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召会生活＃4
交通—召会生活的实际（诗歌：533）
Ⅰ．正如人的身体里有血液循 Ⅱ．“神是信实的，你们乃是为祂所召，进入了祂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林前1:9）：
环，基督的身体里也有一个循 Ａ．神已经呼召我们进入祂儿子的交通，使我们可以分受基督，有分于祂，并享受祂作神赐给我们的分。
环，这个循环新约称之为交
Ｂ．神已经呼召我们进入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交通，有分于祂；所有的信徒都当专注于祂，不被任何有恩赐的
通；这交通就是召会生活的实 人、过分强调的道理或特别的作法所岔开。
际：
Ｃ．基督自己就是神呼召我们进入的交通：１．基督是我们的分，这位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交通，一点不差就
Ａ．交通是一同参与，共同分 是包罗万有之基督那活的人位。２．蒙召进入了耶稣基督的交通，就是蒙召进入了祂里面，因为祂自己就是
享；所以，交通乃是团体的参 那个交通。３．我们蒙召进入了这人位，并进入了祂的交通—蒙召进入了基督，给我们有分并享受。
与一件事。
４．九节的交通乃是我们有分于基督；那是我们对祂的享受，以及我们对祂的爱好。
Ｂ．交通乃是永远生命的流
Ｄ．基督的交通—奇妙、绝佳的彼此互相的关系—实际上是由那灵完成的；因此，在我们的经历中，子的交
出，并且实际上，就是信徒里 通就是那灵的交通。
面永远生命的流。
E．交通的意思是我们与基督已经成为一：１．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与主成为一灵，是在我们蒙神呼召，
Ｃ．为要有独一的交通，我们必 进入祂儿子的交通之后。』
须凭神圣的生命而活，并在神圣 ２．我们已经蒙召进入一里，在其中我们与祂是一，祂也与我们是一。３．六章十七节的“联合”是一章九
的生命里（不在我们天然的生命 节“交通”的同义辞；联合事实上就是交通。４．每当我们与主成为一灵，我们就在基督的交通里，
里）行事为人。
我们也经历祂这位包罗万有者。
Ｄ．在使徒的交通里与三一神 Ｆ．交通是指我们享受基督和祂的一切所是，祂也享受我们和我们的一切所是：１．我们已经蒙召进入一种彼
有交通，乃是放下我们个人的 此互相里，我们在其中享受神儿子的所是，祂也享受我们的所是。２．这个交通含示奇妙的、宇宙的、彼此的享
利益，联于使徒和三一神，为 受—我们对三一神的享受，三一神对我们的享受，以及信徒彼此之间的享受。
着完成神的定旨。』
Ⅲ．交通与一有
Ⅳ．十字架的经历加深垂直与平面这两面的交通，也使我们认识身体的生命，并活在身 Ⅴ．众召会中间的交通，乃是基督身体的交通：
关：
体的交通中：Ａ．我们需要经历十字架，好加深我们对神圣交通的经历：１．没有十字 Ａ．主的恢复是基于这真理：基督只有一个身体，并且这身
Ａ．身体里这个神 架，我们的交通是肤浅的；只有十字架能除去神圣交通的许多障碍，并加深我们与主并 体彰显为众地方召会。
圣生命的交通、循 与彼此的交通。２．交通释放我们，借着十字架使我们脱离有罪的己；没有十字架，我 Ｂ．因着灵是一位，所以只有一个身体，在身体里也只有一
个生命的循环；这循环就是基督身体的交通。』
环，使身体的众肢 们就不会从己得着释放和自由，我们就无法有真正的交通。
Ｃ．基督身体里的交通乃是那灵的循环、流通；当那灵在基督的
体成为一。
３．主在马太十六章二十四节用“他的十字架”这辞，指明我们每个人都有十字架特别的一
身体里循环时，神性、人性、基督的身位、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
Ｂ．这个一称为
分，为要除去我们这个人：ａ．背十字架就是否认己，把己置于死地，一直将基督的十字架应 活都在循环。
那灵的一，也是
基督身体的一。 用于己。ｂ．我们这么容易被人得罪，因为我们对自己很敏感；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强的己，就 Ｄ．地方召会乃是基督独一身体的一部分，而在宇宙一面，身
Ｃ．只要我们有 不会被别人得罪。ｃ．如果我们有很强的己，被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得罪，我们就无法有真实 体的交通乃是一；在交通中没有分离：１．任何一个召会或区
域都不应该与身体的交通隔离。２．任何一个召会或区域从
神圣的生命在我 的交通；为要有平面的交通，我们需要否认自己。
基督的身体隔离自己的结果，乃是黑暗、混乱、分裂和死
们里面涌流，我 B．十字架的经历带我们进入基督身体的交通：
亡。
们就在这一里； １．十字架对付我们的肉体、己和天然生命，使我们得以在实际上认识身体的生命。２．如果
Ｅ．每当我们来到主的桌子前，我们是来实行身体的交通：
这一是基督身体 我们的肉体、己和天然生命受了十字架的对付，如果我们顺服基督的元首权柄，并活出身体的 １．主的桌子是一个见证，说出我们这些属于基督的人乃是一：
的一，也是众圣 生命来，我们就会享受身体的交通。』
ａ．我们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17
徒中间的一。
３．我们和元首的关系是顺服，而我们和身体的关系是交通：
节）。ｂ．我们有分于基督，就将我们构成为祂的一个身
Ｄ．这独一的交 ａ．交通，就是承认我们自己有限，承认我们自己不够；交通，就是甘心乐意接受别人所有的 体。
通乃是基督身体 来当作自己所有的。ｂ．交通就是承认我们需要身体。ｃ．乃是我们的肉体、己和天然生命受 ２．我们若与身体的交通隔离，就没有资格有分于主的身
真正的一，作为 了对付之后，我们才能活在身体里面，才有身体的交通；否则，我们看不见交通的紧要。
体，因为在主的晚餐中，桌上的饼象征整个基督的身体。
信徒在基督里蒙
Ｆ．在组成基督一个宇宙身体的众召会中间没有组织，却有基督
ｄ．神必须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叫我们没有交通就无法往前。
保守成为一的唯
４．肉体、己和天然生命一受十字架的对付，我们就能知道基督身体的生命，我们就能 身体的交通。
一立场。』
Ｇ．神圣的交通就是活在基督身体里的实际。』
看见交通的紧要，我们没有交通就无法过生活。

2018/2/5-2/11
Overview：
正如人的身体里有血液循
环，基督的身体里也有一
个循环，这个循环新约称
之为交通；这交通就是召
会生活的实际。我们蒙召
进入了主耶稣基督的交
通。借着交通，我们与成
为一。十字架的经历加深
垂直与平面这两面的交
通，也使我们认识身体的
生命，并活在身体的交通
中。众召会中间的交通，
乃是基督身体的交通。每
周当我们来到主的桌子
前，我们是来实行宇宙身
体的交通。

第一日：
约一1:3 我们将所看见并听见的，也传与你们，使你们也可以与我们有交通；而且我
们的交通，又是与父并与祂儿子耶稣基督所有的。
7 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祂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
切的罪。
第二日：
林前1:9 神是信实的，你们乃是为祂所召，进入了祂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
30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这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别和
救赎，。
第三日：
林前10:16 我们所祝福的福杯，岂不是基督之血的交通么？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基督
身体的交通么？
6:17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第四日：
太16:24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否认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
从我。
罗6:6 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祂同钉十字架，使罪的身体失效，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
仆，。
加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祂联结所活的，祂是爱
我，为我舍了自己。
第五日：
罗8:13 因为你们若照肉体活着，必要死；但你们若靠着那灵治死身体的行为，必要活
着。
12:5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各个互相作肢体，也是如此。
第六日：
林前12:12 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身体上一切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
身体，基督也是这样。
13 因为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或自主的，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浸，
成了一个身体，且都得以喝一位灵。

《申言稿》

经历①：基督的身体，有交通这个生命的循环
交通这辞非常深奥。我不信有什么基督教教师或解经家，能把这辞的意义
说透。交通不单指你和别人之间的来往，也指有分于那个人；不仅如此，交通
更是指我们与基督已经成为一，也就是说我们享受基督和祂的一切所是，祂也
享受我们和我们的所是。结果，不仅有互相的来往，并且在每一方面都是彼此
互相的。基督的一切所是都成了我们的，我们的一切所是也都成为祂的。我们
都已经蒙神呼召，进入我们和神儿子之间这样彼此互相的关系里。
交通与一有关。正如人体的血液循环，使身体所有的肢体成为一；同样，
基督身体里神圣生命的交通，也使身体成为一。……这神圣的生命有一个循
环；也就是说，这个神圣的生命在我们众人里面循环。身体里这个神圣生命的
循环，使众肢体成为一。这个一称为那灵的一，也是身体的一。只要我们有神
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涌流，我们就在这一里；这一是身体的一，也是众圣徒中
间的一。
中高中生篇
正如人的身体里有血液循环，基督的身体里也有一个循环，这个循环新约
称之为交通；这交通就是召会生活的实际。
“神是信实的，你们乃是为祂所召，
进入了祂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林前 1:9）
。
你应该与主耶稣，与弟兄姊妹有交通，像血液沿着身体中流动一样，交通
中必须有生命的流动。人的身体的生命，在于血液的循环。同样基督的身体里
有交通这个血液的循环。如果你在内里，没有感觉到这个血液的循环，生命的
交通的流动，你可以借着认自己的罪、缺点、软弱、不信等，恢复生命的交
通。
约一１：7 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祂儿子耶稣的
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8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
里面了。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你要在交通中认自己被光照的罪，维持属灵血液的循环。在召会生活中，你的往
前，不是只在于你自己的奋斗。譬如你应该努力学习。你如果在与主和与弟兄姊妹
的交通中的话，因为有在交通中丰富的供应，你就能与主的恩典一起努力学习。用
这样的方法学习的话，你的优点会更加提升，短处能慢慢被克服。譬如你擅长数
学，不擅长英语。对于不擅长的英语，怎么也没办法改善。这个和你的挑挑拣拣也
有关系。在主的生命的交通中，有除去挑挑拣拣的十字架的果效，也有忍耐力和理
解力等必要能力的供应。血液的循环供应你需要的氧气和营养成分，除去不必要的
二氧化碳和废物。愿你在生命的交通中，做包括应试学习的学生生活的所有的事，
被并祝福。

经历②：学习成为基督身体的健康功用的肢体
我们之所以批评别人，许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对自己太敏感，对自己太有
感觉。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强的己，就不会被别人得罪。许多时候我们批评别
人，因为我们被得罪了。我们被得罪，因为我们对自己太敏感了。我们期望每
一个人都照着我们的想法，正确地对待我们。如果有人没有照我们的看法好好
对待我们，我们就会被得罪。然后，迟早会有批评出自我们口中。
我们需要经历十字架，好加深我们对神圣交通的经历。我们的天然的生命
如果没有受对付，就不能有交通。乃是我们天然的生命受了对付之后，我们才
活在身体里面，才有交通。
凡真正认识什么是基督的身体的人，自然而然不会与众寡合，自然而然觉
得自己靠不住，自然而然觉得自己软弱得很，自然而然与神的众儿女有交通。
总得有一天，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叫我们看见，没有交通就无法走前面的
路。神要给我们看见，一个人不能的，在交通里就能。
我们如果真看见身体的生命，我们也就看见在神的家里有约束，我们在那里
不能随便活动。同时，我们如果有了那一个身体的生命，我们就自然而然与神的
儿女有交通，就宝贵交通，就不觉得交通是一个重担。神的儿女如果不知道什么
叫作神的家，也就不能与神的儿女有交通。所有不会重看别的弟兄的人，不会把
人当有的尊敬、当有的称赞、当有的地位给人的人，都因为没有看见神的家。如
果我们自己天然的生命受过对付，真知道什么叫作身体的生命，就会学习宝贵别
的弟兄，就会在聚会里摸着生命，得着帮助。
在职青年篇
请你学习成为基督身体的健康功用的肢体。为此需要从自己的特异性，自己
的喜好等偏好中被拯救出来。譬如你是个很敏感的人，极其害怕被别人批评。其
结果，你工作的方法，就是以“不失败”为目标。但是，这样的工作方法会妨碍
你在职生活的成功。因为，职场的成功乃在于是否抓住重点，有的放矢有关，是
否在细节上出错是其次的问题。一般来说，日本人有这样的倾向，这也成为了当
今日本人在职业上失败的很大的原因。
另外，你需要从个人主义中被拯救出来。不仅是特异性限制了你的能力，个
人主义也会妨碍你的能力与成功。个人主义的人认为，项目的成功以及其原因几
乎都是在于自己。还有失败与其理由几乎都是在别人。缺乏客观的看待事物的能
力，以及尊重他人的能力。
在召会生活中，如果能够学习配搭，从特异性和个人主义中被拯救出来，在公
司中也能够与项目成员一同正确地彼此合作工作。这样看来，在召会生活服事中
所学到的，能够培养你为着在职生活成功的重要的素质（成功的能力・特性）。
哈利路亚！召会生活可以丰富你的人性，拔高为着你成功的各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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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祈りーその意義
とわのいのち、まじわりを、
霊のまじわり、霊もたらす。
神聖ないのち、分与されて、
主の霊わが霊、ともに生く。
交流もたらす、霊のいのち、
めぐみ得さす、霊の交りゅう。
いのちの大能、交流得させ、
霊の交流には、ひかりあり。
血のきよめは、交流たもち、
内面のあぶら、交流得さす。
十字架通して、交流ふかめ，
霊の運行にて、交流，更新す。
交流にてわれ、自由はなれ、
交流にてわれ、かみに入る。

#533 里面生命的各方面─生命的交通
1. 永远生命带来，生命的交通；
在灵里的交通，使灵来推动。
2. 永远生命赐给，神圣的交通；
如此主灵与我，灵里同行动。
3. 乃是灵里生命，带来这交通；
在灵里的交通，使我蒙恩宠。
4. 藉着生命大能，能正确交通；
在灵里的交通，带我到光中。
5. 藉血外面洗净，交通得维持；
藉膏里面涂抹，交通能充实。
6. 藉着十架工作，交通得加深；
藉着圣灵运行，交通得更新。
7. 这一生命交通，使我脱自己；
这一生命交通，带我进神里。

Hymns,#737
Various Aspects of the Inner Life
- The Fellowship of Life
１． Life eternal brings us Fellowship of life,
Fellowship in Spirit, Saving us from strife.
２． Life eternal give us Fellowship divine;
Thus the Lord as Spirit May with us combine.
３． It is life in Spirit Brings this fellowship;
Fellowship in Spirit Doth with grace equip.
４． We, by life's enabling, Fellowship aright;
Fellowship in Spirit Brings us into light.
５． By the outward cleansing, Fellowship we
keep;
Inwardly anointed, Fellowship we reap.
６． Fellowship is deepened Thru the cross of
death;
Fellowship is lifted By the Spirit's breath.
７． Fellowship will free us From our sinful self;
Fellowship will bring us Into God Himself.

補充本 310
過去二十世紀とおし、千万の貴ちょうないのち、
こころのたから、高貴な地位、
かがやかしぃ前途、
主-イェ-スに、「無駄づ-かい」されてきた。
主を愛すものに、主は愛らしく、
すべてさ-さぐ、さぐにふさわしいかた。
主にそそいだのは、無駄でない、
香-ばしぃあかし、甘き主 あかしす
主にそそいだのは、無駄でない、
香-ばしぃあかし、甘き主 あかしす
补充本,#337
已过二十世纪以来，千千万万宝贵的性命，
心爱的奇珍、崇高的地位
以及灿烂的前途，
都曾“枉费”在主耶稣身上。
对这些爱主的人，祂是全然可爱，
祂是全然可爱，配得我们献上一切。
我们浇在主身上的 不是枉费，
乃是馨香的见证，见证祂的甘甜。
我们浇在主身上的 不是枉费，
乃是馨香的见证，见证祂的甘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