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十字架—宇宙的中心
讀經：結四三13～18，羅六6，加二20，六14，西一20，二14～15
結43:13
結43:14
結43:15
結43:16
結43:17
結43:18
羅6:6
加2:20
加6:14
西1:20
西2:14
西2:15

以下量祭壇，是以肘爲度。（這肘是一肘零一掌。）底座高一肘，邊寬一肘，四圍起邊高一
掌；這是壇的座。
從地上底座的頂到下層磴臺的頂，高二肘，邊寬一肘；從小磴臺到大磴臺，高四肘，邊寬一
肘。
壇上的供臺，高四肘；有四角從供臺向上突起。
供臺長十二肘，寬十二肘，四面見方。
大磴臺長十四肘，寬十四肘，四面見方，四圍起邊高半肘，底座四圍的邊寬一肘，臺階朝
東。
祂對我說，人子阿，主耶和華如此說，建造祭壇，爲要在其上獻燔祭並灑血，造成的日子，
定例如下：
知道我們的舊人已經與祂同釘十字架，使罪的身體失效，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並且我如今在
肉身裏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裏，與祂聯結所活的，祂是愛我，爲我捨了自己。
但就我而論，除了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別無可誇；藉着祂，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了
十字架；就世界而論，我也已經釘了十字架。
並且旣藉着祂在十字架上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祂叫萬有，無論是在地上的、或是在諸
天之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
塗抹了規條上所寫，攻擊我們，反對我們的字據，並且把它撤去，釘在十字架上。
旣將執政的和掌權的脫下，神就把他們公然示眾，仗着十字架在凱旋中向他們誇勝。

壹 按照以西結書的記載，祭壇是殿所在地的中心，也就是殿整個範圍的中心—四
三13～18：
結43:13
結43:14
結43:15
結43:16
結43:17
結43:18

以下量祭壇，是以肘爲度。（這肘是一肘零一掌。）底座高一肘，邊寬一肘，四圍起
邊高一掌；這是壇的座。
從地上底座的頂到下層磴臺的頂，高二肘，邊寬一肘；從小磴臺到大磴臺，高四肘，
邊寬一肘。
壇上的供臺，高四肘；有四角從供臺向上突起。
供臺長十二肘，寬十二肘，四面見方。
大磴臺長十四肘，寬十四肘，四面見方，四圍起邊高半肘，底座四圍的邊寬一肘，臺
階朝東。
祂對我說，人子阿，主耶和華如此說，建造祭壇，爲要在其上獻燔祭並灑血，造成的
日子，定例如下：

一

祭壇不僅是內院的中心，也是殿整個範圍的中心。

二

表徵十字架的祭壇，實際上乃是宇宙的中心：
1 祭壇是殿所在地的中心；殿所在地是耶路撒冷城的中心；耶路撒冷城是美地的中
心；美地是居人之地的中心；從人與神的關係來說，地是宇宙的中心；因此，祭壇
至終乃是宇宙的中心。
2 祭壇旣表徵十字架，十字架就是宇宙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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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死，不是僅僅一個人的死，乃是包羅萬有的死，其中牽連了
神、人和一切受造之物—羅六6，西一20，來二14。
羅6:6
西1:20
來2:14

知道我們的舊人已經與祂同釘十字架，使罪的身體失效，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
僕，
並且旣藉着祂在十字架上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祂叫萬有，無論是在地上
的、或是在諸天之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
兒女旣同有血肉之體，祂也照樣親自有分於血肉之體，爲要藉着死，廢除那掌
死權的，就是魔鬼，

貳 十字架的原則乃是：藉著十字架，凡是舊造的事以及一切與我們有關的事，都
已經被了結、被治死—西一20，二14～15，羅六6，林後五21，彼前二24，加
二20，來二14，約十二31，加六14，弗二14～16。
西1:20
西2:14
西2:15
羅6:6
林後5:21
彼前2:24
加2:20

來2:14
約12:31
加6:14
弗2:14
弗2:15
弗2:16

並且旣藉着祂在十字架上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祂叫萬有，無論是在地上的、或
是在諸天之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
塗抹了規條上所寫，攻擊我們，反對我們的字據，並且把它撤去，釘在十字架上。
旣將執政的和掌權的脫下，神就把他們公然示眾，仗着十字架在凱旋中向他們誇勝。
知道我們的舊人已經與祂同釘十字架，使罪的身體失效，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們成爲罪，好叫我們在祂裏面成爲神的義。
祂在木頭上，在祂的身體裏，親自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旣然向罪死了，就得以向
義活着；因祂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並且我
如今在肉身裏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裏，與祂聯結所活的，祂是愛我，爲我
捨了自己。
兒女旣同有血肉之體，祂也照樣親自有分於血肉之體，爲要藉着死，廢除那掌死權
的，就是魔鬼，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但就我而論，除了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別無可誇；藉着祂，就我而論，世界已
經釘了十字架；就世界而論，我也已經釘了十字架。
因祂自己是我們的和平，將兩下作成一個，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就是仇恨，
在祂的肉體裏，廢掉了那規條中誡命的律法，好把兩下在祂自己裏面，創造成一個新
人，成就了和平；
旣用十字架除滅了仇恨，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在一個身體裏與神和好了；

叁 釘十字架的基督，是使徒職事惟一的主題、中心、內容和本質—林前二2：
林前2:2

一

因爲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這位釘十字架的。

基督的死成了神的能力，清除宇宙間所有的難處；因此，釘十字架的基督是神的能
力，廢去所有消極的事物，並完成祂的計畫—一23～24：
林前1:23
林前1:24

我們卻是傳揚釘十字架的基督，對猶太人爲絆腳石，對外邦人爲愚拙；
但對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或希利尼人，基督總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1 人解決難處的辦法是協商，但神的辦法乃是了結；要解決人與人之間的難處，最好
的辦法就是了結有關的每一個人—加二20，參林前六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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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20

林前6:7
林前6:8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
並且我如今在肉身裏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裏，與祂聯結所活的，祂
是愛我，爲我捨了自己。
你們彼此爭訟，這已全然是你們的失敗了。爲甚麼不寧願受冤枉？爲甚麼不寧
願被虧負？
你們倒是冤枉人，虧負人，況且這又是對弟兄。

2 基督釘十字架使全宇宙靜默，使宇宙間極其複雜的情勢變爲單純—參林後十一2～
3。
林後11:2
林後11:3

二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們，因爲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要將一個貞潔的童
女獻給基督。
我只怕你們的心思或被敗壞，失去那向着基督的單純和純潔，就像蛇用詭詐誘
騙了夏娃一樣。

當我們經歷釘十字架的基督時，我們的一切所是、所有並所能，就全都了結，並且祂
復活的生命，就藉著我們分賜到別人裏面—約十二24～26，林後四10～12。
約12:24
約12:25
約12:26
林後4:10
林後4:11
林後4:12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
結出許多子粒來。
愛惜自己魂生命的，就喪失魂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己魂生命的，就要保守魂生
命歸入永遠的生命。
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那裏，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裏。若有人服事
我，我父必尊重他。
身體上常帶着耶穌的治死，使耶穌的生命也顯明在我們的身體上。
因爲我們這活着的人，是常爲耶穌被交於死，使耶穌的生命，也在我們這必死的
肉身上顯明出來。
這樣，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命卻在你們身上發動。

肆 在神的經綸裏，神給我們一個人位—基督，和一條道路—十字架—林前二2，
腓二5～11，加六14：
林前2:2
腓2:5
腓2:6
腓2:7
腓2:8
腓2:9
腓2:10
腓2:11
加6:14

一

因爲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這位釘十字架的。
你們裏面要思念基督耶穌裏面所思念的：
祂本有神的形狀，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爲強奪之珍，緊持不放，
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僕的形狀，成爲人的樣式；
旣顯爲人的樣子，就降卑自己，順從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將祂升爲至高，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叫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在耶穌的名裏，萬膝都要跪拜，
萬口都要公開承認耶穌基督爲主，使榮耀歸與父神。
但就我而論，除了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別無可誇；藉着祂，就我而論，世界已
經釘了十字架；就世界而論，我也已經釘了十字架。

這一個人位—基督，乃是神經綸的中心；這一條道路—十字架，乃是神行政的中心—
林前二2，一17～18、23，加六14：
林前2:2
林前1:17

因爲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這位釘十字架
的。
基督差遣我，原不是爲施浸，乃是爲傳福音；並不用言論的智慧，免得基督的十
字架落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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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1:18
林前1:23
加6:14

因爲十字架的話，對那正在滅亡的人爲愚拙，對我們正在得救的人卻爲神的大
能。
我們卻是傳揚釘十字架的基督，對猶太人爲絆腳石，對外邦人爲愚拙；
但就我而論，除了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別無可誇；藉着祂，就我而論，世
界已經釘了十字架；就世界而論，我也已經釘了十字架。

1 神藉著十字架管理萬有，並藉著十字架對付萬有—西一20，二14～15。
西1:20
西2:14
西2:15

並且旣藉着祂在十字架上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祂叫萬有，無論是在地上
的、或是在諸天之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
塗抹了規條上所寫，攻擊我們，反對我們的字據，並且把它撤去，釘在十字架
上。
旣將執政的和掌權的脫下，神就把他們公然示眾，仗着十字架在凱旋中向他們
誇勝。

2 藉著十字架，神對付了宇宙中一切消極的事物，並且仍然藉著十字架管理萬有—弗
二14～16。
弗2:14
弗2:15
弗2:16

因祂自己是我們的和平，將兩下作成一個，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就是仇恨，
在祂的肉體裏，廢掉了那規條中誡命的律法，好把兩下在祂自己裏面，創造成
一個新人，成就了和平；
旣用十字架除滅了仇恨，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在一個身體裏與神和好了；

3 在召會生活中，基督必須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凡不是基督的，都必須上十字
架—西一18，三10～11。
西1:18
西3:10
西3:11

祂也是召會身體的頭；祂是元始，是從死人中復活的首生者，使祂可以在萬有
中居首位；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照着創造他者的形像漸漸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識；
在此並沒有希利尼人和猶太人、受割禮的和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
爲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4 我們需要經過十字架，而成爲一無所是，一無所有，一無所能；否則，我們的所
是、所有、所能，會成爲基督的代替—林前一17～18、23。
林前1:17
林前1:18
林前1:23

二

基督差遣我，原不是爲施浸，乃是爲傳福音；並不用言論的智慧，免得基督的
十字架落了空。
因爲十字架的話，對那正在滅亡的人爲愚拙，對我們正在得救的人卻爲神的大
能。
我們卻是傳揚釘十字架的基督，對猶太人爲絆腳石，對外邦人爲愚拙；

在歌羅西書中我們看見一個清楚的異象：十字架是神在祂行政裏的路—一20～22，二
11～15：
西1:20
西1:21
西1:22
西2:11

並且旣藉着祂在十字架上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祂叫萬有，無論是在地上
的、或是在諸天之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
你們從前是隔絕的，因着惡行心思裏與祂爲敵，
但如今祂在基督肉體的身體裏，藉着死，叫你們與自己和好了，把你們聖別、沒
有瑕疵、無可責備的呈獻在自己面前；
你們在祂裏面也受了非人手所行的割禮，乃是在基督的割禮裏，脫去了肉體的身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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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2:12
西2:13
西2:14
西2:15

在受浸中與祂一同埋葬，也在受浸中，藉着那叫祂從死人中復活之神所運行的信
心，與祂一同復活。
你們從前在過犯，和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了，神赦免了你們一切的過犯，叫你們
一同與基督活過來；
塗抹了規條上所寫，攻擊我們，反對我們的字據，並且把它撤去，釘在十字架
上。
旣將執政的和掌權的脫下，神就把他們公然示眾，仗着十字架在凱旋中向他們誇
勝。

1 『旣藉著祂在十字架上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祂叫萬有，無論是在地上的、或
是在諸天之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一20：
西1:20

並且旣藉着祂在十字架上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祂叫萬有，無論是在地上
的、或是在諸天之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

a 叫萬有與自己和好，就是爲萬有與自己成就和平；這是藉著基督在十字架上爲我
們流血所成就的。
b 因我們是罪人，我們需要救贖；又因我們與神爲敵，我們需要和好—14、21～22
節。
西1:14
西1:21
西1:22

我們在愛子裏得蒙救贖，就是罪得赦免。
你們從前是隔絕的，因着惡行心思裏與祂爲敵，
但如今祂在基督肉體的身體裏，藉着死，叫你們與自己和好了，把你們聖
別、沒有瑕疵、無可責備的呈獻在自己面前；

2 『塗抹了規條上所寫，攻擊我們，反對我們的字據，並且把它撤去，釘在十字架
上』—二14：
西2:14

塗抹了規條上所寫，攻擊我們，反對我們的字據，並且把它撤去，釘在十字架
上。

a 『規條』是指禮儀律法的規條及其儀式，就是生活與敬拜的形式或方式—弗二
15。
弗2:15

在祂的肉體裏，廢掉了那規條中誡命的律法，好把兩下在祂自己裏面，創
造成一個新人，成就了和平；

b 『釘在十字架上』，意卽廢去規條中誡命的律法。
三

『旣將執政的和掌權的脫下，神就把他們公然示眾，仗著十字架在凱旋中向他們誇
勝』—西二15：
西2:15

旣將執政的和掌權的脫下，神就把他們公然示眾，仗着十字架在凱旋中向他們誇
勝。

1 這一節描繪，當基督釘十字架時，所發生的一場爭戰：
a 牽連了基督、神和執政掌權之邪惡天使的這些活動，全都集中在十字架上，所以
十字架成了神永遠的、中心的並惟一的路—14～15節。
西2:14

塗抹了規條上所寫，攻擊我們，反對我們的字據，並且把它撤去，釘在十
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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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2:15

旣將執政的和掌權的脫下，神就把他們公然示眾，仗着十字架在凱旋中向
他們誇勝。

b 同時，邪惡的執政掌權者也忙著要阻撓神和基督的工作，逼近神和基督；因此，
有一場爭戰在十字架那裏激烈的進行。
2 神在十字架上，把那些執政掌權的邪惡天使公然示眾，仗著十字架在凱旋中向他們
誇勝，羞辱了他們—15節。
西2:15

旣將執政的和掌權的脫下，神就把他們公然示眾，仗着十字架在凱旋中向他們
誇勝。

伍 在馬太二十七章五十一至五十三節，我們看見基督釘死的功效：
太27:51
太27:52
太27:53

一

看哪，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爲兩半；地就震動，磐石也崩裂；
墳墓也開了，已睡聖徒的身體，多有起來的。
到耶穌復活以後，他們從墳墓裏出來，進了聖城，向許多人顯現。

『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爲兩半』（51上），這表徵神與人之間的間隔除去了，因爲
基督所取之罪的肉體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太27:51上

二

『地就震動』（51中），這表徵撒但背叛的根基動搖了。
太27:51中

三

…磐石也崩裂；

『墳墓也開了』（52上），這表徵死亡和陰間的能力已被勝過並征服了。
太27:52上

五

…地就震動，…

『磐石也崩裂』（51中），這表徵撒但屬地之國的營壘崩潰了。
太27:51中

四

看哪，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爲兩半；…

墳墓也開了，…

『已睡聖徒的身體，多有起來的』（52下），這表徵基督之死釋放人的能力。
太27:52下

…已睡聖徒的身體，多有起來的。

陸 在約翰福音裏，我們看見基督釘死之釋放生命的一面—十九34、36，十二24：
約19:34
約19:36
約12:24

一

惟有一個兵用槍扎祂的肋旁，隨卽有血和水流出來。
這些事發生，爲要應驗經書：『祂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
許多子粒來。

從主被扎肋旁流出的水，是爲著分賜生命，對付死亡，並產生召會—十九34，三14～
15，弗五29～30。
約19:34
約3:14
約3:15
弗5:29
弗5:30

二

惟有一個兵用槍扎祂的肋旁，隨卽有血和水流出來。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
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遠的生命。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體，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召會一樣，
因爲我們是祂身體上的肢體。

主耶穌如同一粒麥子落在地裏死了，好爲著召會產生許多子粒—約十二24。
約12: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
結出許多子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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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骨頭是主復活生命的象徵，這生命是甚麼都不能毀壞的；這就是用以產生並建造召會
的生命—十九36。
約19:36

這些事發生，爲要應驗經書：『祂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

柒 十字架把我們引到基督的身體—林前一18，十二12～13、27：
林前1:18
林前12:12
林前12:13
林前12:27

一

因爲十字架的話，對那正在滅亡的人爲愚拙，對我們正在得救的人卻爲神的大能。
就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身體上一切的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體，基督
也是這樣。
因爲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或希利尼人，是爲奴的或自主的，都已經在一位靈裏受浸，成
了一個身體，且都得以喝一位靈。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體，並且各自作肢體。

十字架是在身體的範圍裏作工—羅六6，八13，十二4～5：
羅6:6
羅8:13
羅12:4
羅12:5

知道我們的舊人已經與祂同釘十字架，使罪的身體失效，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
僕，
因爲你們若照肉體活着，必要死；但你們若靠着那靈治死身體的行爲，必要活
着。
正如我們一個身體上有好些肢體，但肢體不都有一樣的功用；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裏是一個身體，並且各個互相作肢體，也是如此。

1 十字架的工作是達到基督的身體，並且終極完成於基督的身體—林前一18、23，二1
～2，十二12～27。
林前1:18
林前1:23
林前2:1
林前2:2
林前12:12
林前12:13
林前12:14
林前12:15
林前12:16
林前12:17
林前12:18
林前12:19
林前12:20
林前12:21
林前12:22
林前12:23
林前12:24

因爲十字架的話，對那正在滅亡的人爲愚拙，對我們正在得救的人卻爲神的大
能。
我們卻是傳揚釘十字架的基督，對猶太人爲絆腳石，對外邦人爲愚拙；
弟兄們，從前我到你們那裏去，並沒有照着高超的言論或智慧，對你們宣傳神
的奧祕。
因爲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這位釘十字
架的。
就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身體上一切的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
體，基督也是這樣。
因爲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或希利尼人，是爲奴的或自主的，都已經在一位靈裏受
浸，成了一個身體，且都得以喝一位靈。
身體原不是一個肢體，乃是許多肢體。
倘若腳說，我不是手，所以不屬於身體，它不能因此就不屬於身體。
倘若耳說，我不是眼，所以不屬於身體，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屬於身體。
若全身是眼，聽覺在那裏？若全身是聽覺，嗅覺在那裏？
但如今神照着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置在身體上了。
若都是一個肢體，身體在那裏？
但如今肢體是多的，身體卻是一個。
眼不能對手說，我不需要你；頭也不能對腳說，我不需要你。
不但如此，身上肢體似乎較爲輭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身上肢體我們以爲比較不體面的，就給它加上更豐盈的體面；我們不俊美的肢
體，就得着更豐盈的俊美；
至於我們俊美的肢體，就不需要了。但神將這身體調和在一起，把更豐盈的體
面加給那有缺欠的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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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12:25
林前12:26
林前12:27

免得身體上有了分裂，總要肢體彼此同樣相顧。
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
一同歡樂。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體，並且各自作肢體。

2 十字架的工作不僅將我們帶進身體，並且身體也成爲十字架作工的範圍—西一20，
三15。
西1:20
西3:15

二

並且旣藉着祂在十字架上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祂叫萬有，無論是在地上
的、或是在諸天之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
又要讓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裏作仲裁，你們在一個身體裏蒙召，也是爲了這平
安；且要感恩。

沒有十字架，我們就無法在基督的身體裏往前—弗二16：
弗2:16

旣用十字架除滅了仇恨，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在一個身體裏與神和好了；

1 十字架挖去我們天然的生命、我們自己的活動以及任何不相稱的生長—太十六24～
26。
太16:24
太16:25
太16:26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否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並跟從
我。
因爲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喪失魂生命；凡爲我喪失自己魂生命的，必得着
魂生命。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賠上自己的魂生命，有甚麼益處？人還能拿甚麼換自己的
魂生命？

2 身體的生活和工作，需要嚴厲的對付肉體，這樣的對付需要對基督的十字架有深刻
的認識—加五24。
加5:24

但那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都釘了十字架。

3 身體的限制會取去我們的自由，把我們推到十字架—羅十二3，林後十13～15，弗四
7、16。
羅12:3
林後10:13
林後10:14
林後10:15
弗4:7
弗4:16

我藉着所賜給我的恩典，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乃要照着
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度量，看得清明適度。
我們卻不要過了度量誇口，只要照度量的神所分給我們尺度的度量誇口，這度
量甚至遠達你們。
我們並非過度伸展自己，好像達不到你們，因爲在基督的福音上，我們是最先
來的，甚至遠及你們。
我們不憑別人的勞碌過度誇口，但盼望隨着你們信心的增長，照着我們的尺
度，因着你們得以豐盛的擴大，
但恩典賜給我們各人，是照着基督恩賜的度量。
本於祂，全身藉着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
得以聯絡在一起，並結合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裏把自己建造
起來。

4 神在我們身上的一切對付，都是爲著身體來豫備我們；祂在我們裏面的一切工作乃
是清除的過程，好叫我們能成爲基督身體盡功用的肢體—羅六6，八13，十二4～8。
羅6:6

知道我們的舊人已經與祂同釘十字架，使罪的身體失效，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
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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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8:13
羅12:4
羅12:5
羅12:6
羅12:7
羅12:8

因爲你們若照肉體活着，必要死；但你們若靠着那靈治死身體的行爲，必要活
着。
正如我們一個身體上有好些肢體，但肢體不都有一樣的功用；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裏是一個身體，並且各個互相作肢體，也是如此。
照着所賜給我們的恩典，我們得了不同的恩賜：或申言，就當照着信心的程度
申言；
或服事，就當忠於服事；或作教導的，就當忠於教導；
或作勸勉的，就當忠於勸勉；分授的，就當單純；帶領的，就當殷勤；憐憫人
的，就當甘心樂意。

5 如果我們天然的生命受十字架的對付，如果我們順服基督的元首權柄，活出身體的
生命來，我們就有聖靈的膏抹，並享受身體的交通—西一18，林前十16。
西1:18
林前10:16

祂也是召會身體的頭；祂是元始，是從死人中復活的首生者，使祂可以在萬有
中居首位；
我們所祝福的福杯，豈不是基督之血的交通麼？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是基督
身體的交通麼？

捌 我們在基督徒生活中雖然隨處都碰著十字架，但是當我們來到神建造中心的祭
壇這裏時，還要對十字架有特別的經歷—結四三13～18：
結43:13
結43:14
結43:15
結43:16
結43:17
結43:18

一

來到中心的祭壇，乃是認識我們一切的所是並所有都在十字架這裏了結了—羅六6。
羅6:6

二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並
且我如今在肉身裏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裏，與祂聯結所活的，祂是愛
我，爲我捨了自己。

當我們經過十字架時，我們的肉體、舊造、己以及天然的人同天然的生命，都會受到
對付—六14。
加6:14

四

知道我們的舊人已經與祂同釘十字架，使罪的身體失效，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
僕，

在我們與主的交通中，我們被帶到一個地步，確定的摸著十字架，感覺到神不再讓我
們憑天然的人活著—加二20。
加2:20

三

以下量祭壇，是以肘爲度。（這肘是一肘零一掌。）底座高一肘，邊寬一肘，四圍起
邊高一掌；這是壇的座。
從地上底座的頂到下層磴臺的頂，高二肘，邊寬一肘；從小磴臺到大磴臺，高四肘，
邊寬一肘。
壇上的供臺，高四肘；有四角從供臺向上突起。
供臺長十二肘，寬十二肘，四面見方。
大磴臺長十四肘，寬十四肘，四面見方，四圍起邊高半肘，底座四圍的邊寬一肘，臺
階朝東。
祂對我說，人子阿，主耶和華如此說，建造祭壇，爲要在其上獻燔祭並灑血，造成的
日子，定例如下：

但就我而論，除了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別無可誇；藉着祂，就我而論，世
界已經釘了十字架；就世界而論，我也已經釘了十字架。

這就是經歷十字架—宇宙的中心—太十六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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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16:24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否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並跟從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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