是很溫柔的，因為

撒但對付教會有牠的方法。有些時候牠像咆哮的獅子來對付你，有時候牠

用很溫柔的，裝作光明的天使來對付你。 

宗派問題 

弟兄姊妹，你注意這事實發生在教會建造裏的時候，本來是兩個人中間

的小問題，但如果不堵住這破口，便帶出大問題，宗派就產生了。我們現

在來到神的面前，認識神心思的時候，對我們來說好像很為難。你說宗派

不對，他們好像也有對的地方。你說他們對，又常常覺得在他們中間不太

有安息。你說怎麼辦呢？ 

弟兄姊妹，神不是叫我們從感覺裏來跟隨主，神是叫我們認定我們跟隨

主的目的、方向、內容是甚麼，是主的自己。如果我們是向着主，我們計

較的就不是主以外的事物，我們只是跟着主走，所以腓立比書的重點，是

要讓我們回到主的心思裏：主是教會的元首。我們真是以祂為元首？主的

話很清楚說，要跟隨就跟隨主的話，不要跟隨人的話。人的話也許是對的，

但是人是不完全的。完全的事情落在不完全的人身上，也會變成不完全。

弟兄姊妹，我們在教會歷史裏面看見這樣的事情太多了。我特別要說，一

碰到宗派問題的時候，就有些說不清楚的話。你說他們不對，他們有對的

地方。但是，他們有對的地方，不等於他們全對。你不能因為他們有對的

地方，其他的也接受。我們的難處就在這裏。感謝主，主叫我們注意的是

甚麼？是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人的意思是甚麼？神的話是怎麼說？我說一件自己個人的事。我在學校

讀書的時候，裏面有很多弟兄姊妹，我們都在一起，那時候我不認識甚麼

是主的心意，只知道我是基督徒。其中有些姊妹是蒙頭的，我很不高興看

見她們蒙頭，雖然沒有和她們有太多的頂撞，但心裏還是不太舒服。為甚

麼她們做這些多餘的事呢？蒙頭有甚麼特別呢？後來在主裏面，靠着主的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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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憫一步步靠近主心意的時候，那個心思就完全轉過來了。 

此後聽見一些姊妹說，為甚麼要蒙頭呢？我裏面的反應是，為甚麼你們

不問，為甚麼不要蒙頭呢？你們把問題反過來，不就找到答案了嗎？你們

會看見蒙頭只是一個動作，是一個功課，是神兒女們中間的一個印證。這

不住地提醒我們，究竟我們到神面前來的時候，我們究竟在一個怎樣的地

位。雖然在我們的聚會中不強調蒙頭，但是姊妹們蒙頭的時候，要知道蒙

頭不是多了一個裝飾；這一個裝飾，說明我比你更屬靈。不是這樣一回事。

如果是這樣，這個動作就是多餘了。主讓我們蒙頭，是讓我們清楚地知道，

我們在主面前是站在一個怎樣的地位來顯明主。我們實在感謝我們的主，

甚麼時候我們能被帶回主的面前，我們人中間的難處就脫掉了。 

回到主的面前 

因此，我們留意到腓立比書裏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回到主的面前」。怎

麼知道你是回到主的面前呢？那就看你和肢體的關係是活在一個怎樣的光

景裏。你說：我向着主就夠了，肢體是別人的事，不是我的事；我向着主

就好了，我只要主稱讚我就行了。如果這個心思是對的話，我想在教會歷

史裏有一件事情應該出現，是甚麼事呢？處處都是修院，因為我們都做修

道士了，我跟主的關係那麼好，事情就解決了。 

我們感謝神，當我們進到基督裏的時候，首先神要讓我們知道甚麼叫做

在基督裏。最容易叫我們領會的一件事情，就是基督有多大。基督有多大

呢？我們說不出來，但是有一事實我們知道，就是不管是甚麼，你放在基

督裏，基督都能接過來。我們聚會一千多人，在人來看人很多，把它放在

基督裏，你說能放得下嗎？說個笑話。我們在這校園裏裏聚會，有沒有考

慮過這麼多人來到這個校園，這個校園能容得下嗎？我們不會做這個考慮。

基督比這個校園更大，大到你沒有辦法計算，再多的人都可以放在基督裏。

我們既然都在基督裏，就不會我一半的人在基督裏，我有半個人在基督以

外。這是不可能的事，既然我們是在基督裏，我們就成了一個，所以你不

能說，我到修道院，就注意跟主的關係，我非常完滿了。不是的，主所要

的是一個身體。主說祂現在主要的工作是建立基督的身體。如果身體不顯

出來，基督所做的就沒有完成。身體顯出來，基督的見證就在那裏明顯地

擺出來。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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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的顯明 

我們實在感謝我們的神，當我們的心意回到神面前的時候，實際是甚麼

呢？甚麼時候你的心向着主，你一連於主，很自然地你就會想到弟兄姊妹；

這用不着別人教你，是從你裏面出來的，你會注意到與你同是主拯救的神

的眾兒女，雖然在感情上不一定很濃厚，因為每個人剛剛認識的時候，不

會立刻脫離那個陌生的感覺；但是那個陌生並不阻擋我們裏面從主恩典裏

招聚來的。所以當我們一連接在主裏的時候，那個身體就成形了。但是那

個身體成形後，還要進一步看見顯明那個身體的肢體，是完全地配搭的。 

我想這個不需要解釋都了解的，因為在人的身體裏面，每時每刻不能脫

離肢體的配搭。你肚子餓了，你怎麼解決？你的腳去找食物。去哪裏找食

物？找食物的地方很多，但是你要找你想要的食物，有食物在冰箱裏，在

店裏，你怎麼找到食物呢？需要有人教你嗎？我想不需要，連嬰孩都不需

要；因為他需要食物就會哭。我們需要食物，怎麼得着食物呢？到冰箱裏

拿。你怎麼過去呢？兩隻手爬過去嗎？當然是用腿，怎麼會用手呢。冰箱

裏有食物，腳把你帶到冰箱那裏。怎麼吃呢？食物在冰箱裏，不用人教，

手就會動，手就拿出食物，放在嘴裏。嘴巴會否說：你是甚麼人，把甚麼

東西放在我嘴裏？不會問，你就吃了，吃得津津有味。弟兄姊妹，這就是

身體。你怎麼知道這是身體？因為所有的肢體都配合在一起，為了一個目

的，要叫你這個身體歡喜，讓你這個身體成長，讓你這個身體不致軟弱。 

我剛才說的是好的方面，再說壞方面。你病了，要吃藥；你把藥放在嘴

裏，藥很苦，吞不吞？你可以不吞，但你還是吞下去，為甚麼苦的都要吞

下去，因為你知道，雖然藥很苦，但它是把我的病治好，我就坦然，沒有

難處。弟兄姊妹，在我們日常生活裏面，主天天讓我們學如何活在肢體裏。 

肢體生活 

我們活在這個身體裏面，很是容易，不需要教。但是說到基督身體裏的

肢體，一個是我，一個是你與他，要叫我們這許多人成為一個顯出那個肢

體的關係，而活出身體的事實，這就不簡單了。我脾氣是快的，他脾氣是

慢的，這兩樣很難合在一起了。但是主說，你們現在是活在基督的身體裏，

你們不是活在自己的身體裏，你若是活在自己的身體裏，你就不是在基督

裏。你若是在基督裏，你自己的身體並不是影響你動作的那個原因。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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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實在感謝我們的神，如果我們回到教會歷史去看，教會是經過許多

難處才走到今天。早期的教會我們知道，中段的教會歷史我們也知道，近

代的教會我們也親身經歷在其中。我們都想看見那種情形，神兒女們的心

思向着主的時候，他們如何活出肢體的光景，好像保羅在羅馬書上給弟兄

們問安時說的一些話，其中特別提到：「問百基拉和亞居拉安。他們在基

督耶穌裏與我同工，也為我的命將自己的頸項置之度外。」（十六3-4）弟

兄姊妹，你就看見了，肢體的關係能給帶到一個地步，完全地忘記了自己

的安危，要讓受苦的弟兄得安息。 

弟兄姊妹，你讀到保羅向亞居拉、百基拉問安的時候，有甚麼感覺？對

我來講，我很有感受。我平常不大講這些東西，但在特殊情形下，我會輕

輕提一提。我想很多在美國長大的弟兄姊妹也許不太會領會；如果是從中

國來的弟兄姊妹，應該多多少少有點印象。我不說大的問題，只說一件事。

你甚麼罪都可以犯，但有一個罪你是不能碰，那就是反革命。要是你碰到

反革命這個問題，便很大事了。感謝主，教會很多弟兄姊妹都成了反革命，

我也有幸被放在裏面一陣子。背上這樣罪名的人，那個結果誰都知道。那

個時候，我們都給關起來。在我們聚會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也曾經在監獄

或勞改場裏。裏面的事情我不說，我要說的是我們肢體的關係。那時候我

是一個年輕人，現在說起來，是五十年前的事了，離開了學校兩三年。在

我們當中有一個弟兄，當時和我們一起遇到這個事情的時候還是中學生，

十六歲。因為背上了反革命，我們被抓進老遠的監獄去，我不說裏面的情

形，但我要說一件事情。那個時候，外面的人都吃不飽，反革命的人當然

更吃不飽了，那我們怎麼過來呢？ 

監獄裏一個月允許親人把一點東西送進來，我們沒有親人在那裏，誰給

我們送東西來呢？就是有東西送來，他們自己都吃不飽，那有把一些分出

來給另外的人？那個時候牢裏的人擠得滿滿的，像我們現在這裏住的一個

房間，就住了十幾個人。每個月送東西來的時候，我是沒有人送東西來的，

因為沒有親人在那裏。但是很希奇，每個月都有一些食物送進來。有時候

我身體不太好，連藥物都送了進來。同牢的人有些已經牢了很久，他們甚

麼東西都沒有；但每次送東西來的時候，到我手上都是一大包，令人羡慕。

那個時候說的一大包，也不過是現在的一小包。我心裏就很有感覺了，誰

送給我的呢？除了弟兄姊妹，不會有別的人會記得還有這些人。弟兄姊妹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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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們送這些東西來，他們要承受多少的難處呢！送東西去給反革命，那

一定是反革命家屬，很多的難處也會發生在他們身上。到我恢復自由出來

的時候，我才知道一件事，每個月送物資來，不是簡單的事，有一定的時

間；時間過了，你送來也不收；時間沒到，你送來也沒有人接。因為那是

搞政治運動的時候，監獄裏擠滿了人，送東西來的人也蠻多的。人怎麼把

東西送來呢？一些弟兄姊妹凌晨的時候就開始包好物品，天沒亮，半夜就

到監獄門口排隊，搶上車子；大家試想一下，就知道是甚麼味道了。所以

我讀羅馬書保羅說的話，「為我的命將自己的頸項置之度外」，我很有感

覺。這是肢體，這是身體。 

感謝主，肢體這個關係不是人強迫的。如果你真是活在基督裏，一定會

注意到主是我們的主，這是非常自然的反應。弟兄姊妹，我們每一個信主

的人，在我們生命成長的過程中，起初都是活在自己裏的；你知道有肢體，

但不懂得肢體的實際關係。當我們長大的時候，就知道肢體是甚麼，我們

就活到肢體裏了。 

弟兄姊妹，當我們看見腓立比書裏面的那種光景，你說我們跟腓立比教

會的光景不太像。沒有發生難處的時候，你就不大知道那個難處的光景；

但如果發生難處，你就知道肢體中間產生的一些小問題，會造成教會的大

難處。造成了大難處，那怎麼辦呢？當你們解決的時候，不要回過頭來說：

為甚麼我們會這樣？我現在說說保羅的一些事。 

保羅與巴拿巴 

當我們看保羅的生命成長的過程時，一定記得他跟巴拿巴發生過一件事，

那就是馬可的事。馬可跟他們出去服事主，卻有點跟不上。原因我不說，

我也不太清楚。等到第二次他們出外的時候，保羅就不允許馬可跟着去。

巴拿巴為着馬可就跟保羅有一點交通，但是交通不進去。保羅說，馬可一

定不能跟我們去；巴拿巴就說，那你不要馬可，我要馬可。事情就這樣發

生了。 

這件事如果停在這裏，我們就會說，保羅跟巴拿巴發生難處。弟兄姊妹，

在當時的確是一個難處，但我們感謝主，他們是發生這個難處，但是他們

的心向着主，所以經過一段時間以後，我們就看見保羅在羅馬監獄裏面，

他給弟兄們的書信上提到馬可。他對歌羅西教會說：「巴拿巴的表弟馬可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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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問你們安。說到這馬可，你們已經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們那裏，你們

就接待他。」（西四10）等到寫提摩太後書的時候，保羅說：「你來的時

候，要把馬可帶來，因為他在傳道的事上於我有益處。」（提後四11） 

弟兄姊妹，你看見甚麼？如果你把幾件事情併起來，你會看見保羅和巴

拿巴好像發生了一些事情，當然這個難處是神允許的。但是他們活在難處

裏，神要藉着這一個難處，讓他們看見：你們說是尊重主的人，但是你看

看，到了一些事情上，你們還是有保留，不夠尊重神。 

保羅堅持自己的意見，巴拿巴堅持自己的意見。但是主允許他們發生這

個難處，主讓他們從這個難處中也看見他們的心如果真是向着主，他們要

連接起來。所以起初保羅是很厲害地拒絕，後來保羅就很清楚地說到，我

不能缺乏馬可。甚麼原因呢？感謝主，這個就是身體，這個就是肢體。甚

麼時候我們真的看見身體，就知道怎麼活出身體。如果你不能活在身體裏，

就反映一件事：你是知道主是主，但沒有活在祂作主的實際光景裏。 

我們感謝主，腓立比書沒有給我們直接說基督身體的光景，卻把基督身

體的實際擺在那裏，讓神的眾兒女懂得活在身體裏，要身體被帶到一個地

步，全然地喜樂，主的心也得着滿足。主看見教會長大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主說：時候到了，我要來了。感謝主，主榮耀顯現的時候，我們也與祂一

同顯現在榮耀裏。在這個過程中，阻擋我們活在喜樂裏的是我們的自己。

甚麼時候我們能脫離自己，真實地尊主為大；感謝主，主喜樂，我們也喜

樂。 

禱告 

主啊，但願祢把我們常擺在祢的光中，讓我們不是憑着自己的喜悅來行

走。讓我們的心常向着祢，讓我們的揀選是根據祢，讓我們所要得着的是

祢的自己。願祢的心意成就在我們的身上，祢的榮耀也成了我們的榮耀，

我們就脫離一切的捆綁限制，接受祢那榮耀的豐富。主啊，我們仰望祢，

我們實在知道憑着自己，沒有一個好的結果，但願祢救我們脫離人的肉體。

讓祢領我們行走，並且到與祢面對面的時候，榮耀歸給祢，感謝愛戴歸給

祢，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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