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 經 Scripture
歌羅西書 Colossians 1：14~19
14 我们在爱子裏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15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 神的像、是
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16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
造的、又是为他造的．17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18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元始、是從死裏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19 因为父喜欢叫
一切的丰盛、在他裏面居住。
14 in whom we have redemption, the forgiveness of sins.15He is the image of the invisible
God, the firstborn over all creation.16 For by him all things were created: things in heaven
and on earth, visible and invisible, whether thrones or powers or rulers or authorities; all
things were created by him and for him. 17 He is before all things, and in him all things
hold together.18 And he is the head of the body, the church; he is the beginning and the
firstborn from among the dead, so that in everything he might have the supremacy.19 For
God was pleased to have all his fullness dwell in him,
歌林多前書 1Corinthians 12：14~26
「身子原不是一個肢體，乃是许多肢體。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
它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它也不能因此
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從那裏听声呢？若全身是耳，從那裏闻味呢？但如今
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個肢體，身子在那裏呢？但
如今肢體是多的，身子却是一個。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 你；头也不能对脚说：
我用不 你。不但如此，身上肢體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體，我们
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 俊美。我们俊美的肢體，
自然用不着 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體，免得身上
分门别类，总要肢體彼此相顾。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
肢體得荣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乐。」
12:14 Now the body is not made up of one part but of many.15 If the foot should say,
"Because I am not a hand, I do not belong to the body," it would not for that reason cease
to be part of the body. 16 And if the ear should say, "Because I am not an eye, I do not
belong to the body," it would not for that reason cease to be part of the body. 17 If the
whole body were an eye, where would the sense of hearing be? If the whole body were an
ear, where would the sense of smell be? 18 But in fact God has arranged the parts in the
body, every one of them, just as he wanted them to be. 19 If they were all one part, where
would the body be? 20 As it is, there are many parts, but one body 21The eye cannot say to
the hand, "I don't need you!" And the head cannot say to the feet, "I don't need you!" 22 On
the contrary, those parts of the body that seem to be weaker are indispensable, 23 and the
parts that we think are less honorable we treat with special honor. And the parts that are
unpresentable are treated with special modesty, 24 while our presentable parts need no
special treatment. But God has combined the members of the body and has given greater
honor to the parts that lacked it, 25 so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division in the body, but
that its parts should have equal concern for each other.12:26 If one part suffers, every part
suffers with it; if one part is honored, every part rejoices with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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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教會（基督身體）裏的三大原则
講員–劉漪萍弟兄
信息綱要
一、我和元首(基督)的關係——顺服：基督徒奉献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作一個顺服
主的人，我不愿意作一個自由自在的人，我也不愿意作一個违背權柄的人。活在基
督身體裏的头一個原则，就是服在元首的權柄底下。身體的存在，身體的运用和身
體的活动，都是在乎權柄。甚麽时候权 在我们身上沒有它的地位，这一個身體是
瘫的。甚麽地方有生命，甚麽地方就有權柄。我们想拒绝權柄而接受生命，是不可
能的事。所有满有生命的人，必定是顺服權柄的。不可能我的手有生命而拒绝头的
支配。我的手所以是活的，因为头能支配它。活的意思，就是元首能主使它，元首
能运用它。所以，每一個肢體活在身體上的第一個原则就是顺服元首。你如果没有
受对付到一個地步作一個顺服的人，那你所懂得的身體不过是一個道理，不是一個
生命。总得神把你血气的生命对付了，叫你看见顺服元首是一件有福的事…我们 当
追求顺服；我们在许多地方寻找机会叫我们能长进，寻找 会叫我们能圣洁，寻找
机会叫我们能公义，我们也得在神面前寻找 会来顺服。
二、我和身體(教会)的關係——交通我们和元首的關係是顺服，我们和身體的關係
是交通。在神的儿女中，交通这件事是一個事实，也是一個需要。基督的身體的生
命就在乎交通，没有交通就变作死亡。甚麽叫作交通？就是我得看其他肢體的帮
助。比方：我是一個口，我会说话；但是，我需要耳朵的交通，才能听见；我需要
眼睛的交通，才能看见；我需要手的交通，才能拿东西；我需要脚的交通，才能走
道路。所以，交通就是我接受别人所有的特点，我接受别人所有的当作我所有的。
许多神的儿女都有同样的經歷。不只是一次两次并且是多次。 我们自己的情形
来说是软弱的，但是神把我们带过去了。怎样带过去的呢？因为在基督的身體上有
互相的供应，有人在那裏祷告说，愿意神施恩给神的众儿女，有生命從另外一個肢
體流到你身上来，所以你没有倒下去。身體上的生命，会流通到你的身上来，把你
带过去。所以我们要看见，我们是靠 身體的生命活 ，不是单靠 自己的生命活 。
三、 我和肢體的關係——服事：如果看见了身體的生命是交通的，是互相供应的，
也就要看见，我们在神面前不应当只作一個消耗生命的人，也要作一個供应生命的
人。如果基督身體裏供应生命的肢體不够多，而要得生命供应的肢體却过多，那麽
身體的力量就要坍下去。所以我们特别应当为 别人祷告。神要用你这一個祷告，
将生命供应其他的肢體。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就有生命流通到他们身上去。 这
不只是受苦和快乐的问题，这是生命的问题。有的人是能将生命供应身體，有的人
是從身體那裏得 生命。我们两方面都得有。我们的的確確需要身體生命的供应，
我们也需要用生命供应身體。我们一面因交通得 身體的供应，一面要以肢體的地
位供应别人。我们不是把身體当作一個道理，当作一種说法；我们说，基督的身體
是一個绝对的事实，神的众儿女互相联络作肢體是一個绝对的事实。所以我们要甘
心乐意接受别人的帮助，所以我们要追求帮助别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服在主的權柄之下，我们要享受身體的生命，同时也要供应生命，这是
我们活在基督身體裏的叁个大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