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篇 借着魂的变化而在生命里长大， 

为着身体的建造 

圣徒们，我们来到这次特会的结尾。陈实弟兄原先应该释放这篇信息，因着健康的

缘故，他不能和我们在一起。他人还好，请在祷告中记念他。然后也请你们为 Ed 弟兄

和 Ron弟兄祷告。因为我们是并没有期待，期望原来是要释放这篇信息，盼望主借着我

们来说话。 

这篇是非常好的纲要，也非常好的重点，这是为着身体的建造，新妇的预备，把基

督带回来所预备的一篇信息。你可以看见这一篇的篇题是借着魂的变化而在生命里长

大，为着身体的建造，为着身体的建造。圣徒们，我愿意这么说，当我们进到纲要里的

时候，我们会看见变化的定义，我们能被变化的路，并且变化的目的。变化的目的，变

化的路，以及变化的目标。圣徒们，关于这些辞是非常令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其实这

个生命的长大就是我们魂的变化，而生命的长大也就是身体的建造。把我们所有生命的

长大加在一起，就是身体的建造，而真正生命里的长大就是我们魂的变化。若我们里面

没有生命的长大，若我们的魂没有变化，那就是说若是没有魂的变化，也就没有身体的

建造。若是没有身体的建造，也就没有新妇的预备。若没有新妇的预备，基督也就不能

回来。这是非常关键的信息。我们必须把自己交给这个魂的变化，并且在生命里长大，

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作为这一个新人。这就是我们在生命长大，魂的变化的目的。 

我们来到第一大点。 

壹 我们灵的重生是一刹那发生的，我们身体的得荣是眨眼之间发生

的（林前十五 51～52），但我们魂（心思、情感和意志）的变

化是漫长的过程，是我们必须经过的长“隧道”： 

第一大点是说我们魂的重生是一刹那发生的，这是不是太美妙了？你一相信主耶

稣，呼求祂的名，你一刹那之间就重生了。我们身体的得荣是眨眼之间发生的。这是多

快啊？你知道，你看不见我眨眼是有多快，但那真是快的不得了。我们身体的得荣是眨

眼之间发生的。所以你有一刹那的重生，眨眼之间的得荣，这是为着我们的得荣耀。基

督教最好的教导乃是教导这两件事。你重生了，但是很不幸的，他们说你重生得着了一

个新的生命之后，你要一直等，等到你的被提。有的时候，车子上面贴了一个标志，说

小心被提之后，这个车上将无人，无人驾驶了，被提了。 

请听，除非我们经过一个漫长变化的隧道的过程，就不会有被提。这里有一个“但”，

但我们魂，心思、情感、还有意志的变化是漫长的过程，是我们必须经过的长隧道。所

以变化是一个一天之久，一生之久漫长的过程。我在匹兹堡长大，你从机场，到匹兹堡

的机场，你要进到很长的隧道，你要开到机场这个隧道相当的长，你开过这个隧道的末

了，突然之间，就有一座城出现在你面前。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这就令你惊讶，甚至

惊吓到了，吓到了。哇，这个隧道末了是一座城在你眼前。在这里，我们不是要去到一

座城，在这个过程里，我们是要成为新耶路撒冷，借着经过变化的隧道，我们就要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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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为新耶路撒冷。我们多多少少是在这变化的隧道之中，惟有主自己知道我们在这个

隧道里是在哪一个阶段。 

一 我们属灵的生命是由重生开始的；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呼求祂名的时候，

祂这赐生命的灵就进入我们灵里，并重生了我们的灵；从此以后，三一神

便内住于我们的灵；于是，我们在灵里就与祂是一——约三 6，一 12～13，

罗十 12～13。 

第一中点，我们属灵的生命是由重生开始的；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呼求祂祂名的时

候，祂这赐生命的灵就进入我们灵里，并重生了我们的灵。那从灵生的就是灵。祂重生

了我们的灵。从此之后，以后，三一神便内住于我们的灵，于是，我们在灵里就与祂是

一。这是奇妙的好消息，在灵里我们是与祂是一。 

二 现今祂需要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的魂里；祂这赐生命的灵扩展到我们的

魂里，并浸透我们的魂时，我们就被变化了——林后三 16～18，罗十二 2： 

第二中点就说现今，我要把“现今”这个辞圈起来，现今祂需要扩展，我们需要为

这个扩展祷告。你需要在我里面作这个扩展的灵，就是要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的魂里。

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从我的灵扩展到我的魂里。”我们需要天天有这样的祷告。

甚至今天早上的聚会，如果你坐在这里，主没有更多从你的灵里扩展到你的魂里，就太

可悲了。我们需要祷告，“主啊，从我的灵扩展到我的魂里，甚至在这个聚会里，甚至

一天又过一天的扩展。”祂这赐生命的灵扩展到我们的魂里，并浸透我们的魂时，我们

就被变化了。这个浸透是个很大的辞。这个浸透就是使基督扩展到我的魂里。这个渗透

就是变化。 

1 变化就是我们的魂被三一神浸透。 

为着我们魂的浸透，被三一神的浸透，赞美祂！ 

2 重生是在我们灵里的出生，变化是在我们魂里的浸透。 

圣徒们，我们需要日常的变化，我们也需要日常魂里的浸透。 

三 变化乃是一种新陈代谢的改变；变化不是外面的改变或更正，乃是神的生

命在信徒里面新陈代谢的作用，产生外面的显出。 

第三中点的点非常关键。变化乃是一种新陈代谢的改变，变化不是外面的改变或更

正，乃是神的生命在信徒里面新陈代谢的作用产生外面的显出。 

圣徒们，我们在这里所要谈主要的经节就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这里说到，我

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象镜子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主

同样的形像，在这里就渐渐变化成为与祂同样的形像，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

成的。所以这一个变化乃是一个新陈代谢的改变，不是一个外在的更正，外在的改变，

乃是这个在信徒里面神圣生命的成分起了新陈代谢的改变，使我们里面的性质变质，更

使我们外面的形像变形，显出外在的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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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喜欢用新陈代谢这个辞的时候，我们要说到的是属灵的新陈代谢。新陈代

谢要发生就需要吃一些东西，喝一些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都需要吃喝主耶稣，

好使属灵的新陈代谢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发生。新陈代谢包括三件事，第一，新陈代谢所

包括的就是供应新的元素，供应新的元素。那新的元素就是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来把

这个新的元素供应给我们，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以新的元素取代旧的元素。

当你有新元素的供应，就取代了旧的元素，所以新元素取代旧元素。你的旧元素是不是

需要被基督的新元素所取代呢？我们在这里就看见用新元素取代旧元素。第三方面就

是，我们就是旧元素的排出或者除去，好使新的东西得以产生。我再说一次，我们有旧

元素的排除或取代，好使新的东西能产生出来。这些新的东西就是有神生命、性情的新

造。我们乃是借着基督新的元素取代我们旧的元素，用基督来取代之后，并且也除去，

我们天然人所是的旧元素也被排除取代之后，我们就成为了新造。 

我要更进的说到这个新的元素，这新的元素也就是主的荣耀。我们在这里是从一种

程度的荣耀到另外一种程度的荣耀。所以这一个元素就是主的荣耀。我们在这里观看主

的荣耀，就从一种程度的荣耀被变化到另外一种程度的荣耀，主的荣耀在我们里面渐渐

增多。所以这个新元素乃是主的荣耀，其实也就是复活的基督及其所有的丰富，作为包

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内住在我们的灵里。我再重复一次，这个新的元素就是主的荣耀，

其实就是复活的基督及其所有的丰富作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内住在我们的灵里。 

当我们说从荣耀到荣耀的意思，请注意，林后三章十八节说，“从荣耀到荣耀，乃

是从主灵变化成的。”所以从荣耀到荣耀，就是说从主灵到主灵，从荣耀到荣耀就是从

主灵到主灵。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主灵作为丰富的供应，持续不断的被加到

我们里面。所以从荣耀到荣耀，就是从一种程度的荣耀，到另一种程度的荣耀，这就是

从一种程度的主灵到另一种程度的主灵。换句话说，主灵就成为这丰富的供应被加到我

们的里面。一点一滴，一天一天，一时一刻的加到我们里面。当我们早上从这个会场出

去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主灵比进来的时候更多了。要被变化就是有基督加到我们里面来

取代我们的所是，好使基督能扩增，我们天然的生命被缩减。所以我再说，在基督里被

变化，就是把基督加到我们的所是里面，好使基督扩增，我能缩减，我们天然的生命被

缩减。 

所以在这里我要说一些话，在进到纲要之前会帮助我们看见，在林后三章十五到十

六节里面，每当摩西读这个书卷的时候，这个帕子仍在他的脸上。你知道摩西就是读这

个圣经，当我们读摩西的书信的时候，这个帕子仍然在他们的心上，但是他们的心几时

转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 

这里就说到这个点，我不会请一个弟兄上来，但是这个帕子是干净的，如果我用这

个在一个弟兄身上，也不用担心。好，来举个例子吧，这个手帕，好，我举一个例子。

我的手是我的心，代表我的心。所以主耶稣的脸面就是在我的灵里。每当我们的心转向

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我现在乃是面对面的用我的心来观看主。我的脸就是我的心。

每当我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我们都“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象

镜子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祂同样的形像，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

灵变化成的。”林后四章六节，就是“神的荣耀乃是在耶稣基督的脸（面）上”。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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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跟着这个点，我们在这里所观看的就是祂的荣耀。但是我们在这里观看神的荣耀乃

是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就是在我们的灵里观看耶稣面上之神的荣耀。当帕子被除去的时

候，当我们观看在耶稣基督面上之神的荣耀，在我们的灵里的时候，我们就被变化从一

种程度的荣耀到另外一种程度的荣耀，这是从主灵变化成的。所以主灵在这里被加在我

们里面，乃是一天天，一点一点的加进来，好使主灵能够在我们心里得以增加，你就可

以看见这件事。盼望你们都看得见。 

好，来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面。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说到，我们的心

眼得蒙光照。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心乃是我们真正的脸，我们真正的脸就是我们的

心。主耶稣基督的面就是祂的同在，祂的人位，也就是祂眼的目光的指示。所以当我的

心转向祂的时候，帕子被除去，我就在灵里面对面地观看祂。这是不是太好了？我们能

够面对面，在灵里，以我们回转的心，转向主的心来观看祂。 

圣徒们，我要这么说，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就是几时转，几

时，无论任何时间，任何时间，甚至就是现在，你的心转向主，帕子现在就除去了。主

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有自由。我们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象镜子观看并

返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祂同样的形像，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

这真是太美妙、奇妙的事！ 

我们的心要转向主不是一件小事。我愿意在这里祷告，求主让我们这个房间里每一

个人的心都转向主。愿你里面有个祷告归向主。你甚至觉得你的心在这里没有转，你要

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现在就把我的心转向你。主，我现在就把我的心转向你。”

每一天的开始，你都要说，“主耶稣，我把心转向你。”当你把心转向主的时候，这个

神圣、奥秘、生机的经纶就在你的全人里面发生。你就从一种程度的荣耀被变化到另外

一种程度的荣耀，成为这复活得荣基督的形像一样，也就是从主灵变化成的。这是完全、

绝对再美妙不过的事。 

我要说，我们的心要转向主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是必须在四种的情形里面，我们

的心必须在四种情况。这些年来，这件事很帮助我。我告诉圣徒们说，当然这是从《生

命的认识》这一本书来的。首先，我们的心需要向主是柔软的，我们心的每一寸土都该

交给主，让生命来长大。所以当我们的心完全地转向主，我们的心对祂就是柔软的。我

们需要祷告主说，“主啊，使我们的心向你总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心应当对主是洁

净的。换句话说，我们惟一的目标就是基督的自己。这就是说，我们只有一个目标，那

个目标就是基督的自己。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们在这里乃是早晨要

看见神，所以我们需要心里纯洁的话，就必须以祂为惟一的目标而祷告。所以我们应该

心柔软，这个心是纯净的。我们的心必须满了爱。所以我们的心里必须满了爱，用全心

来爱主。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我们用全心、全魂来爱主。所以和受恩姊妹她说

到一件事，非常摸着我。她说全心、全魂、全力来爱主。她说，“主啊，谢谢你，你在

这里命令了我来爱你。”我们必须用全心来爱主。第四件事，我们的心必须是平安的、

安静的。那就是我们的良心对人对神都没有指责。那就是我们的心对神对人都是有平安

的，有和平的。当我们的心完全转向主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在这四种的情形里：是柔软、

纯净、满了爱，甚至满了平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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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泽全弟兄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分享一句话，深深地摸着我，那是我们在训练的一

个聚会里。他就告诉我说，他经过召会生活的风波，就问了李弟兄一个问题，他说，“李

弟兄，这些弟兄们难道没有看见主的恢复吗？他们没有看见一些东西吗？”李弟兄说，

对陈泽全弟兄说，我不是逐字逐句地引用他的话，乃是大略地这么说。李弟兄是说，“是，

他们的确看见主的事，但他们的心偏离的时候，帕子又回来了。”就是这么简单，弟兄

姊妹。这就指明给我们看，我们的心需要天天、时时的转向主，不要使你的心偏离主，

转向主以外的事。你必须把你的心转向主，好使主恢复的异象能新鲜地留在你的里面。 

贰 信徒若肯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这神圣生命的成分，就得以在他

们里面增多，而起了新陈代谢的改变，使他们里面的性情变质，

更使他们外面的形像变形，就是变得和主的形像相同——林后三

18：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第二大点，信徒若肯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这神圣生命，你是

不是愿意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呢？很好。这神圣生命的成分，就得以在他们里面增多，

而起了新陈代谢的改变，使他们里面的性情变质，更使他们外面的形像变形，就是变得

和主的形像相同。 

一 里面新陈代谢而显于外面的，才是真健康、真美丽——参出二八 2，罗十三

14、12。 

圣徒们，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所要的是基督那真健康

从我们全人里照耀出来，我们也要基督的真美丽从我们里面照耀出来。 

所以圣徒们，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二节说，这祭司的衣裳是为荣耀，为华美。这给

我们看见，基督作为我们的荣耀，基督是我们的华美。荣耀主要是指带着祂神圣属性的

神性；华美主要是指带着祂人性美德的人性。所以我们需要被祂的神性与人性作衣裳，

也就是祂神圣的属性和人性的美德作为我们的衣服。当我们有这样子神圣的属性和人性

的美德的时候，我们就有真健康，就能够活出主耶稣。当我们让祂从我们里面活出，当

祂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的时候，祂就成为我们荣耀、华美的圣衣，还有成为我们的真健康，

真美丽。我们不是象一个化了妆的死尸，尸体。你看这个死尸化得真美丽。不是的，我

们乃是吃主耶稣，喝主耶稣，我们在这里呼吸主耶稣，我们就有主耶稣那个真健康，也

有主耶稣的真美丽，从我们里面照耀出来，好使这一个荣耀与华美就成为我们的圣衣，

衣服。 

罗马十三章十四节，“总要穿上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打算，去放纵私欲。”第

十二节，所以应当穿上光的兵器。我非常宝贝这一个辞句，说到穿上光的兵器，就是我

们要让基督从我们里面活出，借着我们里面活出来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穿上祂，祂也

就成为我们光的兵器，来抵对这个黑暗的世界。这是非常的奇妙。 

二 我们因观看主而变成主的形像，不是我们自修的结果，乃是主灵，就是主

基督在祂复活的时候所变成赐生命之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借着神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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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成分，在我们里面加多而有新陈代谢的改变。 

我这个故事说了好多次，如果没听过的还可以，如果听过，请抱歉我还要再说。这

个弟兄原先是嬉皮，衣服穿起来象霓虹灯一样，总是发得光光亮，没有任何人改变他。

没有人责备他说你不应该这么穿，不应该这么穿那样穿。他们是把我们带到生命的交通

里面，带进这生命的交通之后，他们就在这里吃享呼吸主耶稣。最后，他里面就有一个

新陈代谢的改变，生命就开始在他们里面新陈代谢的有生机的改变。赐生命的灵进到他

的里面，这个旧的元素就被排出，最后他就渐渐成为新造，然后基督的形像就从他的外

面得到彰显出来。在你不注意到的时候，他的衣服就开始改变了，他的毛发越来越短，

最后他看起来就象坐在前排的这个弟兄一样。然后他进到，换驾驶执照的时候，那个人

就把他以前的驾驶照，看他，那个人就看见这个驾驶照，再看他，彼此对照了好几次，

因为看起来象不同的人。我很享受他说的。他就对这个换驾驶执照的说，耶稣作的，这

是耶稣作的。赞美主，我们对我们所有在这个房间的说，是耶稣作的，耶稣作的。 

好，来到第三中点。 

三 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的魂，就在我们里面起新

陈代谢的作用，结果就显于外面；人就要看见，从我们身上所显出来的，

不是我们自己，乃是基督——腓一 19～21 上。 

四 我们必须享受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让这灵在我们里面作工，这就是

变化；我们若是借着心转向主，天天碰着主，让主的成分进入我们里面，

自然就会有新陈代谢在我们里面发生，使我们变化并彰显主，从荣耀到荣

耀——林后三 16～18。 

我们必须享受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让这灵在我们里面作工。我们每天都需要

祷告说，“主啊，求你用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充满我。主啊，在我里面有更深的作

工。”这就是变化。我们若是借着心转向主，天天碰着主，让主的成分进入我们里面，

自然就会有新陈代谢在我们里面发生，使我们变化并彰显主，从荣耀到荣耀。 

圣徒们，第五中点是太棒了，我要你们让这第五中点成为你们的习惯，你们需要活

这个。你们要把它画圈，加线，再把它作成镜框，因为这个会改变的你的一生。好。 

五 我们要被变化，可以凡事和祂谈一谈，商量一下——“应当一无挂虑，只要

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腓四 6： 

第五中点，我们要被变化，可以凡事和祂谈一谈，商量一下。你如果要被变化，要

在凡事上和祂谈一谈，商量一下。这个经节的根据是什么呢？“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

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1 我们有难处只要告诉主；祂就在我们里面，面对面与我们同在——参出三三 11。 

我们有难处只要告诉主。不需要举手，你有问题不需要举手，也不要说阿们，我知

道你们是有问题的，我知道你们有问题。但是你们若有难处只要告诉主，祂就在我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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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请听，祂是面对面地与我们同在，就好象我刚刚举的例子，祂乃是面对面的与我们

同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面对面说话，好象人与同伴说话一般。” 

2 挂虑一来了，我们就要说，“主啊，这挂虑是你的，不是我的；我交给你了，

因为你替我挂虑”；这样，我们就在里面得着主的成分，我们里面就会常常起

新陈代谢的作用；这就是活基督。 

圣徒们，要与主常常对谈，要建立起一个这个习惯，与主不断地交谈、商量。很多

时候我们好象在自动开车一样，我们不与主说话就自动行事了，但是我们需要持续不断

地与主交谈。 

3 不知道这秘诀（腓四 12、6）的人，以为活基督是很难的事；其实我们只要操

练常与主说话，我们自然就会活基督。 

你看见了这里的这些经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说，“我都学得秘诀”，就是他学

得了活基督的秘诀。这个秘诀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和七节，就是“应当一无挂虑，只

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你们的心怀意念” 。圣徒们，这是不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秘诀呢？

这就是活基督的秘诀！让我们操练这个秘诀，就是与主交谈，与祂谈谈，凡事和祂谈一

谈，商量一下。 

好，第三大点，这就是我要分享最后一个大点了。然后 Ron弟兄就是从第四大点开

始。 

叁 真正生命的长大，就是魂的变化： 

一 在十个童女的比喻里（太二五 1～13），主耶稣提到童女的灯和器皿；精明

的和愚拙的，灯里都有油（8），但只有精明的预备油在器皿里： 

在这个比喻里，灯表征我们的灵。所以精明的、愚拙的灯里都有油，他们去在这里

迎接主的时候，有一天我们都需要迎接主，面对祂，那个时候我们灯里是都有油的，但

是问题是在哪里呢？我们器皿里有没有油？这个器皿表征我们的魂，我们需要天天买

油，好使我们不仅在我们的灵，就是灯里有油，甚至我们的器皿，就是我们的魂里也必

须要有油。你需要作精明的童女。我在这里查了“精明”这个辞的定义，精明就是有智

慧，在处理事务的时候是有智慧的。所以每一天买油是实际的，是聪明的，是每一天在

这里魂里得着油是智慧的。所以在这里有常识，所以在这里说真是一个常识，基本的常

识，你要更多让这个扩展的灵能够扩展到你的魂里，这是基本的常识，也是对自我的利

益有非常仔细地守住自己的权益。所以你要守住自己权益、利益最好的路就是要在器皿

里买油。好。 

1 我们需要有两分油：一分为着灯，另一分为着器皿。 

2 凡是得救的人，都有油在灯里；也就是说，我们灵里都有了那灵（箴二十 27）；

不过，我们的器皿（罗九 21、23），我们的魂里有没有一分额外的油，却是一

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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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们是愚拙的还是精明的童女，不在于我们的灵，而在于我们的魂；我们的灵

已经蒙了重生，但我们的魂需要被那灵浸透；我们器皿里需要有额外的一分油。 

圣徒们，当我们面对主的时候，如果器皿里没有额外的油，我们就会在千年国的那

个婚筵里被排在门外。我们在这个房间里，因为我们要作基督的新妇，我们愿意在那一

千年国的婚筵里。因此我们需要付代价天天买油，好使千年国度婚筵的门向我们是敞开

的，我们就能够，那时一千年在祂面前筵宴享受。 

二 这比喻给我们看见，我们既然蒙了重生，就需要变化，也就是需要生命长

大；住在我们灵里的生命，需要扩展到我们的魂里，直到把魂浸透；神圣

之灵的新成分进入我们的魂里，魂就起了生机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生命

长大。 

我愿意说几句话然后就结束了，我们若要买油，买灵，我要说第一件事就是以弗所

书四章三十节，“不要使圣灵忧愁。”那就是不要使圣灵忧愁。如果你不喜乐，就表明

圣灵在你里面不喜乐。不要在日常生活里面使圣灵忧愁。如果你里面有主的笑脸，你的

脸上也就会有笑脸。所以不要在日常生活中叫神的圣灵忧愁。 

这也就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不要在这里销灭那灵。我们需要呼吸那灵，在我们的

功用上不需要销灭那灵。我们有这个聚会给那些三十岁以上的人能够来到麦克风这里。

如果你赶不上了，排不上队，年轻人都冲上来了，我告诉你，三十岁以上的，等一下要

预备好不销灭那灵，不要销灭那灵。在帖撒罗尼迦五章十九节，主说，去，去吧，去吧，

不要说不，不要销灭那灵。 

罗马书八章五节，我们需要照着灵而行。我们的生活行事必须照着灵。诗篇二十三

篇第三节，这就是主在这里牧养我们。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就是，“祂使我的魂苏醒，”

意思就是变化我们的魂，祂乃是借着变化我们，使我们的魂复苏。“为自己的名引导我

走义路”，这意思就是说，祂乃是在这里照着灵行在义路上，为着祂名的缘故。当你照

着灵而行的时候，你就是履行，自然而然履行了这个律法义的要求。所以这就是使我们

走在，引导我们走在义路上，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也就是引导我们照着灵而行，

使我们自然而然地满足律法这义的要求。 

以弗所书六章十七到十八节，以弗所六章十七到十八节，用各样的祷告，祈求，时

时在灵里祷告，要祷读主的话，并且在这事上儆醒，并且在这事上儆醒，要坚定持续。

所以……并尽力坚持，在这事上儆醒。我们在祷告的事上，祷告的生活上需要儆醒，不

要忽略它。要买油最好的路就是要祷告。祷告就是在一切的事上都是与主交谈，跟主谈

一谈，跟主商量一下，在一切的事上，在所有的事上，甚至谈一谈，商量一下。所以祷

告是买油最好的路。所以我们需要时时刻儆醒，并且在这事上尽力坚持。要祷告、祈求

的事上需要儆醒、坚持，使我们能够成为精明的童女，好使我们在一起成为，预备好成

为基督的新妇，把祂带回来。 

所以圣徒们，我再说，这是非常关键的信息，我们需要在生命上长大，借着我们魂

的变化，为着身体的建造，其实这就是新妇的预备，把祂带回来。我们的心为此而跳，

我们的心，我们人生为此而活，这就是主恢复存在的意义，就是我们要成为这一个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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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新妇，能够在地上被建造起来成为一个新人。Ron 在接下来会交通到这个。现在是

轮到 Ron弟兄，赞美主。 

 

我是继续并且进入我们 Ed 弟兄所说到这个第三个大点，真正属灵的经历总是根据

于真理，也必须是根据于真理的。真理简单，简而言之就是神所写出来的话，神所写出

来的话，然而却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开启，也需要有一个准确的打开与陈明。我们愿意读

一段话，这是一段开启、打开的话，来发展、延续 Ed弟兄刚刚所陈明的。 

纲要的这一个参考书籍讲到精明的童女器皿里有油，预备，都是从马太福音二十五

章一到十三节的经节取用出来的。我需要向你们陈明出来，这个话也向我们众人有两方

面的运用。我知道，弟兄们，你们有些人关于这件事，这个比喻的领会或许跟你们之前

所听过的不一样。如果是这样，我简单地请求你们敞开，把这件事带到主的面前。这不

是信仰这个要点的一部分，我们是根据基本的信仰彼此接纳，但是在我们的教导里必须

忠信地把主所教给，所传给我们的教导出来。 

这里十个童女“十”就是表征主要的神的选民，十二是完满的数字，另外两个被提

到是在二十四章末了所提到的，他们那些是活着的，他们有些人是要被提。这十个那个

时候都睡着了，那就是说他们死了。严格来说，这一个比喻是讲到那些已经离去，到主

那里去，过世的圣徒。这十个童女有些是精明的，有些是愚昧的。这不是论到真假信徒，

没有假童女的这件事。一个不信主的人不可能是童女，所以这里都是指的信徒而说。五

这个数字是指到负责任，这一个比喻不是说这个数字是相等的，相同的，就是这数目是

同等的，有同样愚昧、精明的都是同等的。其实啊，这个愚昧的比精明的多得多，她们

都得了重生，在灯里也都有油。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这是箴言二十七章。灯里有油，

就是要在神圣的灵里使你人的灵重生，所以这个神的灵就是你灯里的油，这里器皿就是

你的魂。 

这里有预备好的那一分，额外的一分。所有的信徒在灯里都有油，她们也都过世了，

都死了。她们在两种情形下死去的，她们是永远得救的，她们也都有神永远的救恩，但

是有的人死去的时候是在一个状态、情况下，她们有一个重生的灵，同时也有一个魂是

被灵所浸透的。另外一些愚昧的，她们消耗、浪费了这些机会，甚至在这里荒废了她们

的时光，在魂里并没有油。一般人相信，几乎是一个迷信的观点，那就是对信徒来说一

死百了，解决一切的问题。不管你怎么生活，你的属灵的光景怎么样，错误的想法就是

你死了你就上天堂，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这并不是真实的。这一些童女，她们在这里

被唤醒，就是被复活了，被带到主面前。当她们复活的时候，她们属灵的情形，跟她们

死去的那个情形是完全一样的。所以那些在她们器皿里有油的，那些的魂被那灵所浸透

的，就已经预备好作得胜者，迎接新郎，进到婚筵里去。那一些反而，相反的，没有预

备好的，她们就知道她们有问题，她们就请这些精明的童女把油分一点给她们，但这是

不可能的。目前，我们可以供应灵，把油来浇在金灯台里面。但是到那一天，没有人能

够分油给你们，你那个时候也就没有办法启动你文化里具有的要求，甚至要求，因着救

恩，在这里要求些什么权利。反而在这里，精明的对她们说，不如你自己买吧，自己买

吧。甚至在复活之后，那些在她们的魂里没有被那灵所浸透的，都必须要付代价，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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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候来得着她们在活着的时候所没有得着的。然后愚昧的，主回来的时候，主并不承

认她们，这不是一件，不认识她们，这不是救恩的这件事，乃是关于奖赏的问题，是能

讲到进入这个婚筵的一件事。所以这就是这一个比喻的意义。 

好，讲到两个方向的应用。第一个方向是深深的压在我的心头上，是非常的重的在

我的心头上。或许，这里有个很强的年龄感已经进到主的恢复里，所以年龄感，所以年

龄，就在这里说，我们能不能用这个弟兄？到底他年纪多大，多大年龄，他是不是够年

轻啊？但是我却是为着这两三分钟的时间，专注讲到一个为着年长圣徒的爱的关切，那

就是六十五岁以上的，特别是那些，比我更年长的，你根本不认识，在这里我对于你们

有何等沉重又沉重的负担。我爱你们，我尊重你们，我敬重你们，但我也为你们有深的

关切。 

是的，你们听到李师母，九十五岁，不仅是一个祷告的人，她不仅祷告，她是祷告

的人，她甚至就是祷告的本身，她是活在身体里，活在升天里，在生命中作王，在属灵

的争战里，她被充满，以致到神一切的丰满。但是那不是在她走到人生尽头的两年发生，

乃是数十年前，她就已经进到生命经历的第四个阶段，好使她能够成为这一个时代职事

的一个对称，一个补满。 

来到使徒时代之后，几乎是从所未有成熟的程度，在这里成熟，象这样成熟，正在

成熟的圣徒是非常稀少的。在这个年龄层次的人，数十年来都没有在生命上长大。有的

已经对他的情形麻痹，麻木了，很难说这个话刺透他们。他们在主的生活里面，在召会

生活里都已经因循不前了。但这一个比喻应当唤醒我们，不要在你的器皿里没有油而死

去。你也需要向主祷告，“主啊，求你给我所必要的经历，好使我能在魂里被这个变化

的灵所浸透，在我走完我人生路程之前，作成这事吧。”我看见过主在个人弟兄，某个

弟兄身上答应了这样的祷告，或许他们会进到婚筵里面。但是召会却没有接受到他们所

达到的那个益处。 

对我们来说的第二个应用，就是在纲要的最后一部分，我们要看见，神的目标就是

要建造基督的身体，成为一个新人。有谁能执行神永远的定旨呢？神的定旨不能被一个

小男孩，一个小孩子来成就，也不能借着一百万不成熟的信徒实行，神的定旨只有能借

着一个长成的人来实行出来，来完成。为着这一个长成的人，现今对我们仍是一个异象。

我们有许多人需要在主的手里受压，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放在主的手里，为着建造基督的

身体，成为新人。我们愿意在我们的魂里被浸透，不是说叫我们能够进婚筵就够了，乃

是要神能够在地上得着祂所要的，祂需要一个长成的人。 

若干年前，我收到一系列令人心裂的电子邮件，是身体的一个肢体，一位姊妹的电

子邮件。她经过一些超过她，甚至是在她的这个经历，压迫的经历，三十几岁她就被主

破碎了。对任何姊妹来说，是非常少有的能够在这一个阶段被破碎。那我的祷告现在就

是，在她和象她一样的姊妹们，进到她五十岁之前，她们能够多少有一些的成熟度。照

着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成熟乃是多少是相对的，使我们有一些的成熟度，但是我们渴

望得着更多的成熟。若是象她这样的姊妹，和有一班象这样的姊妹，能够象她一样，能

够有一些的成熟度，好使主给她们余下的四十年，能够牧养、顾到别人，能够祷告，争

战的祷告，能够有这时代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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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确需要在我们的魂里被浸透，被包罗万有的灵来浸透，好实际地来经历 Ed

弟兄所向我们陈明那些实际的点。但是我在这里是先转到年长的圣徒，对他们说一些的

话，有一些很缓慢地，逐渐地在这里往前；很多人却是仍然停滞不前、原地踏步；有的

人呢，情形更糟糕，个性、乖僻，甚至已经不可控制了，己变得更大。乖僻是在这里增

长，甚至是繁茂地长。 

我向你们所陈明的，乃是照着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所说的话，当他在执行他完成

的职事，他在三十六、三十七节这里说，我在众人的血上是洁净的，因为我没有一样避

讳不告诉你们。凡是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你们。所以年长的弟兄姊妹，五

这个数字是负责任的，这个数字，你的第一个责任，就是向这位是又真又活的三一神面

前，要各人亲自，从所未有地向祂献上你的自己，把你的全人向主献上，毫无保留地献

上，放下你奉献之后要发生的事。我告诉你，信实的，有些事要发生，有些事必须要发

生。我不欺骗你们，要不现在发生，就是要在要来的那个时代发生。我完全相信，神是

为着我们的。如果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祂，并且祷告，以身体新人为观点。若我们这么祷

告，主天天在我们里面长大，天天在我里面浸透我。我为着以过所浪费的时间悔改，为

浪费的年日悔改。主谢谢你，你把那蝗虫所吃去的年日现今加倍地归还给我，在这末了

的时刻，余生，我每一天都要算得上数，神有个目标要建造身体作为这一个新人。 

好，我们现在可以继续来看以下的两个点，来到另外一个负担，那是第六大点的负

担。 

肆 林前三章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长。……

你们是神的耕地［农场］，神的建筑。……然而，若有人用金、

银、宝石，木、草、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显

露”——6、9、12～13 节： 

在信徒审判台前那一天都必显露出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都要面对祂，那个

时候火都要试出各人的工作是属于哪一类的工作。但是在这里的点还不是那一件事，在

这里所说的点，就是我们是神的耕地，农场，我们是神的建筑。在农场上植物的生长，

就使他们能够成为金、银和宝石。我们要成为这一些，我们要成为新耶路撒冷。 

一 这些经文给我们看见，变化和生命的长大是相同的事——起初我们是生长

在神耕地上的植物，但最后的结果却变化成为金、银、宝石。 

第一中点，这些经文给我们看见，变化和生命的长大是相同的事。这是关键的。Ed

弟兄，为这事立了根基，在生命上长大就是被变化，要被变化就是在生命里长大，在生

命里长大也就是要有神的元素在我们里面增加，也就是有基督的度量在我们里面扩展，

也就是有那灵在我们里面得着更多的地位，同时也是我们人的元素减少，天然的这个元

素是在十字架这一面被对付了，魂的每一部分都被降服。 

当一个姊妹在会场里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有擘饼聚会的时候，她有，根据基督的救

赎有权利祷告，但是她却是不是被征服的呢？她的魂有没有被降服被征服呢？如果是的

话，她的灵是可以如此的得着释放。这一个在生命里的长大是与变化是相配合的，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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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新陈代谢的变化。所以这里的经节给我们看见，变化与生命的长大是同样的。我

们是从在神农场上所长的植物长大开始，但是这个结果就是使我们变化成为金、银和宝

石。当你遇到一个象李师母这样的人，你看见银，她的全人就象银；你也看见了金，就

是神圣的元素；你也看见宝石，就是由那灵变化的工作所成产生的宝石。我们可以成为

这个，要成为这样的人是正常的。这些宝贵的材料不是放在博物馆上供人欣赏，所有这

些宝贵的材料要被建造起来，要建造神的家，基督的身体，作为新人。这一个建造也就

是基督新妇的预备。主若是要等到这个新妇预备好才能再回来，到那个时候祂才可以回

来。所以这一个农场也是一个建筑。 

二 这块耕地也是建筑，说明了内住的灵如何从我们灵里扩展，渗透我们的魂，

因而变化我们。 

伍 我们若让我们灵里内住的灵扩展并浸透我们的魂，我们自自然然

就是一了——我们能“魂里联结”；天然的观念会把地位让给扩展

的灵；这就是我们生命长大的路；因着生命长大，就产生一——

腓二 2： 

第五大点，我们若让我们，我要停下，我们若让，那就是“若”，我们“若让”，

我们若容许，我们若愿意，我们若给主这个机会，我们每一个人将决定我们一生之久主

在我们身上能够得着多少的立场。我不愿意进到一个辩论，这个是不是命定论或者是人

的自由的意志，我不愿意进到那个范围里。作为一个重生的人，确实我们有这个神圣的

生命在我们的灵里，人的意志的确是有拣选的功用。我们一天之久都作这样的决定。没

有人能够替你作决定，没有人能替你信，没有人能替你受浸，也没有人能替你代替你选

票或者选，代你受浸，没有人替你奉献，没有人替你向主敞开。然而这里是有主主宰的

恩典，主也是采取了主动，但是在我们这一面，同时也是我们的责任。 

这一个主题要持续到信息末了，大概还有二十分钟的时间信息会结束。这个主题就

是说到我们会不会把自己向主敞开，使祂能够在我们的魂里有入口，能够浸透我们的魂

呢？我们愿不愿意让主有空间在我们里面行动？我们愿不愿意给祂许可，把我们带到我

们需要在生命长大那必要的经历呢？这是我的责任，这也是你的责任。你不能在聚会里

完成这一个责任。你必须在个人，在主面前过你个人的生活的时候，你当你的心转向祂，

你把，无论你心里所有的是什么，向祂倾倒，你告诉祂你心里的是什么，你告诉祂或者

不告诉祂。你要说，“主啊，我愿意你在我全人每一部分都有入口，愿意我魂的每一部

分都被你所浸透，被你所浸润，所以使你能够建造你的身体，得着这一个新人。” 

我们若让，“让”，我们灵里内住的灵扩展并浸透我们的魂，我们自自然然就是一

了——我们能“魂里联结”。Ed信息第一部分，Ron 第二部分，在一灵里，并且同灵同

魂，用同口说同一件事。你们知道这件事。天然的观念会把地位让给扩展的灵，这就是

我们生命长大的路，因着生命长大就产生。 

一 腓立比人借着重生，有基督在他们的灵里；但他们还没有借着变化，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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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在他们的魂里；惟有让基督浸透并占有他们的全魂，他们才能在魂里成

为一。 

我们在神学上很熟悉有双元论并且三元论。二元论就是说人只有两部分，体，灵魂

是，几乎是看为一样的。三元论就是根据这个帖撒罗尼迦五章二十三节，人是有三部分，

灵，魂与身体。这个神学是一件事，道理是一件事，但是这个经历上的实际却又是另外

一回事。无论你是二元论或三元论的，当你来到这个经历上的实际的时候，我们需要面

对一个事实，那就是基督要安家在我们的心里。祂不愿意住旅馆，祂要一个居所，祂要

一个，祂圣别我们的全人，使我们在生命性情上与神一模一样。祂要浸透我们的魂，直

到一个地步，直到这件事发，当这件事发生我们就能够是一，也能够是同心合意了。相

调的弟兄们能成为一乃是因着这个，不是因着政治，不是因着彼此搞外交，我们彼此作

绅士。不是的，乃是我们都愿意作一个在魂里被灵浸透的人，为着基督身体建造的人。 

二 我们肯让内住的灵完全浸透我们的魂，而使其有生机的变化么？我们肯让

那灵自由地渗透我们的灵，也渗透我们的魂么？我们的魂被内住的灵浸透，

我们便与新人成为一，被建造在身体里。 

我们肯让内住的灵完全浸透我们的魂，而使其有生机的变化么？你愿意吗？若你的

倾向是想要上来扶持这一篇信息，你为着会众宣告你愿意的，你肯的话，在你对两方讲

这之前不要上来。第一个你先要向主神说，“主我愿意，我愿意这件事发生。”你或许

要到第二方，就是魔鬼，“你不要再使我畏惧，魔鬼，我毫无保留完全属主。”主在祂

公开的职事之前，是在祂得着父的称许并在旷野击败撒但之后，祂的职事乃是因着祂这

样个人的历史而扶持。 

我们不要给个人的见证好象是很有大能的，但我们却不敢在人面前说一些我们没有

先在私下里在神面前算清、交涉过的。你可以在这里祷告，不需要等很久，你可以自己

现在就在心里，如果那灵在你里面运行，你就可以这样子在神面前作。因为我们是认真

的，我们不是在这里要快乐时光，要一个激励人的特会，我们里面从神自己有一个令我

们喘不过气沉重的负担。祂需要一个新人，需要身体得以建造的新人，所以这需要生命

的长大与变化，这完全在于圣徒们一个一个在主面前办交涉。所以你需要签这个合约，

同意说，“主，我决定了，我愿意。”不是说我要，那不是一个要，只是一个渴望，那

不是一个决定。我不要听这个姊妹说，如果我是一个单身的弟兄，我想要和你结婚。那

从那个之后又是什么？我说，我决定了，我定意了，主在这里等着这个“我定意了”。

主恢复的前途相当依系于、在于圣徒们在私下对主说，“我决定了我要，我决定要让主

在我身上无论作，竭尽所能的作，使我能够生命长大，能够变化，能够在这里建造基督

的身体，成为一个新人。” 

你愿不愿意让内住的灵完全浸透我们的魂，而使其有生机的变化？我们肯让那灵自

由的渗透我们的灵，也渗透我们的魂吗？我们的魂被内住的灵浸透，我们便与新人成为

一，被建造在身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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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最末了这一部分，我们来到这神在保罗完成的职事里所启示的目的，神的目的。

保罗完成的职事不仅是基督要安家在我们的心里，也不仅是我们要经历、享受基督，也

不仅是要我们能够活在调和的灵里，也不仅使我们有关乎于召会重要方面的启示。神在

祂恢复里的目标，在这现今这一个时刻，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成为一个新人，来实

行神的经纶。最终，我们要学习把我们个人的生活、隐藏的生活联于主，我们对主个人

的爱，渴望认识主的那个渴望，渴望在主里的这个渴望。我们要把这以上所说的这些渴

望都联于祂的目的、目标。 

个人的属灵，我再说，不是我的目标，这不是你永远的定旨。主啊，我不愿意成为

特别的一班人，特殊的一班人，我不愿意作一个不同的人，我只愿意作个在身体里尽功

用的人，我要作新人的一部分，我愿意完成你心头的愿望。这就是我为什么爱你，主，

这就是我为什么把自己奉献给你，这就是我为什么在这里寻求你。你必须要有身体建造

起来，若不是那时又是何时？若不是在这里又是何人？不是我们又是何人呢？不是此时

更是何时？不是此地更是何地？不是我们又是何人呢？ 

陆 以弗所四章十二至十六节告诉我们，基督身体的建造在于生命长

大： 

借着观察人的长大，就看见身体是借着生命长大而建造的。 

一 我们在一切事上长到祂里面，乃是借着我们的魂被那灵浸透；必须“身体渐

渐长大”，主才能得着新人——二 15，四 23～24，西三 10～11。 

第一中点，我们在一切事上长到祂里面，乃是借着我们的魂被那灵浸透。我不知道

在橙县南加州是不是有这么多那样车后贴上的标签：若被提，此车将无人载。我所在的

地方人怎样开车的方法，他们在开车的事上都还没有长到基督里面，能够看见这些宗教

人士在贴在车后面的，就是说是在神人在这里，好象是神人却是作一些属肉体的事。甚

至就在开车这件事上，我们需要在开车的事上长到祂里面，在一切的事上长到祂里面，

为着身体的缘故。我们在一切事上长到祂里面，乃是借着我们的魂被那灵浸透；必须“身

体渐渐长大”，主才能得着新人。 

神永远的定旨乃是在永世里已经预定了，乃是照着祂心头的喜悦，也是在神格三者

之间的会议所定下的。因为神有个永远的定旨，祂就创造了宇宙。启示录四章十一节，

一切都是因着祂的旨意被造的。那就着祂永远的定旨，要得着祂自己团体的彰显作为新

耶路撒冷，就是在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三一神就在这里宣告，让我们按着我们的形

像，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也让他们管理。这就是人被造的意义和缘由，就是要在生命

上彰显神，在权柄上代表神。 

第一个人堕落了，很不幸的落到罪里，悲惨的落到罪里，好象一切都完了。但是神

却差遣了第二个人。主从天而来，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在消极一面祂使撒但的工作

归于无有，毁坏了撒但工作，甚至毁坏了撒但自己，把这个世界的王被赶出去，所以也

就满足神一切公义、圣别、荣耀的要求。在另一方面，在积极一面呢，这一个在十字架

上的这个人在两下借着自己创造成了一个新人。这一个新人就是团体的人，是由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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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邦人所组成。基督乃是这一个范围，这一个元素，这个新人创造的元素与元素，祂

也就是这个素质来创造了新人。 

保罗对这件事有异象，撒但为此颤抖，撒但为着这样真理的释放争战。但今天早晨

我们要对撒但说一些话，“撒但你是失败者，你已经被击败了。耶稣已经毁坏了你，在

这里的召会乃是站在基督的得胜上。在这里，在神的面前是有一个新人的。一个新人是

在地上的。” 

第四章保罗说，要脱去旧人，就是旧的那些社交生活，要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

穿上新人。这就是目标。身体与新人是同义词，基督是身体的生命，基督是新人的人位。

我们在生命里的长大，我们在魂里被那灵浸透，我们的长大都是为着建造身体，作为一

个新人。所以在这里，能有一个人，在以弗所书这里有一个长成的人。上一次我们在地

上有人有这样的祷告是什么时候呢？在这里需要有对一个长成的人祷告。我们需要为着

个人的成长祷告，我们祷告的越多越好，但是不要让这里停在你自己这里。在这里有一

个目标，神有一个目标，就是新人，一个完全长成的人，在照着主的形像照耀，在这里

射耀出主的荣美与主的华美，美丽与荣美。所以这一个新人要代表神的权柄。 

我们在要来创世记训练沉重的信息，分量重的信息要看见，这个新人要作神的工作，

要使撒但受损，甚至在地上能够失去他的立场。这件事必须发生，这件事也必要发生。

我的一生是为此交给主，要让这件事发生。这不能再是一个道理，是一个道理，甚至一

个神学，甚至也不能只是留在，只是一个异象，这是保罗完成的职事，要终极完成基督

身体的建造，作为这一个新人。 

二 当主的身体建造起来时，祂便在地上得着一个新人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

这是主所要达到的目标。 

你的目标是这个吗？你愿不愿意祷告说，“主，使你的目标成为我的目标。”无论

我们年龄多大，我们都要向主祷告说，“主啊，愿我的一生都与你这个目标有关，甚至

为着你达成这个目标有所贡献，那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作为新人。” 

三 让我们为着这件事得以实现出来而祷告，并为此把自己献给祂：“主啊，求

你从我的灵扩展到我的魂，浸透我的魂，使我产生新陈代谢的变化。我要

有生机的改变。” 

四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会生命长大而变化；然后，我们要建造到身体里面，

成为新人的肢体；新人的出现是主的目标；让我们与祂是一，追求借着魂

的变化而在生命里长大，使基督的身体得以建造成为一个新人。 

主，这是我们的祷告，借着你的恩典，我们说我们愿意为此与你是一。变化我们的

魂，浸透我们的魂，使我们在生命里长大，为着基督身体作为这一个新人的建造。主啊，

使我们，在整个恢复里，使你生命的长大成为一个正常的情形。使我们前所未有的迫切

的寻求你，使我们在我们的奉献上更为绝对。主，我们在这里，我们把自己呈现、奉献

给你，作一个活祭，给我们所需要的经历。为着这个建造被你浸透，为着身体，为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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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人，被你完全浸透。主啊，为着神的荣耀作成这事，也在我们里面使仇敌蒙羞，

使仇敌被击败。愿你的旨意在这一代的人里得以成就，愿你在全地把我们带进保罗完成

职事的素质里。愿我们看见这事，愿我们成为这事，愿我们活出这事，也愿我们扩展这

事，好使神的定旨得以完成，阿们！要阿们！ 

为着申言，我们要这样的往前，Ted Willenson当然会提醒我们，我们在同工们中

间有两位，一人两分钟。然后我们需要有一个很扎实从许多圣徒而来的的印证，使我们

一人三十秒开始。那些三十岁以下的请稍微停顿一下，容让三十岁以上的有机会能够上

来。我们如此要求是有原因的，我也回应 Ed 弟兄的话，你们能够进前来是不销灭那灵

的好机会，你们也是买油的好机会。我的确相信，当你们上来分享，在灵里分享三十秒，

回去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在你的器皿里比你站起来之前的油会更多。好，请两位弟兄上

来，然后有亲爱的圣徒也继续前来，用申言来验证这样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