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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羔羊的偉大見證行列  
 

 
 
〖 讀經： 〗 
 
約翰福音一章六至七節：“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裏差來的，名叫

約翰。這人來，爲要做見證。” 

 
十四至十六節：“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兩
個“榮光”都應該翻作“榮耀”。)。約翰爲祂做見證，喊著說，這就

是我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祂本來在我以

前。從祂的豐滿裏(原文)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十九至二十八節：“約翰所做的見證，記在下麵：猶太人從耶路

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約翰那裏，問他說，你是誰？他就明說，幷不

隱瞞；明說，我不是基督。他們又問他說，這樣你是誰呢？是以利亞

麽？他說，我不是；是那先知麽？他回答說，不是。于是他們說，你

到底是誰？……他說，我就是那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修直主的道

路，正如先知以賽亞所說的。……他們就問他說，你既不是基督，不

是以利亞，也不是那先知，爲什麽施洗呢？這是在約但河外，伯大

尼，約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見證。" 
 
二十九至四十一節：“次日，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裏，就說，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再次日，約翰同兩個門徒站

在那裏，他見耶穌行走，就說，看哪！這是神的羔羊。兩個門徒聽見

他的話，就跟從了耶穌。耶穌轉過身來，看見他們跟著，就問他們

說，你們要什麽？他們說，拉比，在哪里住？耶穌說，你們來看。他

們就去看祂在哪里住，這一天便與祂同住。……聽見約翰的話，跟從

耶穌的那兩個人，一個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得烈。他先找著自己的哥

哥西門，對他說，我們遇見彌賽亞了。” 

 
四十三至五十一節：“又次日，耶穌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見腓

力，就對他說，來跟從我吧！……腓力找著拿但業，對他說，摩西在

律法上所寫的，和衆先知所記的那一位，我們遇見了，就是約瑟的兒

子拿撒勒人耶穌。拿但業對他說，拿撒勒還能出什麽好的麽？腓力

說，你來看。耶穌看見拿但業來，就指著他說，看哪！這是個真以色

列人，他心裏是沒有詭詐的。拿但業對耶穌說，你從哪里知道我呢？

耶穌回答說，腓力還沒有招呼你，你在無花果樹底下，我就看見你

了。拿但業說，拉比，你是神的兒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穌對他

說，因爲我說在無花果樹底下看見你，你就信麽？你將要看見比這更

大的事。又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神的



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身上。” 

 
二章一至十一節：“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親的筵席；耶

穌的母親在那裏。耶穌和他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席。酒用盡了。……耶

穌對用人說，把缸倒滿了水；他們就倒滿了，直到缸口。耶穌又說，

現在可以舀出來，送給管筵席的；他們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嘗了那水

變的酒，幷不知道是哪里來的，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

新郎來，對他說，人都是先擺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擺上次的；你

倒把好酒留到如今。這是耶穌所行的頭一件神迹。” 

 
十八至二十一節：“因此猶太人問祂說，你既做這些事，還顯什

麽神迹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

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

來麽？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爲殿。” 

 
約翰福音第一章裏面，一面說到基督的豐滿，一面又說到一連串

爲基督做見證的人：最先是施洗約翰，然後是兩個門徒，再後是彼得

和腓力，最後是拿但業。在第二章裏面，前半說到一種屬靈的酒，後

半說到一個屬靈的殿。酒是指在耶穌基督裏面的豐盛生命，殿是指耶

穌基督這個人被彰顯出來的豐滿見證。這殿不是物質的，不是屬地

的，不是看得見摸得著的，這殿乃是主在三日復活之後所造成的。是

在復活的境界裏，每一部分都是復活的成分，每一部分都在屬靈的境

界，每一部分都是神兒子的自己。約翰福音第一章，說到羔羊的見

證；第二章又給我們看見，這見證不是個人的，乃是在身體、在團體

的原則裏面。 
 
 
 
〖 基督的豐滿與豐滿的見證 〗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我們有一個專一的負擔，就是要和弟兄妹妹

們，一同從主的話裏來看什麽叫做基督豐滿的見證。在開頭的時候，

我們必須先認識一件事，就是基督的豐滿和豐滿的見證有什麽不同。

什麽是基督的豐滿呢？基督的豐滿，就是主耶穌這個奧秘的人。什麽

是豐滿的見證呢？豐滿的見證，就是這位豐滿的基督，從一班得勝者

的身上，從教會的身上，從國度的裏面表現了出來。這一個被彰顯出

來的豐滿，叫做“見證”。親愛的弟兄姊妹們，今天神要得著的不是

豐滿，因爲豐滿已經得著了；今天神要得著的，乃是豐滿的見證。聖

靈在曆世歷代所做的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得著一班人，一個團體，一

個國度，作爲祂兒子豐滿的見證。 
 



 
 
〖 見證羔羊的偉大行列 〗 
 
約翰福音一面給我們看見基督的豐滿，另一面也給我們看見豐滿

的見證。在第一章裏說：“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這道太初與神同

在。萬物是借著祂造的；……生命在祂裏頭。”又說：“道成了肉

身，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這些話都說到主耶穌的豐滿。但是更多

處的經節，却是說到做見證：約翰做見證，兩個門徒做見證，彼得做

見證，腓力做見證，拿但業做見證。我們現在要來看，怎樣做羔羊豐

滿的見證人？或者說，見證人到底是怎樣的一班人？ 
 
 
 
〖 一個從神那裏出來的人 〗 
 
約翰福音第一章題到見證人約翰時說，“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裏

差來的，名叫約翰。這人來，爲要做見證。”親愛的弟兄姊妹們，你

寶貴不寶貴這樣的話？他說：“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裏差來的人，名

叫約翰。這人來，爲要做見證。”要爲基督做見證，頭一件事，必須

是一個從神那裏來的人。他曾遇見過神，見過神的榮耀。若不在這樣

的根基上，我們怎麽說也不是基督的見證人。親愛的弟兄姊妹們，那

天聖靈說這話的時候，恐怕有人會不服氣，他們要說，我們知道約翰

從哪里來，他不是從神那裏來，他是從人中間來的；我們知道他的父

母是誰，他的兄弟是誰；我們知道他小的時候怎樣，他長大起來怎

樣，你們怎麽說這一個人是從神那裏來的呢？但是親愛的弟兄姊妹

們，當人看見約翰的時候，在他身上，除了屬地的事實之外，還有種

說不出來的榮耀，人碰著約翰就感到了天的同在，因爲這個人是從神

那裏出來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曆世歷代的見證人，都有一個這樣的開始。

在舊約聖經裏，頭一個神的見證人，就是亞伯拉罕。他怎樣成爲主的

見證人呢？在行傳中說，當他還住米所波大米的時候，榮耀的神向他

顯現；希伯來書又說，他看見了一座有根基的城，一個屬天的家鄉。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亞伯拉罕見過神的榮耀，是從神那裏出來的。然

後我們來讀他一生的歷史，他是怎樣離開了親人，離開了家鄉，離開

了所有老舊的關係，拿著杖過了河，跟從神。總括他的一生，可以用

兩個字來表示，就是“出來”。從屬地的感情裏出來，從屬地的關係

裏出來，從屬地的事物裏出來，從始至終，神一直把他從基督之外的

事物裏一再的帶出來。這個偉大的力量，乃是因神榮耀的吸引，他是

個看見過主的人。 
 



舊約中第二個見證人，就是摩西。當他沒有碰著主的時候，雖然

滿心要爲主做見證，却不是主的見證人。直到有一天，在西乃山火燒

荊棘的异象中，遇見了神，他不僅把鞋脫了下來，也把臉蒙上了。他

看見了神。之後，當他拿著杖再回到埃及的時候，幷不是想要做什麽

大工，乃是要爲他所看見的耶和華做見證。 
 
弟兄姊妹們，聖經裏面所有的見證人，都是這樣。有一天，先知

以賽亞在聖殿裏，看見耶和華的榮耀充滿了殿，主的衣裳直垂到脚。

以賽亞哭了，他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爲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又

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有聲音從

寶座中二基路伯中間出來：“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爲我們去呢？”

以賽亞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弟兄姊妹們哪，那一次的答

應，以賽亞付出的是何等的代價！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惟願我們每個人都從深處禱告說：“主啊，

遇見我們，遇見我們，叫我們仆倒在你跟前，叫我們從深處被你遇

見。”因爲若不遇見神，我們就無法成爲主的見證人。 
 
 
 
〖 爲所看見所經歷的做見證 〗 
 
做見證第二件事，必須是他自己所看見過的，所經歷過的。約翰

說：“我們……見過祂的榮耀，正是父獨生子的榮耀。……從祂的豐

滿裏，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親愛的弟兄姊妹們，從前不

認識主的時候，我們只有一個心，就是爲主做工，爲主發熱心。自己

這樣，也教導、帶領神的兒女這樣。到了有一天，我們蒙了憐憫，看

見了主，我們就要多麽的痛悔、自責，因爲多少的事奉，在神面前都

不是真實的事奉；多少所謂的見證，都不是耶穌的見證。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我們所做的，不能超過我們所是的；我們所

做的，不能超過我們所看見的；我們所做的，不能超過我們所經歷

的。我們實在有多少，我們所做的見證就有多少。凡在這之外的，在

神面前都是虛假的。 
 
到了馬太福音十一章，你看見連施洗約翰這個見證人也軟弱了。

(人就是這樣的脆弱。)他差遣兩個門徒來見主耶穌，說：“那將要來

的是你麽？”爲什麽要說這話？乃是要來諷刺主耶穌，激動主耶穌，

因爲在長期的試煉中，他軟弱了，灰心了，對主失去盼望，沒有力量

再走主的道路了。親愛的弟兄姊妹們，碰著這樣的一個神的兒女，你

對他講道沒有用，勸勉沒有用，責備更沒有用，所有的道理在真正有

需要的時候常是沒有用的。主怎麽說呢？主說：“你們去把所聽見所



看見的事告訴約翰。”這就叫做做見證。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我們怎

麽做見證？乃是把我們從二基路伯中榮耀的主那裏聽見的、看見的，

告訴神的兒女們。 
 
 
 
〖 十字架在見證人身上的地位——曠野的聲音 〗 
 
做見證的第三個原則，就是十字架的靈。約翰是一個碰見過神的

人，是一個見過神榮耀的人，是從祂的豐滿裏經歷過的人，但他能否

成爲一個見證人，還得經過另一個考驗。經上記著說，猶太人差祭司

利未人到約但河外，來問約翰說：“你是基督麽？”約翰回答說：

“我不是。”又問說：“你是以利亞麽？”約翰回答說：“我不

是。”又問說：“你是那先知麽？”約翰回答說：“我不是。”當他

們問到約翰自己的時候，約翰除掉“我不是”之外，他好象什麽都不

會說了。最後把衆人說急了，就說：“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亞，

也不是那先知，爲什麽施洗呢？”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這是說出見證人的靈乃是十字架的靈。在人

的感覺裏，說到做見證，總得有所是的，就如地位、權柄、或榮耀。

當人問說，你是基督麽？約翰說我不是；當人問說，你是以利亞麽？

如果我是約翰，我要回答說，我是的。因爲聖經裏明明說，約翰有以

利亞的心志和能力；連主耶穌也說，“這人就是那應當來的以利

亞。”所以若我是約翰，當他們問說：“你是以利亞麽？”我就說：

“不敢當，我正是主耶穌所說的那要來的以利亞。”他們說：“你是

那先知麽？”我也要說：“不錯，我在母腹裏就被聖靈充滿了，神差

遣我，爲要使許多以色列人回轉，歸向他們的神。”但是約翰的脚站

在約但河中，是站在十字架的死水裏面的。當人問到他自己的時候，

他說：“我什麽都不是，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亞，不是那先知；我實

在算不得什麽，連給主耶穌解鞋帶都不配。” 

 
弟兄姊妹們，多年來我們事奉主，總是遇著一個試探，就是爲自

己有所打算，留一點地位給自己，留一點榮耀給自己，抓一點權柄給

自己，而不能單純的述說主、見證主、高舉主。我要說我自己一件醜

陋的事，當我剛剛蒙召事奉主的時候，出去帶領聚會，弟兄姊妹禱告

說：“主啊，你祝福你的僕人！”“求你使用你的僕人！”啊，“神

的僕人！”聽起來真是悅耳呢！世界上的地位沒有了，但在宗教的世

界裏，總還有個地位是不是？親愛的弟兄姊妹們，人就是這麽的浮

淺，就是這麽的現實。一位弟兄在沒有做長老之先，相當謙卑，一做

了長老，面孔都變成長老面孔了；在聚會中你能看得出這個人是長

老，那個人是這負責，這個人是那負責，那個人是平信徒，小弟兄，



小姊妹。 
 
親愛的弟兄姊妹，宗教世界裏的地位與名聲，常是那麽摸著我們

的心，試驗我們的心。但是，有一天，主爲著祂的見證，爲著祂的榮

耀，他要管教我們，打倒我們，把我們拋擲在灰塵中。不是爲著別

的，只是要把我們從自己的地位上拔出來。今天在這樣嚴肅的時代

中，誰不單純，誰就要被主放在一邊，我們若還貪戀這些事，主真是

要沒有路可走了。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若是我們蒙憐憫，在受過神管教之後，就應

一次又永遠的脫離這宗教的世界。在神、人、與神百姓跟前，除了耶

穌之外，我們應一無所有，一無所是。如果他們一定要問說“你是

誰？”也只有告訴他們“我只是一個曠野的呼聲，”就如約翰所說

的。人聽了糊塗了，希奇人怎麽變成聲音了呢？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人能得榮耀，聲音不能得榮耀；人能號召一班人跟從，聲音不能。這

聲音只是將主耶穌傳出去，人從聲音聽見了主，聲音的本身却在曠野

中消失了。見證人的所以存在，只是爲要叫主顯出來。主來了，見證

人就過去了，不應再被記念，不應再得著人的跟隨，不應再盼望留下

什麽在神兒女中間，這是曠野的呼聲。 
 
 
 
〖 跟隨羔羊--一個嚴肅的挑戰 〗 
 
做見證的第四個原則，就是無限量的跟隨羔羊脚踪。弟兄姊妹

們，一個沒有看見過主、經歷過主、不在十字架靈裏的人，他所講的

道就不真實。保羅說真實的道理，大能的兵器，聖靈的感化，無僞的

愛心。若是我們沒有經歷過，我們所做的見證就沒有果效。約翰是一

個見過主、經歷過主的人，他做見證，聖靈也做見證。那天在約但河

邊，看見主耶穌走路，他就呼喊一聲：“看哪，神的羔羊！”兩個門

徒看見了，就捨生忘死的跟隨了主耶穌，這叫做見證人屬靈的影響

力。我的意思還不在這裏。這兩個人跟隨主耶穌(若是我走路，後面有

一群人跟著，那實在令人歡喜；但主耶穌沒有顯出歡迎、歡喜的樣子

來。)主回過頭來，說了句嚴肅的話，主說：“你們要什麽？” 

 
我常有一個感覺，就是我們福音常常傳得不準確，就好象騙人來

信耶穌一樣。我曾聽人傳福音時說：“你信了耶穌，就一家平安了，

病痛可以痊愈了，沒有兒子的也會生兒子了，沒有職業的也有職業

了。”也許我講得過了一點，但是意思就是這樣。慢慢你信了主，才

發覺幷不是這麽一回事。弟兄姊妹們，那天約翰不說這樣的糊塗話，

約翰說什麽？他說：“看哪，這是神的羔羊！”羔羊，說出主耶穌爲

了遵行神的旨意，不惜任何代價、羞辱、被殺，捨弃一切，直到各各



他的十字架，這是神的羔羊。弟兄姊妹們，那一天主出來走路的時

候，祂是羔羊，爲著遵行神的旨意，背負十字架。主耶穌說，你們要

什麽？如果你們盼望得著歡迎，不要跟從我！如果你們盼望得著安

逸，不要跟從我！如果你們盼望在這地上得著什麽，不要跟從我！那

兩個門徒說：“拉比，在哪里住？”弟兄姊妹，主住的地方不舒服，

主曾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却沒有枕頭的地方。”

若是那天，我們去看了祂住的地方，就不會再跟隨主了。但兩個門

徒，看見了主所住的地方，從那天開始，就與主同住，從那天開始，

就立下了一個心願，要做羔羊無限量的跟隨者。 
 
 
 
〖 一個偉大的真以色列人 〗 
 
我們要說到最後的一個。約翰福音第一章中，末了的一個見證

人，就是拿但業。是最後的一個，也是最美的一個。那天，拿但業被

主找到了，主稱許他爲真以色列人，幷要給他看見更大的事。我們的

主是鑒察人心的主，自然屬靈的事根本就不是外面的。按外面來說，

拿但業的表現最糟了，他對主很不尊敬。當腓力來給他傳福音，說：

“摩西在律法上所寫的，和衆先知所記的那一位，我們遇見了，就是

約瑟的兒子拿撒勒人耶穌。”拿但業怎麽說？他說：“拿撒勒還能出

什麽好的麽？”你看這話裏，帶著何等的藐視與諷刺！腓力說：“你

來看！”主耶穌看見他來就說：“這是個真以色列人，他心裏是沒有

詭詐的。”"拿但業仍是不服，說：“我跟你素不相識，你從哪里知道

我呢？” 
 
 
 
〖 真以色列人的意義 〗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我們的主只看人的內心，不看人的外貌。我

們脾氣壞一點，剛硬一點，在主眼中幷不是一件大事。主所寶貴的、

看重的，乃是人裏面單純向著神的心。所以當主耶穌看見拿但業的時

候，祂說：“你是一個真以色列人，心裏沒有詭詐的。”親愛的弟兄

姊妹們，什麽叫做真以色列人？保羅說：“外面做猶太人的，不是真

猶太人，……惟有裏面做的，才是真猶太人”(羅 2∶28)。僅是外面顯

出來的，在神面前幷不寶貴，惟有心裏深處向著神的光景，在神面前

才有價值。主說：“你是個真以色列人，心裏沒有詭詐的。”接著主

又說：“你在無花果樹底下，我就看見你了。”主耶穌說了這話，拿

但業倒下來了。他說：“拉比，你是神的兒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 在荒凉中關心神家的見證 〗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無花果樹乃是神國的表號。舊約的以色列

國，就是以無花果樹作象徵的。這是代表神的王權，是以色列國榮耀

的一個表徵。親愛的弟兄姊妹們，主爲什麽說拿但業是個真以色列人

呢？因爲到拿但業的時候，神的國已經衰敗了，滅亡了。在這樣荒凉

的年日裏，神百姓中很少有人對于神的見證有沉痛的感覺，都是醉生

夢死，得過且過，那光景實在令人憂傷悲痛。人都關心自己的事，只

要自己有平安，能禱告，享受享受主就可以了。有誰想到神的心是否

滿足？神的心能否安息呢？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當衆人都專顧自己的事，神的見證這樣荒凉

的時候，神找到了拿但業，一個真以色列人。在沒人看見，沒人知

道，沒人理會的時候，却一個人默默無聲的站在無花果樹底下，獨自

流泪，爲著神的家禱告，思念神的王權，思念神的榮耀，渴望神家的

復興來到。若是神的家不復興，拿但業的心就不能安息；若是基督的

王權不恢復，拿但業就不能安睡，這是一個全心爲著神見證的人。人

雖沒有注意到他，但那兩隻如火焰的眼目，却看透了拿但業的心。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這些年間，我們往來于各地，感到一件令人

痛心的事，就是神的兒女四散的光景，幷且更甚的是神的兒女得過且

過，醉生夢死，不關心耶穌基督的事。我們有平安就可以了，我們這

個小小範圍平安了也就可以了，沒有多少人關心耶穌基督的事。弟兄

姊妹們，我們要禱告神，我們要求主的靈出來，叫神的兒女不得平

安；求主的靈出來，得著一班人，像有火在骨中燒著一樣，若是神的

家不復興，若是主在地上不能得榮耀，我們就永遠不能安息。親愛的

弟兄姊妹們，今天主要與祂同心的人。今天聖靈在呼召，不是呼召我

們到哪一個人跟前來，乃是到偉大的主耶穌跟前，爲主的國度、主的

見證、主的榮耀，屈膝、禁食、哭泣、禱告。 
 
 
 
〖 看見更大的事——從屬地範圍轉向屬靈範圍 〗 
 
拿但業的心雖是這樣，然而在觀念上還有問題，所以主又說：

“我要叫你看見比這更大的事，你要看見天開了，神的使者上去下來

在人子身上。”弟兄姊妹們，拿但業的心是不錯的，但是觀念有問

題。他頭腦中所充滿的，都是以色列國，無花果樹枯乾了，如何叫它

再發出芽來。但是主要給他看見，這一個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人子

來了，一個偉大的聖靈的時代已經開始了。 
 



以色列國只是一個屬地的系統，屬地的範圍，屬地的組織。那裏

沒有真實的事奉，沒有屬靈的事奉，沒有屬靈的聖殿，也沒有屬靈的

祭物。現在人子來了，一個新的時代就來到了。聖靈在這一個時代

中，已經轉了一個大的彎，往另一個方向去了。我們不能仍留在屬地

的系統裏面了，我們再不能留在屬地的事物裏面了，我們再不能按著

字句事奉神了。所以主說：“拿但業啊，放下你所愛的以色列國吧，

今天聖靈不走這條道路了。在這偉大屬靈的新時代裏，你要看見更大

的事。”就是那榮耀的耶穌，奧秘的耶穌，有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祂

身上。這一位奧秘的耶穌，就是耶穌基督團體的表現，耶穌基督身體

的見證，說出教會豐滿的意義。 
 
 
 
〖 豐滿見證的團體性質 〗 
 
到了約翰福音第二章，主耶穌接著說了酒與殿。乃是要叫他們看

見，做羔羊的見證人，不是一個一個的，不是彼此不相干的，不是做

個人的得勝者，乃是在身體的原則中，在團體的原則中。所以二章的

頭一半，是說到一種屬靈的酒，後一半就說到屬靈的殿。說到酒，有

一個對比；說到殿，也有一個對比。好酒之外，還有人的酒；屬靈的

殿之外，還有物質的殿。人的酒用盡了，好酒才進來；物質的殿拆毀

了，屬靈的殿才建造。 
 
 
 
〖 一種屬靈的酒——在耶穌基督這個人裏面的豐盛生命 〗 
 
我們常喜歡將前半段用作傳福音的題目，但這段聖經却是爲著神

的兒女說的。迦拿這個家庭裏面，是接受主耶穌的，都是得救的人，

幷且請主耶穌好好的坐在酒席上。那天不僅主去了，門徒也去了。但

是那個酒不好喝，那是人的酒。人工製造出來的生命，都是假冒的生

命。哦，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我們所說的不是指著哪一個團體，或哪

一個組織，而是在整個神的兒女中間，到處所擺上的，都很少屬靈的

酒。 
 
左一個辦法，右一個辦法；左一個道理，右一個道理。新鮮一

陣，兩個月過去，新鮮也隨之過去了，然後再換一個方法，再搞一個

什麽。辦法越來越多，花樣越搞越繁，維持的時間却越來越短了。到

了最後，怎樣搞也不靈了。但是人要面子，必須要搞到底，必須要維

持局面。這麽多客人坐在那裏，酒拿不出來怎麽辦呢？禮拜天要講

道，有道得講，沒有道還得講；有負擔得講，沒負擔還得講；實在自

己沒有什麽講的了，抄一篇也得講。這麽多客人，不把酒擺出來怎麽



辦呢？弟兄姊妹們，就是這樣，叫主沒有出路。 
 
到了有一天，主把我們帶到盡頭，當有一天我們在主面前仆倒下

來了，不敢再驕傲了，不敢再說自己行了，我們承認實在一切力量都

用盡了，沒有什麽可以擺上了，這時主就真正要得著祂做主的地位

了。人的酒喝不完，好酒就不來。酒用盡了，缸空了，主耶穌才把缸

倒滿了水。酒沒有用盡的時候，人不肯聽話的，也用不著聽話。但是

當主把我們真的帶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就沒有辦法不順服主了。主要

我把水倒進去，再舀出來，拿去給客人喝，我可不敢。明明倒進去的

是水，怎麽會變成酒呢？屬靈的路，實在只有受過主對付的人才能走

的；一個沒有受主對付過的人，雖是滿頭腦的屬靈知識，却是不能走

主的路的。 
 
及至管筵席的嘗了那水變的酒，就說：“人都是先擺上好酒，等

客喝足了，才擺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人的酒乃是說出一

個天然的次序，好酒乃是指在耶穌裏面生命的屬靈次序。什麽叫天然

的次序呢？就是人的辦法。剛拿出來，都是最好的；用一用，不好

了；再用一用，用盡了。主耶穌的酒，一擺上就是好的，越用越好，

越用越豐盛，直到我們在榮耀裏與祂相聚的時候，我們要在神的國裏

與主一同嘗新酒——就是從耶穌這個人裏面出來的那永無窮盡的豐盛

生命。 
 
 
 
〖 一個屬靈的殿——耶穌基督這個人彰顯出來的豐滿見證 〗 
 
到了下面，祂說到屬靈的殿。一切屬地的事奉、字句的聖經、摩

西的律法，就是那個物質的殿所代表的。祂說，這些都要拆毀，祂三

日內要再建造起新的聖殿來。親愛的弟兄姊妹們，這一個原則，不僅

在一個團體裏面，也在你我每個人身上。我們剛一出來事奉主，我們

的事奉都是天然的，我們的熱心、我們的觀念、我們的目標、我們這

個人，都是屬地的。因此主要鍛煉我們，製作我們，訓練我們，使老

舊的人，天然的人，逐漸的倒下來，讓主得以顯出來，教會的意義就

在這裏。 
 
到有一天，屬靈的聖殿造起來了，每一部分都是復活的，每一部

分都是屬靈的，每一部分都帶著十字架的記號，每一部分都是神兒子

的自己。當這個殿被建立起來的時候，我們真要歡呼：“願恩惠恩惠

歸與這殿！” 

 
今天神在祂百姓的身上，就在做這樣的工作。眼睛沒有看見主的

人，覺得這幾年教會是大大的被拆毀了。但是眼睛看見主的人，都要



說，哈利路亞，一切的遭遇都使教會大大的被建造。已往平安的年日

教會的建造，遠不如這幾年混亂的日子中。所有的混亂與痛苦，都是

主在拆毀我們這些舊的建築，要把我們從舊殿裏拔出來，帶到屬天屬

靈的境界去。但願我們都在主面前做蒙憐憫的人，雖然我們痛苦、流

泪，覺得不能忍受，但當我們看見主的榮耀，這個喜樂，這個滿足，

要從我們的靈的深處滿溢出來。願祂興旺，我們衰微。 
 
 
 

 



第二篇 基督豐滿團體見證的意義 
 
 
〖 讀經： 〗 
 
約翰福音九章一至九節：“耶穌過去的時候，看見一個人生來是

瞎眼的。……耶穌說了這話，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

的眼睛上，對他說，你往西羅亞池子裏去洗(西羅亞翻出來，就是奉差

遣)，他去一洗，回頭就看見了。” 

 
二十五至二十六節：“他說，他是個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

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見了。他們就問他說，祂向

你做什麽？是怎麽開了你的眼睛呢？” 

 
三十四至三十八節：“他們回答說，你全然生在罪孽中，還要教

訓我們麽？于是把他趕出去了。耶穌聽說他們把他趕出去；後來遇見

他，就說，你信神的兒子麽？他回答說，主啊，誰是神的兒子，叫我

信他呢？耶穌說，你已經看見祂，現在和你說話的就是祂。他說，主

啊，我信。就拜耶穌。” 

 
十章一至四節：“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人進羊圈，不從門進

去，倒從別處爬進去，那人就是賊，就是强盜。從門進去的，才是羊

的牧人。看門的就給他開門，羊也聽他的聲音。” 

 
七至十一節：“所以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我就是羊的門。凡在我以先來的，都是賊，是强盜。羊却不聽他們。

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幷且出入得草吃。盜賊來，無

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幷且得的更豐

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爲羊捨命。” 

 
十四至十六節：“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

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幷且我爲羊捨命。我另外有

羊，不是這圈裏的，我必須領他們來，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幷且要

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了。”第十章特別說到羊圈。瞎子眼開之後，

主就把他帶到羊圈的裏面。這個圈就是主自己。在這裏，只有一個牧

人是主自己，只有一個聲音是主自己，只有一個門是主自己，只有一

種糧食是主自己，只有一個帶領是主自己。在這個範圍裏，和在會堂

裏，是完全不同的。會堂是一個宗教的世界，羊圈是一個屬靈的世

界，在這裏一切都是主的自己。這是在主耶穌這個人裏面合一的見

證。 
 



十二章一至三節：“逾越節前六日，耶穌來到伯大尼，就是祂叫

拉撒路從死裏復活之處。有人在那裏給耶穌預備筵席。馬大伺候，拉

撒路也在那同耶穌坐席的人中。馬利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

膏，抹耶穌的脚，又用自己頭髮去擦，屋裏就滿了膏的香氣。”這裏

說到伯大尼。伯大尼乃是神家的一個代表的見證，或神家的一個得勝

的見證。 
 
十五章一至八節：“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我是

葡萄樹，你們是枝子；(這裏的“我”字，不是指在肉身裏的主耶穌。

這一個“我”，就是祂所說的“葡萄樹”。)……你們多結果子，我父

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十五章說到葡萄樹，葡萄

樹是一個生機體，預表基督的身體。 
 
 
 
〖 約翰福音的中心思想 〗 
 
約翰福音第一章，說到一連串羔羊的見證人。到了第二章，主給

我們看見，這樣做主的見證，不是在個別的原則中。二章上一半說到

一種屬靈的酒，下一半說到一個屬靈的殿。酒是說出在耶穌這個人裏

面的豐盛生命，殿是說出耶穌這一個人彰顯出來時的豐滿見證。而這

見證是在團體或身體的原則中。 
 
從第三章開始，就一連串說到聖殿被建造。約翰福音第三章說到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凡從靈生的就是靈，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對個

人、對團體都是一樣的原則。今天基督教有這麽多的聚會，但是你把

它總括起來，只能分作兩類，從靈生的就是靈，從肉身生的就是肉

身。 
 
到了第四章，說到主耶穌在我們裏面成爲我們活水的泉源，直涌

到永生。哦，親愛的弟兄姊妹們，若是我們不認識基督是我們活水的

泉源，教會不能被建造。 
 
第五章說到基督乃是軟弱之人的能力。多年被律法捆綁的人，方

法、教導、猶太教傳統的制度，都不能使他起來。神的兒子一顯現，

捆綁就立即脫落了。那叫神的兒女起來走主道路的大能只有主耶穌。 
 
第六章說到主耶穌是人屬靈的糧食，叫人借此得以與基督聯合，

長大成人。 
 
第七章說到主耶穌是從人裏面涌流出來的活水江河。 
 



第八章說到祂是我們的自由，使我們從一切捆綁中得釋放。 
 
第九章說到基督是我們的异象。 
 
第十章開始，乃是說到團體的見證是怎樣的見證，先說到羊圈(十
章)，再說到伯大尼(十二章)，最後說到葡萄樹(十五章)。羊圈說出在

主耶穌這個人裏面合一的見證，伯大尼是神的家代表的見證，葡萄樹

乃是一個偉大的生機體，說出基督身體豐滿的表現。這三種不同的比

喻，都是爲著解釋什麽是主所要得著的豐滿的見證。幷且這三種的比

喻也是逐漸進步的。先有了羊圈，進而有了伯大尼，再進而有了葡萄

樹。這就是約翰福音的中心意義。 
 
 
 
〖 在耶穌基督這一個人裏面合一的見證——羊圈的見證 〗 
 
 
在未說到羊圈之先，第九章先說到一個背景。那裏有一個人，是

生來瞎眼的。主耶穌沒有提出他的名字來，這就是告訴我們，那個瞎

眼的人就是你和我。主說：“你們若瞎了眼，就沒有罪了，但如今你

們說，我們能看見，所以你們的罪還在。”親愛的弟兄姊妹們，如果

我們真的看見了主，反而覺得自己是瞎眼的了。凡是沒有看見主的，

都不承認自己是瞎眼的。現在這裏有一個人，生來就是瞎眼的，沒有

人能醫治。(屬靈的瞎眼是沒有辦法醫治的。) 
 
宗教世界在基督异象開啓下的崩潰 
 
這個人在會堂裏。會堂，說出一個人意的組織。那裏對聖經，有

自以爲最正統的解釋，但都是字句而沒有精意；那裏有摩西所設立的

律法，但只有行爲而沒有大能的生命；那裏有好象是很標準的事奉，

但只是儀文却不能滿足神的心意。若是我們沒有看見主，我們的事奉

就都在會堂的原則裏，所以我們不能定罪誰什麽，正如當日不能定罪

那個生來瞎眼的人一樣。因爲這乃是一個蒙憐憫被主開啓的問題。當

人的眼睛沒有被開啓的時候，對會堂的感覺也蠻好，蠻安息。所以有

人說，他們講的是耶穌，我們講的也是耶穌啊，有什麽不同？我們豈

不也讀聖經嗎？我們豈不也禱告嗎？我們豈不也事奉嗎？是的，你儘

管可以這樣說，但是有一件是不能隱瞞，就是自己是個討飯的，這是

不能裝假的。親愛的弟兄姊妹，不要說不能使別人得到飽足，連自己

也是天天坐著討飯吃。但是有一天那一位奇妙的人來了，用唾沫和泥

抹在他的眼睛上，吩咐他往西羅亞池子裏去一洗，那無法醫治的眼睛

開啓了。親愛的弟兄姊妹們，眼瞎一開啓，整個的宗教制度在他裏面

都傾倒下來了。他要述說，他要見證：哈利路亞！從前瞎眼，現在看



見了。他巴望人能從他身上看見神榮耀的作爲，認識這位大能的救

主，脫離宗教的儀文，進入自由釋放的屬天境界。一個人真正看見

了，不能不呼喊，巴不得大家都看見。誰知，越喊四圍的空氣越不對

了，越喊越孤單，最後終于被趕了出來。 
 
一個偉大的屬靈運動——進入羊圈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那天，這個眼睛得開的人，被趕出來的時

候，真是四顧仿徨，前途茫茫。有誰能知道他當時的心情孤單、痛

苦、迷惘，前面的路不知要怎樣走法。親愛的弟兄姊妹們，那天，這

個瞎子的痛苦感覺，只有他自己知道。弟兄姊妹，但是當他正在孤單

仿徨的時候，主耶穌第二次來遇見他，哈利路亞！异象若是出于主，

有了一次，必定還有二次，有了二次，還有三次。若僅只是個道理，

過去了就再沒有事情發生了。親愛的弟兄姊妹們，被趕出會堂的人，

若沒有神的兒子再來遇見他，那是何等的孤單呢！但是感謝主，神的

兒子再次來遇見他。哈利路亞！弟兄姊妹們，主的道路真的孤單嗎？

主的道路不孤單！何等好！神的兒子再來遇見他！可是這個可憐的瞎

子，雖然主剛剛開了他的眼睛，但當主再來遇見他的時候，他又不認

識了。主說：“你信神的兒子嗎？”他說：“主啊！誰是神的兒子，

叫我信祂呢？”弟兄姊妹們，我們就是這樣，我們遇見主三次四次

了，但再一次遇見時，我們仍然不認識，主太大了，每一次的啓示，

對我們都是新鮮的，我們永遠不能將主留在老舊的範圍裏！主說：

“現在對你說話的就是祂！” 

 
只有一個範圍——主的自己 
 
到了第十章，主耶穌把他帶到羊圈裏。到了羊圈，瞎子真要感動

得流泪。原以爲自己是多麽孤單痛苦，誰知道這裏像他這樣與他有同

樣經歷的羊還真不少呢！羊圈是在主耶穌這個人裏面合一的見證。現

在瞎子有了更大的看見了，這完全是一個新的世界，和會堂不一樣。

這一個圈就是主的自己。 
 
只有一個牧人——主的自己 
 
在這個範圍裏，只有一個牧人，是主自己。主說：“我是好牧

人。”凡在主之外，借著宗教世界，人意組織來服事神百姓的，都是

雇工。到事情真的來了，雇工就跑掉了。你真有事情找他們，他們沒

有辦法。我們常說我們是受誰的帶領，到你真正要命的時候，才發覺

是上當了。真實神的僕人，都不敢把神的兒女放在自己的手下，應當

將神的兒女帶到偉大的群羊的牧人那裏去。只有這個牧人，是好牧

人；只有好牧人，才肯爲羊捨命。我們的牧人就是主耶穌。我們不是

在任何一個人裏面合一，我們乃是在主耶穌裏面合一。親愛的弟兄姊



妹們，這就是羊圈。什麽時候人一代替了主，羊圈就沒有了，羊圈的

實際就失去了。有時我們國語讀不好，總是將“圈”(juàn)讀作“圈”

(quān 圓圈的圈)，羊圈(juàn)讀成羊圈(quān)，這實在是有道理的。一

個小圈圈一個小圈圈，把羊圈(quān)在裏頭，還要說自己是羊圈(juà
n)。弟兄跑掉了，還說你要離開羊圈(juàn)了，你離開了羊圈，就沒有

路了，其實不是離開羊圈(juàn)，乃是離開圈圈(quān)。 
 
只有一個門徑——主的自己 
 
不僅這樣，這裏也只有一個門，就是主耶穌。門就是出入的途

徑。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我們的辦法是主耶穌，我們的經歷是主耶

穌。我們在主之外，應該不曉得別的辦法，也沒有任何別的經歷。我

們只有一個門，只有一條路徑，就是主耶穌。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我

們真該在主面前悔改了。我們需要的是更多屈膝在主面前，不要再靠

什麽辦法了。都是這些辦法使神的兒女疲憊不堪，軟弱無力。神的路

沒有這樣複雜。今天，這些人的路，才使得人走不上去。哦！弟兄姊

妹們，這不是神的路。彼得引用大衛的話說：“我看見主常在我眼

前，祂在我右邊，……所以我心裏歡喜，我的靈快樂，幷且我的肉身

要安居在指望中；……你已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生命的路只有一

條，就是主耶穌。凡不從主進來的，就無路可走。 
 
只有一個聲音——主的自己 
 
不僅門是主，這裏還有一個聲音，也是主自己。親愛的弟兄姊妹

們，什麽是羊圈的見證？就是人一來，就能在詩歌裏，聽見一個聲音

是主；在禱告裏，聽見一個聲音是主，在講道裏聽見一個聲音是主。

真實神的兒女是不能欺騙的。主耶穌說：“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有

時也會錯，但是過後裏面會有感覺，裏面能自動的受校正。“我的羊

聽我的聲音。” 

 
只有一種糧食——主的自己 
 
幷且“出入得草吃。”這裏只有一種糧食，也是主耶穌。今天，

人把許多不能吃的東西，販賣給神的兒女。神兒女屬靈的食欲，因此

被敗壞了，悟性被蒙蔽了。這真是令人感覺沉痛的一件事。主說：

“出入得草吃。”如果需要我們去找草吃，我們早就餓死了。在羊圈

裏是不需要找的。出來吃，進去吃；這邊吃，那邊吃。詩篇二十三篇

的那只羊，是躺在地上吃，因爲遍地都是糧食。弟兄姊妹們，空喊沒

有用，只看神的兒女來了到底有沒有青草吃？是否出也有得吃，人也

有得吃。主耶穌給人的喂養，總是豐豐富富的。最後又說，這裏只有

一個帶領，也是主自己。 
 



只有一個帶領——主的自己 
 
主說：“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裏的，我必須領他們來……要合成

一群，歸一個牧人了。”因此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我們必須要分外小

心，任何人都不能建立自己的聚會，成爲一個獨特的團體來與人較

量，與人相爭。每處聖徒的聚集，只不過是一個器皿，一個憑藉，使

神的衆兒女能借此認識神家的實際，幷且同被建立在耶穌基督屬靈的

根基上。因此求主擴大我們的心胸，使我們能彼此在禱告中記念，在

主裏彼此相愛、交通與供應。哦，親愛的弟兄姊妹們，這才是在耶穌

基督這個人裏面合一的見證。但是，這幷不是說什麽都可以容忍了。

不！組織，宗派與人意，我們要深惡痛絕，但是對于神的兒女，求主

將他們放在你我的心裏。 
 
 
 
〖 神的家代表的得勝見證——伯大尼的見證 〗 
 
到了十二章，見證又進步了，主將伯大尼擺在我們面前。伯大尼

是神家的一個代表的見證。 
 
神的家代表的見證 
 
伯大尼不是整個神的家，只是神家的一個見證。今天在地上也是

一樣。沒有一班人能說，只有我們是教會，而別人不是。真巴望神開

我們的眼睛，讓我們看見教會有多大，神的家有多大！若是我們有一

個靈，覺得我們比別人好，比別人强，這是可怕的。親愛的弟兄姊妹

們，伯大尼不是神的家，但是她是神家的一個見證。當主耶穌在地上

的時候，整個神的家荒凉了。狐狸有洞，飛鳥有窩，人子沒有枕頭的

地方。祂在祂的家中找不到安息，祂自己的人都不接待祂。人只要祂

以外的事物、事工，而不要祂自己。弟兄姊妹們，使主傷心的，不是

外邦人，乃是我們這些神的兒女。我們虧欠祂，我們不能使祂得安

息。雖有那麽多人在事奉，但祂得不著安息；雖有那麽多人在燒香，

但祂得不著飽足。這些日子，我們常爲神的兒女無路可走難過，但有

誰爲著主無路可走悲傷呢？真正愛主的有幾個，與祂一同憂愁的有幾

人？誰關心祂心中的焦急？誰關心祂見證的荒凉？弟兄姊妹們，我們

也像以色列人一樣，嘴唇親近祂，心却遠離祂。 
 
 
 
〖 使主和門徒得著滿足安息的得勝見證 〗 
 
最後，主接近了祂在地上路途的終點，祂到了耶路撒冷。六天的



時間，白天在耶路撒冷做工，晚上到伯大尼住宿。因爲在耶路撒冷這

個宗教世界裏，主無處尋得祂的安息。但是感謝神，總還爲祂預備了

一個地方，使祂在終日奔波之後，能將一天的勞累，一身的塵土都卸

在伯大尼。不僅祂自己，幷且帶著門徒一起。主和屬祂的人一到伯大

尼，有吃，有喝，有服事，有享受。主在伯大尼找到了祂的滿足與安

息。當主在去耶路撒冷路上，那棵無花果樹上找不到使祂充饑的果

子，祂咒詛那樹，那樹就立刻枯乾了，生命的汁水完全枯竭了。但是

“伯大尼”這個“無花果樹之家”(原文的意義)，在大體荒凉的時

候，却成了主惟一的滿足。它雖不是整個神的家，但却代表著整個神

的家活在神跟前。 
 
這就是倪柝聲弟兄所說的教會立場的精意。不是說，我們就是教

會；不是自我能標榜，我們就是見證；若是我們够不上神的心意，我

們不過就是一班基督徒的聚會而已；若是我們能滿足神的心意，那麽

這一個聚會在神面前就是各地方神兒女的代表者。在伯大尼的家裏有

三個人，一個是馬利亞，一個是馬大，一個是拉撒路。 
 
所有的犧牲只有一個對象——主的自己 
 
馬利亞的用香膏膏主，說出一切的犧牲、代價，都是爲著主自

己。今天許多基督徒的受苦，不是爲著主，乃是爲著自己的工作，爲

著自己的利益，或者爲著一個團體的利益。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我們

每一滴血，每一滴汗都應當爲祂而流。我們的事奉，看望，都不應在

組織裏。我們所有的心願，所有的生活都應是在祂面前。每一瓶的香

膏都應該是爲著主。 
 
所有的事奉只有一個對象——主的自己 
 
馬大伺候的對象是主自己。馬大不再是爲著許多事忙亂，乃是專

心事奉主。許多時候我們事奉的對象，不是主，而是事物。所以倪弟

兄寫過一本小册子，叫“事奉殿呢？或是事奉神呢？”你們回去可以

好好看一看。這是一個認識神心意的人所寫的。 
 
所有的享受只有一個對象——主的自己 
 
那裏還說到拉撒路與主一同坐席。他什麽也沒有做，只是在享

受。而享受的對象，也是主自己。經上說：“主是一切，又在一切之

內。”真是不錯。近來我們與許多神的兒女有交通，這個人講起主來

是這個味道，那個人講起主來是那個味道，這才是豐富。只有當你和

衆聖徒互相交通時，才能明白主的闊長深高。這是伯大尼家中的筵

席。惟願主憐憫祂的兒女們，也讓我們寶貴祂的憐憫，吸引我們的心

願，願意爲著祂的家，付上我們的代價。 



 
 
 
〖 一個偉大的生機體——葡萄樹的見證 〗 
 
再進一步，到了十五章，主說到葡萄樹。葡萄樹是一個生機體，

預表基督的身體。這幾年來，好多弟兄蒙到了主的光照，得到了一點

關于基督身體的啓示，認識了它的重要。因此大家都有一個心願，願

能放下自己，好使基督的身體得著彰顯。但是當你未摸這件事以前，

還覺得自己懂一點，越認識多一點，也就越覺得這是太深奧的一件

事，我們知道的是何等有限！ 
 
基督身體的象徵 
 
葡萄樹在這裏預表基督的身體，是一個生機體，不是人手的工

作，不是人爲的組織！枝子只要住在樹上，就自然會青翠茂盛，開花

結實。同樣，當基督偉大的生命運行流通時，各肢體自然就會各按各

職，盡各體的功用，身體的見證也就自然的彰顯出來。 
 
 
 
〖 基督身體的屬靈意義 〗 
 
弟兄姊妹們，人常說這是宗派，那是組織。人常說，凡以人意代

替聖靈掌權的都是宗派，凡堅持一個特別道理的都是宗派，凡在主之

外强調某一特別經歷的都是宗派。若是我們什麽也不堅持，也沒有特

別的名稱，難道還是宗派嗎？我告訴你，人家是不合真理的宗派，你

不過是個合乎真理的宗派而已。 
 
那麽究竟宗派的意義是什麽呢？我們可以下個定義說：凡不是基

督身體的，都是宗派。那麽什麽又是基督的身體呢？身體的各部份都

布滿了血管與神經，處處都有血液的供應，處處都有神經的管理。血

液就是耶穌基督的生命，神經就是聖靈的掌權。凡沒有生命供應和聖

靈掌權的，都是宗派。我這個人，今天是活的，有一天我死了。外面

一切照舊，幷沒有少掉一個鼻子，兩隻眼睛，但是裏面不對了，生命

沒有了，因此神經不起作用了，心臟不跳動了，血液也不流通了。外

面來看還是身體，但却失去了身體的實際，只剩下了一個死的組織。

弟兄姊妹們，這些年來，人把教會完全弄成了個屬地的東西。怎樣怎

樣就是教會了，怎樣怎樣就是教會了。不要說你弄不到那麽完備，就

是都全備了，沒有聖靈的掌權也還是宗派。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擺在我們面前的，是那麽多的失敗，我們真



要戰兢恐懼，俯伏在主面前，讓十字架無限量的做工在我們身上，讓

聖靈無限量的掌權在我們生活中。這樣，生命的活水才能在我們身上

暢行無阻，才能帶進身體的見證來。哦，親愛的弟兄姊妹們，願我們

都起來，答應主的呼召，願我們只有一個心，祂興旺，我衰微。願主

能在他兒女中間得著安息之所。願基督身體的見證，能在地上得到彰

顯。這樣，主的喜樂就存在我們心裏，我們的喜樂也就滿足了。 
 
 
 

 



第三篇 見證的産生與屬靈的爭戰  
 

 
 
〖 讀經： 〗 
 
約翰福音十七章一節：“耶穌說了這話，就舉目望天說：父啊，

時候到了；願你榮耀你的兒子，使兒子也榮耀你。” 

 
十一節：“從今以後，我不在世上，他們却在世上，我往你那裏

去。聖父啊，求你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叫他們合而爲一，像

我們一樣。” 
 
二十一至二十四節：“使他們都合而爲一；正如你父在我裏面，

我在你裏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你所

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合而爲一，像我們合而爲一。

我在他們裏面，你在我裏面，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爲一；叫世人知

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父啊，我在哪里，願

你所賜給我的人，也同我在那裏，叫他們看見你所賜給我的榮耀，因

爲創立世界以前，你已經愛我了。” 

 
十八章一至八節：“耶穌說了這話，就同門徒出去，過了汲淪

溪，在那裏有一個園子，祂和門徒進去了。賣耶穌的猶大也知道那地

方，因爲耶穌和門徒屢次上那裏去聚集。(我們稍微說一下，這個汲淪

溪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一個幽暗陰濕之地。這裏的客西馬尼園，翻成

中文叫壓出油來；主耶穌和門徒屢次上那裏去聚集。)猶大領了一隊兵

和祭司長幷法利賽人的差役，拿著燈籠、火把、兵器，就來到園裏。

耶穌知道將要臨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來，對他們說，你們找誰？他

們回答說：找拿撒勒人耶穌。耶穌說，我就是。賣祂的猶大也同他們

站在那裏。耶穌一說我就是。他們就退後倒在地上。祂又問他們說，

你們找誰？他們說，找拿撒勒人耶穌。耶穌說，我已經告訴你們，我

就是。你們若找我，就讓這些人去吧。” 

 
十至十一節：“西門彼得帶著一把刀，就拔出來，將大祭司的僕

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僕人名叫馬勒古。耶穌就對彼得說，

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給我的那杯，我豈可不喝呢？” 

 
十五節：“西門彼得跟著耶穌，還有一個門徒跟著。……” 

 
十八至二十節：“僕人和差役因爲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裏

烤火；彼得也同他們站著烤火。大祭司就以耶穌的門徒和祂的教訓盤



問祂。耶穌回答說：我從來是明明的對世人說話；……我在暗地裏，

幷沒有說什麽。” 

 
二十五至二十七節：“西門彼得正站著烤火，有人對他說，你不

也是祂的門徒麽？彼得不承認，說，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個僕人，

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親屬，說：我不是看見你同祂在園子裏麽？彼

得又不承認。立時鶏就叫了。” 

 
三十三至三十七節：“彼拉多又進了衙門，叫耶穌來，對祂說：

你是猶太人的王麽？耶穌回答說：這話是你自己說的，還是別人論我

對你說的呢？……耶穌回答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

界，我的臣仆必要爭戰，使我不至于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

這世界。彼拉多就對祂說：這樣，你是王麽？耶穌回答說：你說我是

王，我爲此而生，也爲此來到世間，特爲給真理做見證。……” 

 
十九章一至六節：“當下彼拉多將耶穌鞭打了。兵丁用荊棘編做

冠冕，戴在祂頭上，給祂穿上紫袍。又挨近祂說：恭喜猶太人的王

啊！他們就用手掌打祂。彼拉多又出來對衆人說：我帶祂出來見你

們，叫你們知道我查不出祂有什麽罪來。耶穌出來，戴著荊棘冠冕，

穿著紫袍；彼拉多對他們說：你們看這個人。祭司長和差役看見祂，

就喊著說：釘祂十字架，釘祂十字架。……” 

 
十三至十五節：“彼拉多聽見這話，就帶耶穌出來，到了一個地

方，名叫鋪華石處，希伯來話叫厄巴大，就在那裏坐堂。那日是預備

逾越節的日子，約有午正。彼拉多對猶太人說：看哪，這是你們的

王。他們喊著說，除掉祂，除掉祂，釘祂在十字架上。……” 

 
十七至十八節：“他們就把耶穌帶了去，耶穌背著自己的十字架

出來，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希伯來話叫各各他。他們就在那

裏釘祂在十字架上，還有兩個人和祂一同釘著，一邊一個，耶穌在中

間。” 

 
二十三節：“兵丁既然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就拿祂的衣服分爲

四分，每兵一分；又拿祂的裏衣，這件裏衣，原來沒有縫兒，是上下

一片織成的。” 

 
二十八至三十節：“這事以後，耶穌知道各樣的事已經成了，爲

要使經上的話應驗，就說：我渴了。有一個器皿盛滿了醋，放在那

裏；他們就拿海絨蘸滿了醋，綁在牛膝草上，送到祂口。耶穌嘗了那

醋，就說，成了。便低下頭，將靈魂交付神了。” 

 



十八章、十九章，說到主耶穌的爭戰，十七章說到主耶穌的禱

告。主耶穌禱告完了之後，十八章開始接著是一個大的爭戰。這兩章

聖經乃是屬靈爭戰達到了最高峰。主耶穌經過客西馬尼，經過了審判

廳，經過了厄巴大，最後到了各各他，弟兄姊妹們，這四個關口，就

是屬靈的爭戰，爲要得著那個豐滿的見證。 
 
二十一章一節：“這些事以後，耶穌在提比哩亞海邊，又向門徒

顯現。……” 

 
十二至十九節：“耶穌說，你們來吃早飯。門徒中沒有一個敢問

祂：你是誰？因爲知道是主。耶穌就來拿餅和魚給他們。耶穌從死裏

復活以後，向門徒顯現，這是第三次。他們吃完了早飯，耶穌對西門

彼得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麽？彼得說：主啊，是

的。……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麽？彼得因爲耶穌

第三次對他說：你愛我麽？就憂愁，對耶穌說：主啊，你是無所不知

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你喂養我的羊。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你年少的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但年老的時候，你要伸出

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耶穌說這話，是指

著彼得要怎樣死榮耀神。說了這話，就對他說：你跟從我吧。” 

 
我們在前兩篇中已經看見一件事，就是基督的豐滿，當主耶穌升

天之後，神已經得著了。今天聖靈所做的工作，不再是要得著豐滿，

乃是要得著豐滿的見證。使這一個釘十字架、復活、升天、豐滿的

人，從一班人的身上，從一個團體的身上，從一個國度裏面，再完滿

的被表現出來。 
 
在約翰福音第一章裏，一面說到耶穌基督的豐滿，一面說到一連

串爲羔羊做見證的人。到了第二章，又給我們看見，這樣的見證；不

是個人的，不是單獨的，乃在身體的原則裏。二章上一半，說到一種

屬靈的酒；下一半，說到一個屬靈的殿。屬靈的酒，是指在耶穌這個

人裏面，那極其豐盛的生命。屬靈的殿，乃是說到這一個人彰顯出來

的豐滿見證。親愛的弟兄姊妹們，酒和殿就是約翰福音最中心的思

想。十章開始，就說到團體的見證，是怎樣的一個見證。羊圈(十
章)，伯大尼(十二章)，葡萄樹(十五章)就是從三面來看這見證的性

質。 
 
 
 
〖 基督神聖的渴望和心願 〗 
 
到了十七章，主耶穌有一個偉大的禱告。從這個禱告裏，我們可

以看出祂迫切的心願。祂說：“父啊，時候到了。願你榮耀你的兒



子，使兒子也榮耀你。”親愛的弟兄姊妹們哪，若是得不著身體成爲

祂豐滿的見證，神的兒子就不能得榮耀，也不能榮耀神。神的兒子得

榮耀，在于聖徒合一的見證；神的兒子榮耀神，在于這見證在身體裏

得到豐滿的彰顯。所以在這個禱告裏面，曾再三的求父“使他們合而

爲一”。 
 
但是如何合而爲一呢？是不是教會講法都講對了就合而爲一了？

是不是大家都有一種特別的經歷就合而爲一了？是不是大家情投意合

接受一個帶領就合而爲一了？不！主說：“使他們合而爲一，像我們

合而爲一”一樣。又說：“正如你父在我裏面，我在你裏面，使他們

也在我們裏面。”弟兄姊妹們哪，這合一，完全是屬靈的合一。今天

神兒女間的不合一，都是人搞的。在神兒女的本質中，不需要講合

一，本來就是合一。一個人在某某會信了耶穌，他信的時候，幷不是

信什麽會，他信的是主耶穌，但是過了三個月就給搞成某某會了。在

某某會信了耶穌，得救是因信耶穌，但是搞了三個月，就變成某某會

了。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所有的不合一，都是人做出來的。只要

人肯把他的手放一放，神的兒女馬上就合一了。 
 
弟兄姊妹們，我們都知道不合一真令人痛苦難過，這些年來我們

嘗够了這種苦味。但是這些事不是必須有的，就像一個橡皮圈，你把

它拉了這麽長，那是勉强的，你一放手它就彈回去了。神的兒女原本

就是合一的，用不著向他講合一的道。所有在主之外的東西，都是叫

人不合一的。只有主，才是使人合一的惟一因素。親愛的弟兄姊妹

們，我們真該蘇醒了，真該懊悔了。再不悔改，主就沒路了。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不要再讓人以道理、傳統、以及特殊的經歷

來轄制你們。羅馬書第八章裏，說到神兒女自由的榮耀。當神的兒女

在耶穌基督裏自自由由的時候，就將榮耀彰顯了出來。今天大家彼此

攻擊、批評，你是异端，我是正統，弄到一個地步，神兒女中間甚至

都無法交通了。神的榮耀也失去了。從前的少年官來見主耶穌，因爲

出不起代價就憂憂愁愁的回去了。現在神的兒女不是憂憂愁愁的回

去，却是憂憂愁愁的來了。不聚會不平安，來聚會又痛苦。教會應該

是令人感到安息、滿足、喜樂的地方，然而現在聚會却反令人憂愁

了。 
 
 
 
〖 産生見證的途徑——屬靈的爭戰 〗 
 
所以到了約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穌在離世之前，沒有記念到別

的事，祂只有一個禱告，就是求父使這班屬祂的人，將這個見證彰顯

出來。但是如何能使這見證得著彰顯呢？乃是借著十字架的苦難。所



以十八章一開始，祂就進到了屬靈的爭戰裏面，客西馬尼、審判廳、

厄巴大、直到各各他。當這個人從整個過程中沖過來的時候，身體的

見證就産生了。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們，做見證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不是一件興奮的事，更不是一個口號；在前面等著我們的，乃是更重

的十字架，和更艱難的生涯。十字架産生見證，十字架産生生命，正

如婦人的産難之苦。屬靈世界和天然世界，在這裏有著同一的原則。

醫學界有一句話說：“沒有痛苦，沒有生命。”這真是至理名言。 
 
基督在屬靈爭戰中的得勝 
 
主耶穌爲要得著這個見證，在十八章裏面，就開始了祂的爭戰。

祂過了汲倫溪，到了客西馬尼園，這是頭一關。 
 
 
 
〖 客西馬尼園的得勝——在受壓中做見證 〗 
 
汲淪溪翻成中文，是幽暗陰濕之地。客西馬尼是壓出油來。經上

說：“……就同門徒出去，過了汲倫溪，在那裏有一個園子，祂和門

徒進去了。”親愛的弟兄姊妹們，這是何等的美麗！當主耶穌過汲倫

溪的時候，不是祂一人，乃是帶著門徒們一同過去。弟兄姊妹們哪！

這是見證人的道路。見證不是喊出來的。見證人的第一個經歷，是經

過幽暗陰濕之地，進入壓榨痛苦之中。當猶大帶著大隊人馬，拿著燈

籠、刀棒、火把，來捉拿主耶穌時，主耶穌說，你們找誰？他們說我

們找拿撒勒人耶穌。主耶穌說：“我就是。”你知道“我就是”就是

耶和華的名字。當祂一說“我就是”時，他們就統統退後倒在地上。

這是什麽？這就叫做基督豐滿的衝擊力。我常常喜歡讀這兩章聖經，

但是讀的時候又感覺真是羞慚。當這同樣的環境臨到我們，我們所顯

出來的，不是豐滿的衝擊力，乃是豐滿的肉體能力，正如彼得當時所

表現的。當主第二次說“我就是”時，能力隱藏了，榮耀隱藏了，祂

就低頭受捆綁，這是釘十字架的基督。等到彼得拔刀的時候，主耶穌

說：“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給我的那杯，我豈可不喝呢？”親愛的弟

兄姊妹們，這是頭一步。如果你我能有一個心願要爲著主，如果你我

能蒙恩成爲基督身體合一的豐滿見證人，就應在任何的壓力下，都能

俯伏說：“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父所給我的那杯，

我豈可不喝呢？”親愛的弟兄姊妹們，主在客西馬尼得勝了。 
 
 
 
〖 審判廳的得勝——在羞辱中做見證 〗 
 
頭一個試驗過去了，更大的試煉又來了，人再將祂送到審判廳。



弟兄姊妹們，什麽是十字架？十字架還不重在外面的受苦，十字架乃

是傾倒人的魂生命。我們人在天然境界裏，也能受些苦，但是就是不

肯捨弃自己。你不能碰他一下，你碰他一下，他就叫起來了。你不能

跟他意見有一點兒不同的，有一點不同，火氣就出來了。弟兄姊妹

們，這個沒有十字架。只有肯讓十字架除去魂生命的，才能進入靈生

命。在審判廳，最使主難堪的，是羞辱。然而祂因看見了那擺在前面

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弟兄姊妹們哪，人用來打祂的

鞭子，不是普通的鞭子，乃是用來刑罰逃犯的。人吐唾沫在祂臉上，

人用手掌打祂的臉，將荊棘的冠冕戴在祂頭上，給祂穿上紫紅的袍

子，最後又將祂脫得赤身露體，釘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們，這個人

因著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了羞辱。這個人爲著基督身體的産生，

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主在客西馬尼，乃是在受壓之下做見證。在

審判廳，乃是在威勢逼迫之下做見證。弟兄姊妹們哪，今天你我就在

這樣的考驗之中。惟願你我靠著神的恩，也能忍受祂所受的羞辱，跟

隨祂一直往前。 
 
 
 
〖 厄巴大的得勝——在鎖鏈中做見證 〗 
 
過了審判廳，就來到了厄巴大，那是在鎖鏈中做見證。一切的自

由都失去了。他們寧可要一個出名的强盜，却不要主耶穌。當彼拉多

都有意要釋放祂時，他們却高聲喊著說：“除掉祂，除掉祂，釘祂在

十字架上。”弟兄姊妹們，這個出名的强盜，就是我們這些亞當的族

類。那一天，一個人因著另一個人受了捆鎖、而得到釋放，一個人因

著另一個人死亡、而得到了生命。厄巴大又叫鋪華石處，代表世界的

靈，高大、誇耀、權勢，占盡了上風。主那天帶著鎖鏈，站在囚犯的

地位受審判、受威嚇、受羞辱、被鞭打。祂“被駡不還口，受害不說

威嚇的話。”弟兄姊妹，這是羔羊的靈，這是基督的靈。即使彼拉多

說：“你豈不知我有權柄釋放你，也有權柄把你釘十字架麽？”但是

主說：“若不是從上頭賜給你的，你就毫無權柄辦我。”爲著自己的

益處祂不說一句分辯的話。祂雖然帶著鎖鏈，蒙受羞辱，然而在這

裏，才更顯出羔羊的偉大與尊貴。我們若不能付上這樣的代價，弟兄

姊妹們，我們就不能在這個世界中成爲屬靈的影響力。 
 
 
 
〖 各各他山的得勝——至死順服産生了屬靈的見證 〗 
 
經過了審判廳，經過了厄巴大，最後來到了各各他。經上說：

“耶穌背著自己的十字架。”實在說，主耶穌沒有自己的十字架。十

字架是我們的，只有罪人才釘十字架。那麽爲什麽這裏說“耶穌背著



自己的十字架”呢？這乃是說，主耶穌就是我們，我們就是主耶穌；

他就是我們，我們就是他。因此我們的十字架，也就成了祂自己的十

字架。親愛的弟兄姊妹們，到了各各他的山上，人把祂釘在十字架

上，赤身露體懸挂在那裏，血和水從身上流出，至終生命喪盡。但是

到臨終的時候，仍然爲罪人祈求，幷說：“扎我的人要仰望我。”親

愛的弟兄姊妹們，神的羔羊所流出的每一滴血，都是見證豐滿；每一

滴血，都是見證生命，每一滴血，都是見證祂無比的大愛。最後祂得

勝著經過了各各他，將自己交付神(神字是原文裏頭沒有的)。當祂最

後說“成了”的時候，乃是表明爭戰已經結束了，工作已經完成了，

見證就要産生了。弟兄姊妹們，只有十字架的子民，才能帶進見證；

只有十字架的道路，才能産生見證。祂經過了客西馬尼、審判廳、厄

巴大、各各他，然後上到橄攬山。祂復活、升天、見證産生了。起初

只有一百二十個人圍繞著主耶穌，然後這一百二十個人震動了當時的

世界。弟兄姊妹們哪，惟願你我能追隨主耶穌的脚踪，能在今天這個

荒凉背道的宗教世界中，成爲神明光照耀的見證。 
 
 
 
〖 門徒得勝的秘訣——跟著 〗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當試驗臨到的時候，我們這個人真實的光景

就完全顯露出來了。但是這班門徒仍然有一個寶貝的地方，就是“跟

著”。失敗了還跟著，跌倒了還是跟著，雖然是那麽不像樣子，但還

是要跟著。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我們在跟隨主的路上，滿了失敗和軟

弱，然而因著祂榮耀异象的吸引，祂迫切的呼召，如火在我們骨中燃

燒，我們怎能停下來？怎能閉口不言？怎能讓外面的權勢嚇倒？怎能

因著自己的失敗而退却？我們要跟著，跟著，跟隨羔羊直到各各他。

我們要彼此相勸，互相勉勵，既然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親愛的

弟兄姊妹們，幷且在門徒身上，所顯出的這些失敗軟弱的光景，正是

十字架的工作。人跌倒一次，天然的熱心就垮一次；失敗一次，天然

的膀臂就軟弱一點。倒來倒去，門徒天然的生命就漸漸更多被傾倒

了。 
 
 
 
〖 復活見證的托付與十字架的呼召 〗 
 
最後到了二十一章，天亮了，主耶穌復活了，門徒們也復活了。

當門徒們個個肉體的勁頭都枯萎了的時候，主耶穌又來顯現了。主又

呼召他們，又托付他們，要他們在地上做基督身體豐滿的見證。弟兄

姊妹們，這是何等的一種心情，想到自己失敗的情形，真是無顔見

主，但是心中深處却又不能收起抹煞向著主的愛情。我們何等巴望爲



主做見證，但是自己又在這樣不堪的光景裏，這是矛盾，但又是何等

美麗的矛盾。主就是要在我們的身上，“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

神不是出于我們。”啊！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我們實在知道，這條道

路是遠超過我們所能瞭解的。 
 
 
 
〖 復活的早晨與見證的産生 〗 
 
但是天亮了，耶穌復活了。門徒們雖是一路失敗，一路跌倒，一

路軟弱，但現在又到了復活的岸上，主耶穌來了。 
 
聖靈的炭火與生命的魚餅 
 
主說：“你們來吃早飯。”弟兄姊妹們哪，如果我是彼得，看到

主所預備的……炭火、餅、魚，想起當主孤單的站在冷酷的世界受審

時，自己是怎樣因著貪圖人間的溫暖而否認了祂。再想到當主不在了

的時候，自己是多麽熬不過魂裏的饑餓，下到提比哩亞海，竟落得赤

身露體，一無所獲。但是現在他所需要的這一切，主早已知道，幷且

早已預備好了。看到這光景，怎能不令人羞愧痛哭！主雖然沒有說什

麽，但這情景却遠勝過千言萬語。彼得啊！這裏有聖靈的愛，有聖靈

的熱火，這裏有魚餅，是生命的糧食。來吧！經過各各他，才能達到

豐盛的境界，才能得到聖靈的炭火，生命的魚餅，這是在十字架烈火

之下熬煎出來的生命，是能使人滿足的。 
 
門徒們在跟隨主路上的失敗 
 
現在我們要看另外一面，就是那班跟隨主耶穌過了汲倫溪的人。

主雖然大大的得勝了，但他們一路的表現，却是大大的失敗。到了客

西馬尼園，受壓的環境來了，彼得說，你們怎麽可以這樣無理，怎麽

可以這樣野蠻，我彼得不服氣。刀就拔出來了，一刀割掉了大祭司僕

人的一個耳朵。主說，“彼得，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給我的那杯，我

豈可不喝呢？” 

 
失敗在血氣膀臂中——拔刀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彼得和我們一樣，都是不要十字架的人。倪

柝聲弟兄有一首詩歌，我唱這首詩歌的時候就流泪。他實在是一個認

識神的人。他說，“雖我也曾受你雕削，我却感覺受强逼。”這是有

著真實經歷的人。十字架是天然的人不能背負的。彼得頭一關就跌倒

了。然後到了審判廳，主耶穌在審判廳裏受審判，彼得仍然跟著，這

是一個有著天然勇氣的人。他一鼓作氣拔刀，二鼓作氣跟到大祭司院



子裏，但是第三鼓，一打就完了，這就是肉體的故事。在十八章——

當人來捉拿主耶穌時，主說：“我就是。”而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

裏，却是發咒起誓的說：“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 

 
失敗在宗教世界的人情溫暖中——烤火 
 
現在我們盼望能從彼得的失敗上，找出一些原則，作爲我們這未

走之人的一個鑒戒。他失敗的第一個原因，是他使用了血氣的膀臂。

人血氣的膀臂不枯萎，人就不能做神的見證人。第二次的跌倒，是因

著去烤火。那一天正是天冷的時候，跟隨主就是這樣，越跟越冷清，

越跟越孤單。不像大祭司的院子，那裏人是多的，人情是溫暖的。我

們多麽渴望能從人中間得點什麽恭維、同情、稱許，與跟從。但是弟

兄姊妹們，這不是見證人，這是宗教的世界。屬靈的工作不能建造在

人情的根基上。人情的溫暖，只有叫人失敗，叫人否認主耶穌。 
 
失敗在魂生命的滿足中——打魚 
 
第三次失敗，是門徒要得著魂生命的滿足。他打魚去了。走主的

道路，一面，有主是個極大的安慰；但另一面，在魂裏頭真沒有滿

足，只有荒凉枯竭的感覺。彼得忍受不住，打魚去了。 
 
 
 
〖 偉大的十字架呼召 〗 
 
最後，主又呼召彼得：“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

嗎？”彼得說：“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問到第三次，彼得

就憂愁，他說：“主啊，你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主怎麽

說？主說，彼得，“你年少的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但年

老的時候，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

方。”經上說，主說這話，是指著彼得要怎樣死榮耀神說的。”“年

少的時候”，是指血氣生命剛强的時候。“年老的時候”，是指天然

生命衰敗的時候。經過了十字架，到了約翰福音二十一章，在復活裏

面所接受的呼召，乃是一個死亡的呼召。主說：“來，彼得，跟從我

吧。” 

 
弟兄姊妹們，跟從主做什麽？乃是走死亡的道路。跟從主，天然

的生命要被消耗，天然的生命要喪失。弟兄姊妹們哪，主今天仍在呼

召我們，我們肯答應主這樣的呼召嗎？時間不多了，神的家荒凉，我

們肯否弃絕自己，不計得失，好使主有路可走？弟兄姊妹們，主的再

來已經近了，我們能否再爲著自己而使主受到攔阻？親愛的弟兄姊妹

們，我們能再忍心拒絕主捨命的呼召，十字架的呼召，各各他的呼召



嗎？聽！祂在呼喚：“來，跟從我！”從客西馬尼、審判廳、厄巴

大、直到各各他，然後我們的脚才能和祂一同站在橄攬山上。那時，

從我們身上，才能表現出身體合一的豐滿見證。 
 
弟兄姊妹們，在這些年當中，我們的眼睛若是被主明亮了，我們

就會看見，這許多的環境，這些混亂的情形，這麽多的熬煉，這麽多

的痛苦，都是爲著要使我們得著豐盛的屬靈生命。神的心何等的饑

渴，主的心何等的迫切。祂巴不得能早日看見祂的見證，在祂兒女中

間顯出來；祂巴不得早日得著一個身體，充滿祂的豐滿。親愛的弟兄

姊妹們，起來！讓我們來答應祂的呼召。雖然軟弱，還要跟著；雖然

跌倒，還要跟著；雖然失敗，還要跟著，雖然不像樣子，還是要跟

著。一直等到主得著一個豐滿的見證。爲此，我們都願放下自己，放

下成見，放下我們不對的，也放下我們自以爲對的，和衆弟兄姊妹們

來到一起，彼此激勵，彼此勸勉，借著十字架的工作，同被建造在耶

穌基督的根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