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7 

 

第六篇 生命的職事 

今天晚上，我們來到論到生命的職事第二篇的信息。感謝主，這樣藉着已過的信息來

牧養了我們。明天還有最後兩篇，我們在這裏還有一些關於這主題的事，說到生命的經歷、

長大與職事是為着基督的身體。如果我們錯失了這個，我們都不能夠來到結論。所以，明

天是非常的緊要。但是今天晚上，我們就要先來講到生命的職事這件事。 

今天晚上，我有一些事要作，要盡力守住時間。因為之後，我也讓你們知道，我們要

豫備好有許多關於波斯頓訓練中心的交通，還有主在歐洲的行動，在那裏的訓練的負擔，

同工們所關心的事。所以我們今天晚上很有負擔，我們請求你們，能夠晚上留晚一點，使

我們能夠有，就着這些很有分量的負擔，有充分的交通。我們開始的時候，希望是八點四

十五來開始交通。那樣的交通，這個重要的交通不會晚於九點半。這意思是，這一篇信息，

就是我在這裏要釋放的，不能晚於八點半。所以也要留一些時間分享，這就是我的意思。 

我要盡力作一些事。第一，就是要因着我們中間有許多弟兄們有一次的鳥瞰、概覽，

關於甚麼叫作職事這件事。甚麼是職事，甚麼是那職事，有一點不同。就是有沒有『那』

是有一點差別的。 

第二，我要作的就是要讀過這個綱目，這裏有三大點。今天晚上，我所要說的負擔主

要是在第一和第二大點。這並不是說第三大點不重要，這一大點是說到飲於神作活水的泉

源，特別這是講到以神為我們的源頭。似乎在我的禱告和豫備中，這一個點還不是我主要

的感覺。所以我還會說到第三大點，但是我可能會講得比較快。 

那之後我要從《今時代神聖啓示的先見》這本經典的書裏面來讀一小段，這就是倪弟

兄的傳記，從其中的一章說到倪弟兄的職事，李弟兄如何說到他的職事與恩賜是不同的。 

末了，我有一個共同的負擔，是關於 Ron弟兄已經說過的，就在他的信息裏講過的，

就是我們的關切，我們對彼此的勸勉，在眾召會。在此，我要再說，就是再對北美眾召會

說一些勸勉的話。今天晚上，我在這裏和你們在一起，我要與你們交通，更甚於說是要釋

放一篇信息。我希望有一點靈裏的自由，讓主帶領我們往前。 

生命的職事，所以重要的辭當然就是『職事』，也是『生命』。我們開始的時候來概

覽一下甚麼是職事與那職事。當我們說那職事，我們是指那獨一宇宙的職事，那就是新約

的職事，新約的職事。但是我們也要說到職事，就是在那職事之下，這職事是一個工作，

一種服事，在神經綸中的工作和服事，為着執行實施那新約的職事。我要這樣說，職事如

何是必要的，相對其他的事來說，那就是相較於恩賜來說，是何等的重要。這是倪弟兄和

李弟兄多次說到的。 

一個簡單的概覽，說到那職事與職事。首先，我們要清楚，那職事在聖經裏，不論是

在舊約或在新約裏，那職事是基於神的約。首先是個約，然後那個約執行出來，是有賴於

神，從神而來的那職事。所以，我們有舊約的職事，那就是舊約時代。我們也有新約的職

事。而職事是要執行凡神立約要賜給祂子民的事，那就是職事的目的。這意思就是如果沒

有約，就沒有工作要作，也不需要有甚麼職事。職事因此就是個服事，就是一個工作，這

就是它的意思，一個特別的工作，讓我們這些神的子民像祂所作的來執行這個約。這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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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意味着或隱含着職事與任何人的偏好無關，無關於任何人的喜好，人的目的。這如果是

如此，那就只是個人的工作，而不是一個真實、真正的職事了。這是非常重要的原則。 

主將新約緊緊的聯於祂設立，就是在祂被賣的那天晚上設立的桌子、筵席。那個約，

那新約是神經綸中極重大的事，那需要一個職事將它執行出來。當然首先，第一位執行的

職事就是使徒們。第一批的使徒們、門徒，他們擔負了將那職事、新約的職事執行出來的

責任，那是在最起初的時候。所以，我希望這個點我們都清楚了。 

第二，新約的職事，這個職事就是我們今天所講到的。我已經說過，必須並且也是獨

一的，並且是宇宙性的。沒有兩個新約的職事。沒有兩個職事，也沒有兩個舊約的職事，

只有，新約裏只有一個職事，新約的職事。這一個職事包括了所有的工作，或者所有的服

事的執事者，就是包括使徒們，他們本身就是執事者，服事者。不止他們自己在某一面有

他們的職事，而整體的來說，他們個人的職事都是這團體獨一新約職事的一部分。所以要

清楚，只有一個職事。所有的執事者都在作同一個工作，同一個服事，也就是同一個職事。

但是讚美主！每一個基督身體上的肢體都有分於這職事。 

我希望你們都能清楚，這只是個概覽，也許對我們並不新，但是我們都願意稱它作一

個概覽。第二，我們就是要看見這職事的服事，當然也就是新約職事的服事，是單單的在

神的經綸中完成的，關於召會，為着建造基督的身體。所以真正的職事也就是新約職事的

一部分，必定有這個為其目標，要完成神新約的職事，是關於要得着召會，為着建造基督

的身體。 

神這樣的心意，神這樣的經綸，我們都知道，需要許多工作，需要在地上完成許多工

作，由神的子民，神的兒女來完成。那樣的工作，他們所作的，他們該作的，就是那職事

的工作。凡他們所作的必須為着建造主的身體。沒有一個職事是為着他自己的，職事必須

為着召會，身體。我們常用這樣的經節，是以弗所四章十二節，我相信是十二節，聖徒得

着成全，目的是為着職事的工作，為着甚麼呢？為着建造基督的身體。意思就是建造基督

的身體，其實就是職事的工作，是同樣的事。 

我們繼續來說第四點。我要講到的第四點是新約的職事，是兩件事，根據林後三章是

兩件事。一、乃是那靈的職事，是那靈的職事，這是與字句的職事相對。因為字句殺死人，

那靈卻叫人活。所以卽使從這裏你都能夠看見，為甚麼我們要說到這職事是生命的職事，

這是分賜生命，分授生命之那靈的職事。第二，關於新約職事的描述，乃是這是義的職事，

相對於定罪的職事，這就是舊約職事的特點。 

我要這樣說，你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那靈的職事、義的職事，你就能說，因此這職

事今天必定是生命的職事，這與死的職事相對。我們都知道舊約的職事，是字句，是基於

寫出來的律法條文，只帶進對人的定罪。結果除了死，一無所有。而新約的職事呢？乃是

出於靈，能賜人生命，總是帶進義。而那義，照着羅馬五章來說，乃是要得以至於生命。

義乃是生命的結果，所以這是義的職事。這個焦點和重點，這個職事的重點，新約職事的

重點既是靈也是義，帶着生命的供應。事實上，這職事你可以說乃是一個活出，一種彰顯，

就是這神聖生命的活出和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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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第五點，第五點是生命的職事，我們等一下在綱要裏會看見，乃是基於一個構成，

本於構成。不是本於你所學，你所獲得的；不是本於你的技能，你的才幹；不是本於其他

的事，不是本於外在的事，完全是本於構成。 

構成，在這裏意思是甚麼呢？第一，神被建造到我們裏面，這就是被構成的意思。神

必須被建造到我們裏面，為着使這個現今這個職事被產生出來。第二，這樣的構成意思是

基督，基督必須要作到我們裏面。其實，在加拉太書，保羅說，『我再為你們受生產之苦，

只等基督成形在你們裏面。』所以基督的成形就是基督的構成。第三，那靈必須被構成到

我們裏面。這賜生命的靈，這是靈的基督必須被構成到我們裏面。所以在這裏，你可以看

見，乃是這樣的構成，就是三一神的構成，進到我們這個屬人的器皿裏，就是信徒裏，進

入基督徒裏，才能產生並帶進一個真正的職事，就是生命的職事，恩典的職事。 

然後第六點，我說到關於職事的第六個點。這職事是，事實上藉着經歷基督的豐富而

得以產生並得以維持。但是不僅如此，還需要藉着受苦。藉着受苦，藉着銷毀的壓力，藉

着十字架治死的工作，得以產生並維持。這個職事的產生、形成，乃是藉着經歷基督的豐

富，藉着受苦。這個辭說到基督的受苦，基督的苦難，在保羅的書信裏有這樣的辭。那意

思就是基督的受苦是需要經過的，好能夠產生基督的身體。那樣的受苦我們得以有分，我

們得以分享，好使這樣的職事得以產生出來。 

林後，在這件事上給我們看見一個榜樣，或者例證，如何基督十字架治死的工作和受

苦，如何作工，好將基督作到使徒們的裏面。藉着那樣十字架治死的工作，他們如何成了

神新約的職事。在林前，是說到恩賜，對付恩賜，這是負面的對付；後書是正面的說到職

事，幾乎不提恩賜了。在林後許多的章裏面，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十二等等，這

些的章裏面，保羅都說到受苦。甚至在許多例子他說得非常詳盡，告訴我們，這裏有個榜

樣，這裏展示出這一個人，他蒙神呼召，被主所據有，他的一生是要作教師，要作傳福音

者。在神的經綸裏，他被神呼召，使他能經歷這一切的反對，一切的受苦，一切十字架的

工作，甚至他也需要這一切，好叫他被壓到一個地步，他能夠經歷復活，經歷復活的神。

如果你讀這幾章，你就會發現，他所經歷的完全是沉重的，太重的。所以，他說他受壓甚

重，是超越他的限度的，他幾乎，幾乎自己都算自己是死的。他甚至說，現在該怎麼辦呢？

結果答案就是死。是的，這樣的逼迫就是結束，我們就要死了。這個結束就是在這樣的情

形下，似乎沒有指望，完全失望了。他們就信，學習不信靠自己，乃信靠叫死人復活的神。 

我的點就是，藉着這樣銷毀的工作，藉着環境，就是主宰之神所許可的環境，這些使

徒就被構成了。當然，他們享受主的靈，但是乃是藉着這樣的壓力他們得享主，更深的得

享了神。這樣的享受不只是為着他們的快樂，這樣的享受最後是將神作到他們裏面，將基

督作到他們裏面，將基督建造到他們裏面。你們知道，我們有一個古典的英文字叫作

Wrought作進去。我信今天我們也有一個字叫『構成』。你知道作進去就是把東西放進去，

作進去，把一件東西作進去。我在其上作工、建造，所以作進去，就是一種構成，就是一

種工作，就是一種形成、製作、建造，把一些東西作到裏面。所以被構成，就是這一位神

被作，被放到我們裏面，這樣的工作、這樣的作、這樣的成形、這樣的建造不是件容易的

事。我們沒有一個人應該以為職事是這麼容易就產生了。他需要各樣的工作把神建造到一

個人裏，使這人能夠有一個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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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希望你們現在都能夠有這樣的領會，現在我只提這六點，也許還有其他與職

事相關的點，但是我就保留，這是不是對你們有幫助呢？這只是一個概覽而己。現在我們

來到生命的職事，就是第六篇信息。當然當我們說到生命的職事，我們的意思，這個生命

的大寫的，神的生命，這大寫的神的生命才有一個職事。 

壹 主恢復中的眾召會需要生命的職事—約壹五 14～17，林後三 6，

四 1、12： 

這是很簡單的話，但是我希望你能夠就着這句話禱告，把這話禱告到你的裏面。我們

所需要的，就是建造眾地方召會，建造在主恢復中的一處召會，所需要是生命的職事。我

希望這能夠進到我們裏面，除此以外沒有別的，只需要這個職事，我們不需要其他的。就

某一面來說，我們是不需要別的，我們只需要生命的職事來建造眾地方召會。我們有了生

命的經歷，有生命的長大。這就是為甚麼弟兄們，我們都需要繼續經歷生命，這我們已經

聽過了。我們也要生命長大，我們也聽過了。我們中間我們就會有更多的執事者。請不要

誤會我，我在這裏說更多的生命的執事者，這是我們需要的。我不需要太多的講到這事，

這是為了建造召會。如果有甚麼今天在眾召會中的缺欠，就是缺欠在生命上。那樣的缺欠

是基於一個事實，因着一個事實，就是我們缺乏生命的職事，原因乃是我們缺少生命的執

事者，在主的恢復中缺少生命的執事者。所以，我希望今天晚上我們都有裏面一種神聖的

感動，『主，無論發生甚麼，都將我構成一個真實生命的執事者，為着你的恢復，為着我

所在的召會，為着聖徒。』 

一 職事是基於構成；我們需要以基督所是、所作、所達到並所得着的為構成—

弗三 8、17： 

第一中點，職事是基於構成。我已經說過了，我們需要以基督所是、所作、作達到並

所得着的為構成。請留意，這不僅是我們要學這些事，認識這些事，甚至我們只是有這些

事，這是必須的，沒錯！但這裏所強調的乃是，弟兄們，強調的是構成，要被這些事所構

成。因此這就不光是知識、教條，而成為實際，他們就會成為我們裏面的本質。 

1 職事乃是由包羅萬有、賜生命之靈的構成所產生出來的結果；基督連同祂所是、

所有並所達到的一切，必須構成到我們的所是裏面；這是得着職事惟一的路。 

沒有構成就沒有職事。 

2 新約的職事不僅是生命的事，更是在生命裏並出於生命的構成—林後四 12。 

不只是生命的事，更是生命的構成，在生命裏並出於生命的構成。我們在這裏是在界

定這生命。這神聖的生命是宇宙中最高的生命，我們所講的這個生命就是神自己，被作到

人的生命裏。弟兄們，我只能這樣說，這需要經過過程，漫長的過程，這需要許多深邃的

工作、重的工作、透徹的工作，藉着神來作進來。 

在這裏說到林後四章十二節，這一節說到，『死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命卻在你們身上

發動。』如果你讀上下文，那裏有許多，在這節經節裏有許多生死的事，在林後四章有許

多生死的事。這樣的死，弟兄們，就是主的死治死的工作，就是今天我們所受的這樣的治

死。那樣治死的工作，每當有這樣治死的工作，我們每當在這樣治死的工作下，就是主的

死之下，結果就是復活的生命，甚至是復活生命的分賜。因為死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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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別人，在你們身上發動。這樣自動自發生命的分賜，乃是很自然的結果，就是十字架工

作自然的結果。 

我該怎麼說呢？職事不是你所，你去上學學習你就獲得的一種學問和知識，職事是自

然而然形成。當一個人在十架的治死的工作之下受壓，主觀的認識並經歷，深深的經歷神

的復活，那就是復活的生命，那就是那靈帶着祂一切的豐富和一切豐富的方面。當你有那

樣的經歷，你在那樣的經歷中，職事就出來了。你不用站起來說，現在我有經歷，我就成

為一個執事者。自然而然的，那就有了職事，就是生命的服事，就是生命的流出，流到人

裏面，流到身體的肢體裏，好叫身體得建造。 

我這樣說，就是勸勉我們眾人要長大，成熟。是不是呢？因為職事是需要時間產生的。

李弟兄曾經說過，他不相信有任何人能夠，一個人在六十歲之前，很難長成到有這樣的職

事。頭二十年你才得救，那是你的救恩，然後需要再二十年經歷一些必要的事，然後又需

要學習二十年來經歷。我信這就是細緻的作進來的生命的工作。然後到了六十歲你就能夠

成為一個執事者。許多年輕人就說，那就算了，我可沒那個時間，我們需要速成，需要速

食。但是沒有人會管那個，但是恩賜是很快的，恩賜是立卽的，恩賜是馬上就有的。但是

恩賜不能建造身體，反而造成分裂。所以他對青年的弟兄們說，不要失望，你們儘管往前，

你只要作一件事，注意你身體的健康，不要太早過世，不要在你成熟之前過世。這的確是

很好的建議。你要顧到身體，並不一定你就能夠長壽，這也不是為着你自己的益處，乃是

為着身體的益處，為着身體。 

所以我告訴你們，今天，當然一面我們真喜樂，有第二代被主興起，許多人上來了，

我們很喜樂，我們對他們滿了負擔。但另一面，另一面還是需要時間，許多弟兄們四十歲、

五十多歲，我們呢？這就是 Ron弟兄在他的信息中，在我們裏，說到在我們裏面有一個呼

籲。我們裏面的一個需要是真實的，這是一個我們這些比較年長的人有一個急切的需要。

如果我們到了這個年紀，不是只是四十、五十，甚至是六十，我們還沒有這樣的構成，我

們還沒有那樣的長大，幾乎沒有執事，沒有執事可以盡功用來服事身體，這是何等的一種

欺騙，對於神的經綸來說。聖徒們，這是一件真實的事。 

3 那靈，就是經過過程的三一神終極的表現，將神聖的生命，就是神自己，分賜到

使徒和所有其他的信徒裏面，使他們成為新約（生命之約）的執事；因此，他們

的職事乃是憑着神的賜生命之靈，用那是生命的三一神構成的—三 6，林前十五

45下，羅八 2、11。 

我想我們也講過這點。 

4 新約的職事乃是賜人生命之靈的職事，因為新約帶進神的義，叫人得生命—五

17、21。 

我想我也講過這事。 

二 新約的執事經歷神是復活的神，並將祂這位復活的神供應給人—林後一 8～

10。 

這有一本小冊子，說到《復活的神》，我建議你們去讀，如果你們還沒有讀過，你們

要去讀。簡單說那裏是說到神主宰的容讓孩子們，祂的兒子、祂的兒女經過一切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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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使他們能夠認識復活的神。如果，我們也可以這樣說，使他們，使神這位復活的神，

能夠將祂的成分作到他們裏面。受苦是神所許可的，受苦是要將我們帶進新造裏。受苦的

目的，苦難的目的，是為了讓神作到我們裏面。在今天晚上信息的這個背景下，我們要知

道這是要使我們成為生命的職事。 

我們要認識復活的神。說起來容易，但是弟兄們，在神那面需要有許多的工作，我還

記得，我來到主的恢復裏，那時剛好十八歲、十九歲，有許多的熱心，裏面帶着火熱，絕

對，我用我大部分的時間來…我還記得，在六十年代初期李弟兄開始說到一些信息，是講

到『恩賜與職事的分別』。我聽到了就說阿們，我已經知道，因為我要成為職事，我想成

為職事。那是個十九歲的青年人對那篇信息的回應。但是，再往前，經過一些年日之後，

我要說，主耶穌啊，我實在不知道我在說甚麼。這真的是這樣，是真的。我們向主所許的

願和奉獻祂都不忘記，而且祂作了。不是照着我所期望的，不是照我所需要的，祂親自為

我量身定作我所需要的，我不想作的祂為我作了。也許有些事對你不是那麼困難，但是對

我卻是很艱難。我要告訴你們，有一段時間有一些情形對我就像無望，無出路，想放棄了，

就在那樣那樣非常非常失望的情形下，沒有出路，只能信靠祂，真正的信靠祂，就開始知

道復活的神。這就是在這本小冊子裏面，李弟兄給我們看見的一個例子，還有他所說到的

經歷。親愛的弟兄們，這就是一個代價，這就是職事的代價。 

三 使徒約翰的職事是生命的修補職事，聖經也結束於這個職事—太四 21，約一

4，十 10，十一 25，二十 31。 

我們也都知道約翰他總是寫末了的話，在福音書、在書信、在新約，甚至在整本聖經

裏，總是寫末了的話。末了的話總是有決定性的話。我們都知道，約翰的說話總是講到生

命和建造。因此生命就是末了的話，生命為着建造，乃是新約的末了的話。就着破的網所

說，有破裂的基督徒，有破的召會，有神的經綸破的一面，有在我們中間所看到這一切墮

落的情形，所有的修補只能夠來自於一件事，就是生命。所有的短缺都是因着缺少生命。

所有的漏洞，網上的破洞，都是因着缺少生命。所以，約翰這位年邁的使徒出來，他不再

是個青年人，他是年邁的，長成的，滿了身量的，非常老練的使徒。他是一位生命的執事

者，他來作修補的工作。今天，我們何等需要這修補的職事呢？今天在這生命的職事裏，

在召會中是何等的需要呢？我的確同意生命就是我們的需要。 

貳 我們有永遠的生命，而且經歷並享受永遠的生命，就可以將這生

命供應給身體上的其他肢體—約壹一 2，五 14～17： 

這是基於約翰一書的經節，約壹第五章那裏看見，約壹五章說到，幾乎是這卷書的末

了，結語。使徒說到許多關於生命的事，神聖生命的事，說到生命的交通，說到膏油塗抹，

還有許多其它的事。然後到了第五章，他就講到這一件美妙的事，我們都有永遠的生命，

就是神兒子的生命。他說完這事以後，立刻在這些經節裏，就是十四到十七節裏，他立刻

應用在一件事例上。他不是說到生命，以一種客觀的方式來講生命，或者只是原則上講生

命，而是立刻把生命應用在一個事例上，把永遠的生命應用在經歷上。所以他說，我們若

照着祂的旨意求甚麼，祂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着祂所存坦然無懼的心。我們若知道祂聽

我們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們所求於祂的無不得着。人若看見他的弟兄，犯了不至於死的

罪，就當為他祈求，將生命賜給他，就是給那些犯了不至於死之罪的。有些至於死的罪我

不說，但為那罪祈求，一切的不義都是罪，也有不至於死的罪。立刻使徒是說到禱告，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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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祈求，為着一位弟兄，就是他所認識的。他犯了罪，犯了不至於死的罪。他說，我們

就當為他祈求，這是照着神的旨意來求，要存坦然無懼的心來求，就是要為弟兄求，為這

位弟兄能得救來求。事實上，更準確的說，就是要讓他得生命。你看見嗎？這一位弟兄他

犯了罪，勝不過罪，那是因為他缺少生命。所以，我們受囑咐，就是這同一個人要求，他

也要賜生命給這個人。 

你能相信新約裏有這麼一節聖經嗎？我想基督可以賜人生命，豐盛的生命，那靈是賜

生命的靈。對，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弟兄能夠成為一個賜生命的弟兄，這必定說到這

位弟兄，完全與神是一，完全滿了生命。惟有如此，惟有如此，但是我要你們特別注意這

個點，也就是我們能夠將生命供應給身體上其他的肢體，而且我們也要這樣作，將生命給

人，給他。這裏怎麼說，綱要這樣講： 

一 供應生命就是分賜生命；我們有生命的富餘時，才能將這富餘供應給人—16

節。 

很清楚，如果你沒有生命，或者你的生命也很欠缺，你就沒有生命的儲存能夠分賜給

別人。賜生命給人是甚麼意思呢？基督是生命，所以賜人生命，就是將作生命的基督賜給

人，這很容易理解。但是弟兄們，我要告訴你們，就像李弟兄所說，這是一個很深的經歷，

不是很尋常，很容易的經歷，青年人也不一定那麼容易有這樣的經歷。 

我們繼續來看。 

二 在約壹五章十六節裏，『當為他祈求』與『將生命賜給他』這兩句話的主詞

都是指上文的同一個人，就是那看見弟兄犯罪而為弟兄祈求的人： 

1 這樣一個住在主裏面，與主是一的祈求者，成了神賜生命的靈能將生命賜給他所

代求之人的憑藉、管道；這就是在神聖生命的交通裏供應生命—林前六 17，約壹一 3、7。 

我們說到生命的職事，今天晚上這裏有一個例子，一個實際，在經歷上的例子，說到

我們如何執行這樣的職事，盡這樣的職事。我們是藉着作管道，神聖生命的管道來盡職。 

我在豫備這篇幅信息時，我就問自己，你自己怎麼樣呢？你有甚麼經歷呢？我牧養許

多聖徒，但是我回頭看，再想這個問題，我就發現，我真是欠缺這樣的經歷。我不敢說我

沒有這樣的經歷，但是我覺得我還非常欠缺這樣的經歷。那就是說，一位弟兄在一個情形

裏，犯罪的情形裏，不管情形如何，我為他代求多少，有沒有為他祈求，將生命賜給他。

我為這個求，我為那個求，求了許多事，但是我多長為這個弟兄得生命而祈求。這個弟兄

需要的是生命，求的卻是別的。在雅各書裏，也有在五章的末了說到禱告，那裏有三節說

到禱告，說到膏抹，說到義人的禱告。你們都知道，那樣的禱告主要是為着醫治，但是這

裏的禱告不是為着醫治，而是為着生命。我要這樣說，這是更深的禱告，這是更深的禱告。

所以我只能說，我也沒有很充分的經歷，沒有那樣多的經歷，就是這樣的把生命供應給弟

兄。這樣求之後，他就會去把生命供應給這樣的人，把生命給他。 

所以，我們李弟兄曾經這樣說，我們看見一個情形，一個弟兄有需要，我們該作甚麼？

要為他得生命而禱告。第二，我們需要為自己禱告，說，『主，憐憫我，我沒有這麼多的

生命。』我們有沒有弟兄所要的生命呢？我有沒有這個生命的供應可以供應在這個情況下

的弟兄呢？他說，你需要禱告，你需要禁食，你要這樣作，要求神賜他生命，向神求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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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他說，藉着也許這樣，主也許能夠讓你得生命，給你一些東西，能夠供應給這位弟兄。

親愛的弟兄們，我告訴你們，我們在這裏服事眾召會，服事主恢復中的眾聖徒，我們都必

須成為生命的執事者，這樣的來盡職。弟兄們，在眾召會中間的問題就是死，死是惟一的

問題、難處，所以生命是惟一的解答。 

2 我們要成為能將生命分賜給別人的人，就必須住在神聖的生命裏，並在神聖的生

命裏生活、行事、為人—約十五 4～5、7，約壹一 1～7。 

讓我這樣說，職事不是我們的所作，乃是出於生命，出於生活，這就是職事的定義。

這不是你在作甚麼職事，你是活出一個職事。這樣的生活，就是這裏所描述的一種生活，

住在神聖的生命裏，並在神聖的生命裏生活、行事、為人，盡可能要如此。 

3 我們需要經歷並享受我們裏面永遠的生命，我們也需要藉着成為管道，讓永遠的

生命經過我們，流到身體上別的肢體，而供應這生命—五 16。 

好，現在我要來讀第三大點，不要以為我只是讀過就比較不重要，你知道這裏的負擔，

實在是說到生命的職事所作的。 

三 我們在生命的職事裏，需要與主是一，鼓勵聖徒經歷並享受神作

活水的泉源，以祂作他們獨一的源頭—耶二 13，啓七 17： 

我們在生命的職事裏，會鼓勵聖徒，會牧養聖徒，會帶領聖徒，會引導聖徒，到一件

事上，就是經歷並享受神作活水的泉源，以祂作他們獨一的源頭。 

我有點擔心，因着在召會生活中有很多複雜的事會找上我們，我們就好像在治傷一

樣，給人建議。好像心裏分析一樣，我就把一些的模式，解決問題的模式分享給你。這所

謂的建議，所謂的幫助，並不是真正的幫助，真正的牧養不是在作這樣的事。真正的牧養

是帶領人帶到主面前，把人帶到源頭。那源頭不是你，源頭只有一位，就是神。所以，我

們真正能夠給聖徒的幫助，最終就是幫人喝。一，要他們轉，從破裂的池子轉；第二，要

喝這生命的活水泉源。惟有如此，就是他們直接接觸到神，從神有所領受這個人才能得幫

助。無論他遇到甚麼問題，無論他有甚麼難處，就能解決問題。我們不能一直在召會中只

是成功的解決問題，卻不成功的供應生命，那還是一個宗教而已，是不是啊？好，這就是

重點。所以我們來讀： 

一 神在祂經綸裏的心意，是要作活水的泉源，源頭，以滿足祂的選民，作他們

的享受—耶二 13，詩三六 8～9： 

1 神要我們接受祂作活水的泉源，作我們生活獨一的源頭—羅十一 36： 

這就是所有問題中的問題，就是我們離開了源頭。我們生活的源頭就是神，這就是在

耶和華眼中那主要的罪。 

a 神不要祂所揀選並救贖的人接受祂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作源頭—林前八 6，耶二 13。 

b 我們該接受神作我們的源頭，與祂是一，並接受出於祂的一切—羅十一 36。 

能幫助人回到神這源頭，我們要自己先接受神作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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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在祂經綸裏的目的，乃是要得着一班裏面有祂的生命和性情，外面有祂的形像

和樣式的人；這班人是一個團體的實體，就是基督的身體，他們與祂是一，並且

活祂作祂團體的彰顯—創一 26，弗一 10，三 9，四 16。 

生命職事的結果總是身體，總是主的彰顯，總是團體的實體，就是我們與祂是一的實

體。 

3 神作活水泉源的目標，是要產生召會作祂的擴增，好成為祂的豐滿來彰顯祂；這

是神在祂經綸裏的心願，喜悅—一 5、9、22～23： 

a 神需要成為祂選民的活水泉源，因為祂有一個經綸，祂的經綸是要為自己產生一個

配偶，新婦—約三 29上，四 14，啓十九 7～8。 

b 神要作活水的泉源給祂的選民喝，目的是要得着擴增並擴大—耶二 13。 

c 神的經綸是要將祂自己作活水分賜出來，以產生祂的擴增，祂的擴大，好作祂的彰

顯—西二 19。 

d 我們飲於神這活水的泉源，乃是為着召會作祂的擴增；我們喝神，乃是為着產生祂

的擴大，祂的豐滿，作祂的彰顯—約四 14，三 29上，林前十二 12～13。 

e 除了神這活水的泉源，沒有甚麼能解我們的乾渴，沒有甚麼能滿足我們；除了神分

賜到我們裏面，沒有甚麼能使我們成為祂的擴增，作祂的彰顯—啓二二 1、17。 

4 神的願望是要作祂所揀選之人的一切，使他們凡事信靠祂並依賴祂；他們若這樣

作，就會接受神的分賜—耶十七 7～8。 

5 接受神作活水的泉源，惟一的路就是喝祂；藉着喝祂，我們將流自神這活水泉源

的活水接受到我們裏面—約四 14，七 37，耶二 13。 

二 三一神已經過過程並得着完成，為要將祂自己分賜到我們三部分人裏面—約

七 37～39，羅八 11： 

1 神的經綸就是要將祂自己分賜到我們裏面，使我們這人能由祂的所是構成；這惟

有藉着神將祂自己放在我們裏面作神聖的生命，才能完成—2、6、10～11節。 

神的經綸就是要將祂自己分賜到我們裏面，使我們這人能由祂的所是構成。看見這裏

有講到構成，這惟有藉着神將祂自己放在我們裏面作神聖的生命，才能完成。不要忘記將

祂自己放在我們裏面，這是一生的過程。這是在神一面一個很長的過程，祂要將祂神聖的

生命放在我們裏面，能夠達到構成。 

2 藉着將祂自己分賜到我們裏面作生命，神就能完成祂的經綸，使祂得着自己團體

的彰顯，直到永遠—啓二一 9～10，二二 1。 

三 我們需要飲於神這活水的泉源，這樣祂就能擴增，以完成祂的經綸，藉着祂

的配偶得着彰顯—耶二 13，林前十二 13，約四 14： 

1 當我們飲於神這活水的泉源，祂就與我們成為一，我們也與祂成為一—詩三六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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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越飲於神，祂就越與我們成為一，我們也越與祂成為一，而在祂的生命和性

情上由祂所構成，作祂團體的彰顯、祂的配偶，以完成祂心頭的願望，終極完成

祂永遠的經綸—約三 15，彼後一 4，弗一 5、9，五 27。 

你們需要回去讀耶利米生命讀經，李弟兄從第一篇到最後一篇幾乎都是講到在第二章

裏面所提到的這件事。二章說到以色列人的兩件惡事。而神的救恩，神的工作如何在祂的

經綸裏，也如何是從那裏開始，就是飲於活水的泉源。 

現在讓我讀給你們聽，在這裏有一段，我想是直接從李弟兄而來，這對我們是最好的

說話，說到職事如何發展並產生出來。我在這裏有一點時間，不用擔心。職事是啓示加上

苦難的結果。沒有啓示，一個人不會有職事，因為他沒有甚麼可盡職供應的。雖然一個人

有了啓示，如果他沒有受苦，他還是沒有職事。他有一些的教訓或恩賜，但是這不是職事。

在教訓和職事之間有差別，職事比較高，比較深，恩賜是比較膚淺，也比較沒有價值，職

事比較有分量，比較有價值。如果你得着從神來的啓示，它就會將你放在受苦中，使你能

夠成為職事，有職事。 

從保羅的着作，我們能夠看見他受苦之前他有看見啓示，但他看見啓示他沒有立刻把

它變成教訓來作他沒有成為職事的事，那就成為一種的教訓或者恩賜的實行。但是他得着

啓示之後，主就將他放在一種受苦的環境中。在他的書信裏，我們都看見第一是啓示，第

二是受苦，第三就是職事，從前二者中出來。要得着啓示是一回事，啓示作到我們裏面卻

是另外一回事。在製造陶器的瓶子的時候，畫畫在花瓶上，然後畫要燒在上面，藉着經過

火爐，畫和瓶子就成為一。得着啓示也就像一個畫畫在瓶子上，畫必須燒到我們裏面，就

使畫與我們成為一。一旦畫燒在瓶上，就沒有人能夠擦掉。瓶子與畫也不能夠分別，如果

瓶子破了，畫也破了，因為它們乃是一。我們也是一樣，我們受苦才能夠有職事，沒有一

個神的職事能夠避免受苦。生命的分量，基督的豐富的分量能夠供應給人多少，取決於兩

件事。一，我們得着的啓示有多少；還有，我們經過關於我們所得着的啓示，受了多少苦。

我們有受苦加上啓示就有職事。 

保羅說，因此我們既有這職事，就，他不是說我有甚麼恩賜或教訓，或者有職事，但

是我保羅成了一個職事。他沒有說他成為教師或者講師，或者一個盡職者。我們今天的牧

師，有許多的牧師，但是今天有許多的職事，但是這個字已經被亂用了，用壞了，在基督

教裏。一個職事者是一個真正有職事的人，這個職事是從兩件事而來，就是啓示加上受苦。 

你想，要不要我再繼續讀呢？我想希望你們不會太累，我來讀完。我們能夠說明神用

這個巴蘭的驢，來說明職事跟恩賜的不同。一九四〇年，李弟兄講到這個事情，外邦的驢

子突然有一天能夠說人話，這是職事嗎？當然不是，那只是恩賜。所以驢也能夠得着恩賜，

這意思，恩賜不是那麼不尋常的。而職事呢？是我們所是的彰顯，恩賜只是個表演。當你

看一個人說話，他的手勢你不會想像他是一隻馬或是一個動物，因為他是個人，因為他的

表現、彰顯是一個人，但是他的職事，就好像猴子，馴獸師能夠叫猴子像人，但是那只是

他表演的恩賜。在今天的基督教裏有很多的活動，有很多的表演。使徒保羅如果有一天來

拜訪我們，他一定是他所盡職的那個人。他所看見的，作到他裏面的，就是他所是的，就

是他所供應的，這個人就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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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有許多有學問有口才的人，他們出名的人，他們這樣說話，他們站在講臺上，

用某一種腔調來說話，這是這個表演，這不是職事。使徒保羅不一樣，倪柝聲也不一樣。

我與他在一起多年，他說到許多事。但是我在他身上看到十架。一個人，一個人如果受了

十字架的工作，他所講的就是十字架。李弟兄是在這本書裏這樣的見證，將他與倪弟兄在

同在的那些年日，他從來沒有一天看到倪弟兄是很喜樂的，他是憂患之人，受苦。已過這

幾年，他所經過的不只是施行運用他的恩賜。我能夠在我的深處作見證，他所作的乃是職

事，他所作的全是祂的所是，為着建造眾召會。恩賜不如職事重要，倪弟兄所有的不只是

恩賜而是職事。他從神有所看見，神也將這些燒在他身上，甚至他的同在都能夠把生命供

應給人。他的同在總是在聚會中很重要。他在，聚會就豐富，他不在，聚會就不那麼豐富。

他的同在，甚至他不講話，也使聚會不同。他真正有職事，那不是知識，不是教條，不是

恩賜，乃是從神而來的作到他的裏面，使他的同在在聚會中能夠使聚會不一樣。有的時候

當問題帶到我們中間，我們中間不說甚麼，問題就得着了解決。在他的同在裏，他在，他

的同在就成了光照，神的光就能夠作到我們裏面。他滿了光，他就是光。我們何等需要這

樣的，今天在眾召會中需要這樣的職事。阿們。 

弟兄們，已過幾年，我與倪弟兄在一起，我一直貶視恩賜，我不斷的一直強調職事。

聖經說到，保羅寫到哥林多前書和後書，前書是說到恩賜，他是負面的提到。然後在第二

封書信裏，主要的字是職事，他是以正面的方式來說到。在頭一篇書信裏，保羅不稱許恩

賜。在第二篇書信裏，他幾乎找不到恩賜這個字，他高舉職事，那是在第一封書信裏所提

到的。所以，這就是關於生命的職事。 

讓我們在這裏還有幾分鐘的時間說到一個共同的負擔。Ron弟兄在他的信息裏面已經

說到，我裏面也滿有迴響，所以我要加強這樣的話。弟兄們，這就是關於控制這件事。就

着我的領會，就着我的瞭解，在有些地方，有一些的情形。在有些地方，在某些地方召會

有一種這個很醜陋的作頭的人，這是我們擔憂的原因。今天晚上我沒有甚麼高深的原則，

或者說甚麼警告的話，但是我覺得我要忠心的來講到這件事。那就是就如李弟兄所說，弟

兄們不要去控制人。他就是這樣說，不要控制。然後，說得容易，但是這樣的情形就是發

生在我們中間，是經過一段時間所建立起來了。那的確成為問題了，甚至成為一種壓力了，

對聖徒來說成為一種壓迫和壓力。 

我本來有一張紙，但是我找不到，也許我就用我這個不太好的記憶來想到這件事。為

甚麼會有控制？從那裏而來呢？弟兄們，我們是在帶領眾召會，我們要負責任牧養，我們

要監督所有一切的事情都要合乎聖經。但我們也盡功用要勸勉，要吩咐，我們要執行我們

的職責，但是那不是控制。我想這篇信息是給我們一個很好的背景來看這件事。神控制了

我們嗎？你要怎麼說呢？神是在治理我們，但是祂怎麼治理我們？神怎麼管理我們，管制

我們？我們知道，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生命的活水來。我們知道，我們在這份職事裏得

着幫助。真正的管制乃是生命的供應，你不需要去控制，不要去管制，只要供應生命。如

果沒有生命的供應，最後你所作的都沒有用，最後都會產生難處，都會帶進毀壞。所以你

會說，這種控制的情形的結果是甚麼？ 

我想有一些原因。我想，第一就是有在意地位，這是一件事，一種有地位的感覺。如

果我們沒有地位感，你甚至不知道甚麼叫作控制，因為你不需要控制甚麼。這就是為甚麼

總是有階級制度產生。另一個可能就是一種甚麼？一種資深感。我在一個地方久了，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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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資深了。這個資深感就會讓你覺得有高傲的感覺，就控制別人，因為你在一個地方呆

了很久。另外一件事可能是你的個性。昨天晚上，余潔麟弟兄說到心剛硬，這些心理上的

狀況。我不懂心理學，但是非常可能我們裏面的心理學，就是我們這個人心裏的構成，使

我們想要控制別人。你懂我的意思嗎？就是想要知道每個人到底在作甚麼。我要看到每一

個人，然後我比你們都懂，不管這是一種不安全感或是怎麼樣，我告訴你們，這個個性的

構成會是一個控制的原因。還有甚麼呢？還有一個可能是，就是沒有，失去了平衡，就是

只有一個人，沒有人平衡他。所以也可能導致這樣的情形，沒有配搭，沒有真實的配搭。 

我今天晚上，不要花太多時間去研究這件事，但是我有一個感覺要這樣說，弟兄們，

我想李弟兄說過，惟有愚蠢的人才會控制。如果你要控制，那你就太愚昧了。你只是個微

小的人，如果你想要控制，你就是個微小的人。弟兄們，我們要學着照管、監督召會，監

督的正確，殷勤的，透徹的來監督。但是弟兄們，我們絕不要控制聖徒，控制召會，控制

那些情形。你懂嗎？阿們！我不是在這裏說要民主，要革命，要反對。我不是在推廣支持

這些事，但是你們懂我在說甚麼。讓我們都作生命的執事者，讓我們作供應生命的人。讓

我們求主，求主，給我們，並在我們裏面把眾召會中所需要的生命作到我們裏面。我們在

這裏，我們站着，我坐着，我們說話，我們在那裏，我們就是那樣的人，我們就要成為那

樣的人，成為一個神聖生命的管道，那就能建造基督的身體。所以，我講完了。有一點禱

告，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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