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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夏娃作亚当配偶的预表 

圣徒们，在这篇信息里，我有一个祷告，主在这篇信息里

要作三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作，但这就是我的祷告。首先，

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新鲜的看见，看见基督与召会的启示，我

们要明白基督的新妇，就是主恢复的目标。基督的新妇是主恢

复的目标。夏娃的预表就是表征基督的新妇，亚当是表征基督，

所以我们看到夏娃作亚当的配偶，我们要作基督的配偶，我们

要作基督的新妇，这就是主恢复的目标。我们要有对这个新鲜

的看见和启示，这就是我的感觉。 

第二，我希望我们能够得更新，有新鲜的，重新燃起，并

且得加强我们对主的爱。你是不是爱主耶稣呢？我们是不是一

起说，主耶稣我们爱你，主耶稣，我爱你，愿我们的爱都得更

新，重新挑望，更新鲜、得加强，使我们成为祂的新妇。圣经

是结束于羔羊的妻这个新妇，我们要得圣别，作为荣耀的召会，

祂荣耀的新妇。我们要作祂的新妇就要作一个呼求祂，对祂说

主耶稣我爱你的人。今天早，每天早上我们第一句该说的话，

就是主耶稣，我爱你。我们整天都该说这句话。 

并且第三，我希望今晚，借着这样的交通，我们里面就产

生出一种渴望，一种饥渴能够渴望得着圣别，被这话中之水来

洗涤，圣别、洁净、洗净我们，并预备我们，使我们被美化，

被美化作祂的新妇。弟兄姊妹，我等一下才要说到，我等不及

了。但是弟兄姊妹，神的话能美化我们，美化我们，使我们成

为基督的新妇。我要这样说这个点，对主来说，我们的美丽，

我们的美比我们对祂的功用重要得多。新妇的美来自基督作到

我们里面。祂是我们的美丽。所以，基督作到我们里面，借着

神的话，借着祂应时的说话，祂活而应时、宝贵、亲密，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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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地说话，基督就作到我们里面，祂就成了我们的美丽，这就

是新妇的美。因为祂是丈夫，祂在意新妇的美更于新妇的功用。

我们知道祂在意我们的功用，当然如此。但是祂更在意美。 

当一个丈夫，娶一个女子为妻的时候，所在意的是她里面

的美丽。当我开始爱我的妻子，当时她还没有成为我妻子之时，

我不会在意她会不会作菜，会不会吸尘？而是在意她里面有一

种内在的，从里面散发出来的美丽。使我受吸引的不是她的功

用。请相信我，真的是这样。赦免我，你们知道我的妻子是很

会作饭的，她知道怎么作饭，为着召会生活作饭给圣徒们吃。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圣徒们来，她就作意大利面，她不知道应

该把油跟奶油拌在面里，然后煮出来的面像一颗篮球一样。……

但是圣徒们还是很享受，我们也都很享受主，是不是？我的重

点是，现在我们回到重点，主不在意，不那么在意我们的功用，

祂在意我们的美丽胜过我们的功用。祂要把祂自己作到我们里

面，作我们的美丽。这就是祂所在意的。就人这面来说，我们

所在意的，也是我们找到一个配偶，我们在意她里面内在的美

丽。 

我们来看纲目，夏娃作亚当配偶的预表。弟兄姊妹，或许

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在第壹大点和第贰大点。我相信第叁大点

这里自己就说得很清楚，我们只要读过，你就能够，相信你就

能够得到这个异象。我们读这个纲目，这些话就对我们成为雷

玛的话，成为祂亲密、亲自向我们的说话。 

整本圣经就是神圣的罗曼史，记载神如何追求

祂所拣选的人，至终与他们成为婚配 

整本圣经就是神圣的罗曼史，这是何等的启示！圣徒们，

整本圣经就是神圣的罗曼史，你在哪里可以听见这样的话？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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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主的恢复里。圣徒们，你不需要，你不必回答我，问问你

自己，你跟主的罗曼史进行得如何呢？现在如何呢？你跟祂有

没有一个内在的罗曼史？你跟祂有没有一个秘密的历史？爱祂

的历史？你爱上祂，天天跟祂相爱。所以整本圣经就是神圣的

罗曼史，记载神如何追求祂所拣选的人，至终与他们成为婚配。

圣徒们，职事的话里面有一段，说到雅歌中所描绘的生命与建

造。在第二章的末了，标题是，这一段的标题是，凭爱跟从，

在中文二十三页。有很多人知道这一段，这一段对我很新鲜。

你当献上自己来爱主，让我们都献上自己来爱主，没有别的路

如此有效，也没有别的路如此稳妥、丰富，如此满了享受。你

只要爱祂，不要在乎别的事，教训、道理、恩赐和能力，都不

是很重要，我们必须不断地告诉主，主啊，保守我在你的爱里，

求你以你自己吸引我，保守我一直在你可爱的同在里。如果我

们这样祷告，我们会发现我们对主会有怎样的爱，我们会过怎

样的生活。我们会只凭主自己而活。只要我们从全人的最深处

来爱祂，一切就都好了。我们若需要智慧，祂就是我们的智慧。

我们若需要能力，祂就是能力。我们若需要正确且充分的知识，

祂对我们甚至也是知识。我们需要什么，祂就是什么。不要试

着去得任何别的东西，只要仰望祂，求祂向你启示祂的爱。雅

歌一章四节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们必须求

主吸引我们，然后别人才会与我们一同快跑追随祂。这就是我

们多结果子的原因。愿你吸引我，这里就转成我们快跑跟随你。

我们要接受祂作我们的生命，就必须这样来爱祂，以祂为我们

的生命，就需要这样来爱祂。 

当李弟兄得救后，他听了一个二十五岁，年纪才二十五岁

的姊妹传福音，她就是汪佩真，她分享到一段非常有利的话。

当李弟兄听了那篇信息之后，他就得救了。在回家的路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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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他的一生献给主。他得救那一天，他就将他的一生献给主。

因着这一位汪佩真姊妹，二十五岁的姊妹传了福音给许多的人，

她得着了许多的人。李弟兄就说，就是她释放信息的那一天，

李弟兄说，那是他一生当中，听过最有能力的一篇信息。他就

问我们说，你知道她为什么这么有能力，有权柄么。因为她爱

主到了极点，她爱主到了极点，爱主到了极点，能够成全我们，

能够装备我们，能够使我们够资格来为主说话，带着权柄和能

力，来为主说话。我们需要爱主到极点。 

然后继续说到，在启示录二章我们看见，召会的堕落开始

于失去对主耶稣起初的爱。在以弗所的召会有许多好行为，信

心也坚固，但主责备她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

离弃了起初的爱。她们失去了对主那新鲜上好的爱，这是众召

会堕落的开始。当我们失去对主的爱时，我们就开始退后。我

们必须转向主，跟祂办交涉说，主啊，怜悯我，除了你可爱的

自己，我不需要任何事或任何人，只求你给我看见你自己，吸

引我使我快跑跟随你。主啊，给我看见你的爱，叫我被你的爱

所困迫。主，我不要为你作什么，我只要来爱你，我只要接受

你作我的人位。我要接受你的个性作我的个性。你的意愿作我

的意愿，你的愿望作我的愿望。我要你的一切作我的一切。因

此我们看见，这不仅仅是相信的事，更是爱的事。我们必须学

习爱主耶稣，如果我们对主耶稣有这种火热的爱，我们就会享

受祂一切的所是。所以我不鼓励你们追求别的事物，你应当到

主面前求祂吸引你，使你能快跑追随祂。 

你必须看见奏厄永远的生命，乃是这样一位可爱奇妙的人

位，而爱乃是对待这人位的路。爱是对待这人位的路。我还要

读，从职事的话里读另一段，是从，随后再读，这一段是要从

如何作同工与长老并如何履行同工与长老的义务这本书里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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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中文的第十四页到十五页。在主耶稣人性的生活中，祂

有那丰富，借着芬芳的美德，彰显祂丰富的属性，祂在祂人性

的美德里彰显全备之神丰富的属性。祂身上有一些芬芳的事物，

很奥秘的事物，就是借着这些美德，这是因为祂神圣的属性充

满了这些美德。 

所以我们的弟兄这样说，他说在这一天，我仍然不明白，

当主对他们说，为什么祂只说来跟从我，门徒就撇下一切跟从

了祂。我绝对相信，当时从主耶稣身上，从祂的面容上，从祂

的声音里，彰显出一种芬芳的力量，相当吸引并夺取人。你是

否被主吸引并夺取过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来参加训练的原

因。吸引并夺取人，意思就是令人着迷，着迷，人常问我们，

你们是被什么人迷住了，清醒过来吧。当你被迷住了，你就是

成为疯狂爱耶稣的人。我不知道怎么说，当你爱上了，你就被

迷住了，你就是着迷了。你可以想一想，一旦我们被主吸引，

我们就永远被祂迷住，所以我们就没办法醒过来。我不希望从

这个着迷中醒过来。这就如同男女之间一见锺情，男的被女的

迷住了，女的也被男的吸引夺取了。 

照样，主在祂自己身上，在祂的人性里必然有一种言语难

以形容的甘美芬芳。如果我们当时与主在一起，必定也会糊里

糊涂，说不出究竟的被祂迷住。彼得被主迷到一个地步，虽然

整天受责备，还是跟定了祂。责备也责备不走。今天他跟定了

主，彼得三次否认主，这里接下来说，主没有忘记他，但是主

并没有忘记他。在主复活那天早晨，天使对几位妇女说，你们

要去告诉祂的门徒和彼得，和彼得。和彼得这几个字，对彼得

来说太重要了。在马可福音里，马可是彼得属灵的儿子，这是

我们唯一记载到“和彼得”这几个字。因为彼得记得这几个字，

和彼得意思就是主没有放弃他，主没有放弃他，祂还爱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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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赞美主，祂说了我的名字，彼得。主也亲自对抹大拉的

马利亚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主称门徒为弟兄，并且特别提

起彼得的名字。这样就把彼得夺取了。 

主耶稣在祂的人性里，必然有一种吸引人夺取人的芬芳美

德。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跟从祂，其中还有好些尊贵的妇女，

什么也不管了，整天跟从祂，跟了三年半。这是路加福音八章

一到三节。这就是如何作同工与长老，被主吸引而爱主。 

我们来读一些的经节，这里说到圣经是一部神圣的罗曼史，

我们在这里有许多的经节，我们不会全读。雅歌一章二到四节，

这些很美妙的经节，因为雅歌说到罗曼史，而耶稣有所罗门跟

乡村女子的这幅图画，表征基督和祂的信徒，这些信徒被祂的

爱所摸着，所夺取，而跟随主。所以雅歌一章二节说，“愿他

用口与我亲嘴！”请注意这里的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

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所以寻求者说，主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请听，如果你读到雅歌四章十节，主是告诉寻求者说，你的爱

情是如同美酒一样，所以寻求主对主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而主也在四章十节说到，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所以信徒珍赏主

的爱，比不上信徒对，主对信徒爱情的珍赏。祂能够被我们的

爱珍赏，并且征服。我们要这样爱祂，以祂来居首位。这不是

不是很好呢？我们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祂说，你的爱比酒更

美。祂爱我们的爱祂，赞美主。 

所以我们看见这些经节，你们许多人知道，也许有人不知

道，这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有情深，私下并属灵与主的关系。

当我们说到吸引我，那是个人的，不是吸引我们，而是吸引我。

然后我们要快跑跟随你，我们需要这样的祷告，吸引我，主，

那是个人的。什么是满了情爱的，就是与我亲嘴，用口与我亲

嘴。这是在属灵的一面说，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这是最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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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情深的接触。你一个，与一个最情深的接触，你一个时候只

能，一次只能与一个人亲嘴。你不可能嘴巴大到与很多人亲嘴。

即使你的亲嘴也是很个人的。 

请听，你结婚的时候，两人结婚的时候，每个人都在等待

什么呢？这一对夫妇在等什么，不是等弟兄讲一篇很长的信息。

他们等，他们结婚是为了什么，就是等着弟兄说，现在你可以

亲你的妻子了。当然这是西方的结婚。你亲新娘的嘴。如果你

亲她的脸頰，你的蜜月就会有很大的麻烦了。所以亲嘴是与一

个人，与主最亲密的接触。你说主耶稣我爱你，祂说我也爱你。

你就与祂亲嘴，是内在的与你，用你属灵的接触与祂亲嘴。这

是个人而情深的接触，这也是私下和属灵的。这就是主所说的，

王带我进了他的内室。王的内室就是我们的灵，我们的灵就是

主耶稣的内室。所以那是个人的，是属灵的。当我们回到我们

的灵，我们就与祂有亲密的、个人的关系，私下的关系，我们

与祂有属灵的关系。所以这一切都说到，我们要有，与祂有一

个属灵、情深、私下、奥秘的关系。 

以赛亚五十四章五节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以赛

亚书六十二章五节说，“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

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耶利

米二章二节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

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新婚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

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三章十四节说，“背道的儿女

啊，回来吧，因为我是你们的丈夫。”三十一章三十二节说，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

所立的约；我虽是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

华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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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结十六章八节说，“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了你；那

正是你动爱情的时候。我便展开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

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你就归于我。何西阿二章十九节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

以公义和公平，以慈爱和怜恤聘你归我。”马太九章十五节，

主耶稣这样说，祂说，“新郎和伴友同在的时候，伴友岂能哀

恸？但日子将到，新郎要从他们中间被取去，那时他们就要禁

食。”新郎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该喜乐。在三章二十九节，

施浸者约翰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听祂，

因新郎的声音就欢喜快乐；所以我这喜乐满足了。”林后十一

章二节说，“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们，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

一个丈夫，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弟兄姊妹，我们是在这许配的职事里，这个职事就像保罗

的职事，新约的职事一样，要将我们许配一个丈夫，就是基督。

你读职事的信息，你里面就得着挑旺，更爱主。你是不是在这

个训练被挑旺更爱主耶稣？我们比来这里之前更爱主，因为这

分新约的职事挑旺我们爱主，并把我们许配给祂。 

现在我们要读创世记第二章，这里说到亚当和夏娃的预表，

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这段圣经说，“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

意思就是神独居不好，神是宇宙中独一的男人。“那人独居不

好，我要为他造一个帮助者作他的配偶。”什么是配偶，妻子

在那里，就是要新妇，我们要作祂的新妇直到永远。“耶和华

神把祂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

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

那人便给一切的牲畜、空中的飞鸟、和野地各样的走兽都起了

名，只是亚当没有找到一个帮助者作他的配偶。耶和华神使那

人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了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在原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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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

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一次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可以称这为女人，因为这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你知道希

伯来文，就是说到这一次要称为 Ishshah，因为是从 Ish 出来的，

因此 Ishshah就是 Ish的结果，就是基督的结果。 

基督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读纲要就能够知道，约翰十九章，

当主耶稣受死的时，三十四节说，“唯有一个兵用枪扎祂的肋

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所以就像亚当的肋旁裂开，肋骨

被取出，建造了一个新妇。照样，主耶稣在那里也裂开祂的肋

旁，流出水与血来，产生召会就是新妇，为着祂的满足。以弗

所五章三十二节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与召

会说的。”基督与召会，启示录十九章七节说，“我们要喜乐

欢腾，将荣耀归与祂；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

预备好了。”这就是主恢复所要的，启示录十九章七节说，“我

们要喜乐欢腾，将荣耀归与祂；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

妇也自己预备好了。”二十一章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

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

丈夫。”二十一章九到十节说，“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

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来，我要将新妇，就是

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在灵里，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

山。” 

今天晚上让我们都在灵里，被带到高大的山上，将那由神

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我看。二十二章十七节说，

“那灵和新妇说，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启示录二章

十七节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但是在这里，二十二章十

七节，那灵完全的新妇，联结与调和了。所以那灵与新妇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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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们成为一个实体，他们一同说，他们如同一人来说话。

这实在太美妙了。 

当我们这些神的子民进入与神相爱的关系，我们就 
接受祂的生命，正如夏娃接受了亚当的生命一样 

夏娃接受了亚当的生命，骨头被建造成女人，就是夏娃，

所以她接受了亚当的生命，所以请听，夏娃唯有，因为亚当是

她的一个部分，才可能存在。照样我们必须完全倚靠基督而生

存，没有祂我们就没有生命，没有祂我们就没有存在，没有祂

我们就一无所有，因为我们是来自基督，我们是从基督而出。 

乃是这个生命使我们与神成为一，祂也与我们成为一 

乃是这个生命使我们与神成为一，祂也与我们成为一。 

神和祂的子民要成为一，二者之间就必须有相互的爱 

圣徒们，我喜欢约翰十四章二十一和二十三节，这里说，

“有了我的诫命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

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请听我们里面有

主耶稣，我们享受祂在我们里面的显现，我们享受祂就把祂显

出来，乃是借着爱祂，我们爱祂，我们操练我们的灵，将心转

向祂说，“主耶稣，我们爱你。”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

要爱他，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所以十四章二十三节说，“人

若爱我，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同他安排住

处。”那是相互的住处，父与子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父

与子，借着灵住在父与子里面。所以这完全是从爱祂而来。 

圣经中所揭示神与祂子民之间的爱， 
主要的是像男女之间情深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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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三十一章三节说，“耶和华从远方向我显现，说，

我以永远的爱爱了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了你。”我以永远的

爱爱了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了你。 

当神的子民爱神、花时间在祂的话上与祂交通时， 
神就将祂的神圣元素注入他们里面，使他们与祂成为

一，作祂的配偶，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与祂一样 

这个点非常紧要，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三句标语。当神的子

民爱神，赞美主，爱神！花时间在祂的话上，花时间在祂的话

上与祂交通时，神就将祂的神圣元素注入他们里面，使他们与

祂成为一，作祂的配偶，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与祂一样。 

黑板上我写了这些字。这里说到以弗所五章二十五到二十

七节，这些是圣经里非常紧要的经节，五章二十五节说到，基

督爱召会，为召会舍了自己。基督爱召会，为召会舍了自己。

这就是法理的救赎，你看见么？基督爱召会，为召会舍了自己。

为什么祂受死呢？因为祂要得着新妇，然后，这就是基督作救

赎者的阶段。然后祂死而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赞美主！基

督是赐生命的灵。所以基督将自己给了召会，然后要圣化召会，

这是二十六节，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洁净召会。 

然后到了二十七节，这里说到基督乃是新妇，说到，祂好，

二十六节说到，祂要圣化召会，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洁净召

会。而二十七节就说到，祂好献给自己作荣耀的召会，没有斑

点、皱纹、或任何这类的病，好使她成为圣别，没有瑕疵。成

为圣别，没有瑕疵，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所写的，在这里

就是二十五节，有法理的救赎，二十六节有生机的救恩，二十

七节有预备，有新妇的献上。阿利路亚，所以法理的救赎，生

机的救恩和新妇的献上，然后生机的救恩，是来自于圣化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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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祂用祂的话使我们美化，祂就把召会献给自己作荣耀的召

会，这就是启示录十九章七节的应验。 

我们要喜乐欢腾，将荣耀归与祂；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

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我们如何预备自己呢？我们必须在

主的话里面，我们需要爱主的话，天天在主的话里，能够被，

天天在这圣别人的话里，祂要圣别，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圣

别召会、洗净召会。二十五节说到，祂爱召会，为召会舍了自

己，这是法理的救赎。借着法理的救赎，就有赦罪，就有洗罪，

就有称义，被神称义，与神和好，有地位上的圣别。然后到了

以弗所五章二十六节，那里就有性情上的圣别，性情上的圣别

就使我们分别归神，地位上的圣别使我们分别归神，而性情上

的圣别，使我们被祂神圣的性情充满。我们如何被祂神圣的性

情充满，乃是借着用话中之水的洗涤来洁净。我们在主的话里，

我们天天都爱主的话，要爱圣经。 

诗篇一一九篇一百四十节，这里有这一节，说到“你的话

极其精炼，为你的仆人所爱。”我们是不是一同说这一节，你

的话极其精炼，为你的仆人所爱。为什么爱祂的话。因为祂自

己就在这个话里面，祂的话事实上就是灵，祂的话圣别我们，

使祂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得着圣别得着洁净，然后有新陈代

谢的洗净，就使我们的天然的生命，皱纹老旧都被洗去，使我

们成为对主是新而新鲜的，我们就没有斑点，所有的斑点，天

然生命的斑点都被洗净，老旧的皱纹也都抹平了，使我们满了

新妇的美丽。 

希伯来二章十到十一节说，祂是救恩的元帅，祂在领许多

儿子进荣耀里去，然后祂说，因为那圣别人的，和那被圣别的

都是一；所以祂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就是借着生机的救

恩，借着性情上的圣别，就是这神生机救恩的主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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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前五章二十三节说，但愿和平的神，亲自全然圣别你们，

亲自全然圣别你们，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得以圣别，无可指摘。这就是

我们，使我们被神充满，而有的性情上的圣别，这实在是太美

妙了，你是不是爱主的话呢，阿们，我们告诉你们，我真宝爱

圣经，爱主的话，我宝爱圣经，我告诉你们，当我得救的时候，

我的室友不明白，为什么我读这么多圣经，他说，ED 你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无法回答，我就是爱读这本

书。然后我的父亲，他不信主，他说你怎么回事，你只会读圣

经么。我说，我真的么，我都不知道，我整天在读圣经么，但

是我父亲后来终于得救了，赞美主。 

现在以弗所五章二十六节说到，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洁

净召会，就字面的意思来说，就是洗濯盆里面的水，在帐幕的

外面，借着那样的洗涤，就洗净这个人，使人能够进入帐幕。

所以我们来到主的话面前，我们就洗净属地的玷污。在出埃及

记三十章八节，这里说到，洗濯盆上面的铜，是用会幕门前，

妇人镜子的铜所作的。你看到，当你来到主的话前，你就看见

你真实的情形，不只我们有新陈代谢的洗净，我们旧的成分都

被排除，新的成分传输，进到我们的里面，你就看到你真实的

光景。你来读圣经，这些话对你当时的情形，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你就发现说，啊主啊，求你赦免我，这个赦免我，这就是

你经历了新陈代谢的洗净，而基督的美丽就被传输到你的所是

里了，借着这话传输到你的所是里。 

撒上三章二节说到，在以利的时候，那里有许多败坏的事，

那里说到，在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话稀少。圣徒们，你是不是很

喜乐，主的恢复话并不稀少呢，这是何等的怜悯，主的话并不

稀少，异象又一个异象，一场聚会又一场聚会，那真是主的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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悯，极大的怜悯。圣徒们，说到话中之水的洗涤，这个话不是

希腊文里的娄格斯，而是雷玛，不是常时的话而是雷玛，就是

主应时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主对我们所说应时的话，是亲密、

直接、亲自对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每场聚会都要向主祷告，主，向我说话，对我说话，

我要听到你的声音，这就是雷玛的话，应时的话，直接从神而

来与我们的交通，将一些事情，亲自的启示，并且亲密的启示

给我们，使我们看见祂的话。我们需要将应时的话，常时的话，

娄格斯的话，转成应时的话，就是宝贵、亲密、个人的，对我

们所说的话，你要看见这个，需要有这样的转变。当我们得着

雷玛的话，得着祂的说话，我们堕落所是的老旧元素就被排除，

基督追测不尽之丰富的新元素，就被分赐到我们内在的成分里

面，美化我们，用基督来美化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祷告的中心，应该是我们渴慕祂的说

话，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祷告，主向我说话，在每一场聚会里向

我说话，主对我说话，因为当主对我们说话，在二十六节那里

就告诉我们，二十六节要带到二十七节，祂就可以献给，把召

会献给自己，作荣耀的召会，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我们就能

够达到，完成神永远的定旨，神如何完成祂心头的意愿，神能

够得着祂永远的定旨，得着这个新妇，唯一的路就是借着话中

之水的洗涤，就是话中的雷玛，来洗净我们，圣别我们，借着

这个直接、宝贵，而亲密的话，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来达

到，好，我们往前。 

这里有很多点，要想一想，想想看，李弟兄常常告诉我们，

想想看，这实在太美妙了，这里有法理的救赎，有生机的拯救，

有新妇的献上，我们如何在生机上得救呢，在这个上下文我们

看见，是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得着圣别而洁净。然后新妇的



 185 

 

美丽，是从基督被作到我们里面而来，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

借着亲自直接、亲密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所以话就是除

去皱纹最好的物品。有一次有一位姊妹开门的时候，她的，开

门的时候，她的脸是好像绿的一样，我就吓了一跳，但是我没

有说什么。但是你们知道，姊妹们不喜欢，不喜欢皱纹，弟兄

们其实不是这么在意，我们需要为你们祷告，如果你那么在意，

需要为你们祷告，其实男的没有那么在意女生的皱纹，但是赞

美主，我们有最好的除去老旧的物品，就是借着话中之水的洗

涤来洁净。 

在创世记二章，我们借着亚当与夏娃的预表，

看见了基督与召会的照片 

亚当预表神在基督里是真正、宇宙的丈夫， 
正为祂自己寻找妻子 

亚当预表神在基督里是真正、宇宙的丈夫，正为祂自己寻

找妻子。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帮助者作他的配偶” 

亚当需要妻子，预表并描绘神在祂的经纶里， 

需要得着妻子作祂的配偶，祂的补满（直译，与他配对者） 

是不是很让你感到惊奇呢？补满，就是配对者，就是祂的复

制，就是祂的配对者，就是祂的配偶，祂的补满。弟兄分享过，

夫妻好像西瓜的两半一样，如果你只有瓜的一半就不完整，你还

有另外一半，这两半放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单位。 

虽然神，基督，是绝对而永远的完全， 

但没有召会作祂的妻子，祂就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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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神，基督，是绝对而永远的完全，但没有召会作祂的

妻子，祂就不完整。 

神渴望要得着预表基督的亚当，和预表召会的夏娃； 

祂的目的是要“使他们管理”（一 26）； 

就是要得着一个得胜的基督，加上一个得胜的召会，一个

胜过魔鬼工作的基督，加上一个推翻魔鬼工作的召会； 

神乃是要基督与召会掌权 

神渴望要得着预表基督的亚当，和预表召会的夏娃；祂的

目的是要“使他们管理”（一 26）；就是要得着一个得胜的基

督，加上一个得胜的召会，一个胜过魔鬼工作的基督，加上一

个推翻魔鬼工作的召会；神乃是要基督与召会掌权。 

我们需要看见， 

神要为自己产生配偶，就作了些什么 

神用土造了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 
并将这一切带到亚当面前，“那人便给一切的牲畜、空

中的飞鸟、和野地各样的走兽都起了名， 
只是亚当没有找到一个帮助者作他的配偶” 

妻子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必须与丈夫一样一式 

在牲畜、飞鸟和走兽中， 

亚当找不着他自己的配偶，就是能与他相配的 

神要为自己产生一个配偶， 
就首先成为人，由神创造亚当所预表 

 “耶和华神使那人沉睡，他就睡了， 
于是取了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在原处合起来” 

亚当沉睡，为着产生夏娃作他的妻子， 

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为着产生召会作祂的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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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以弗所五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基督爱召会，为召

会舍了自己。那是从亚当的沈睡来表征。 

在圣经里，睡通常是指死 

这些的经节告诉我们在约翰十一章，我喜欢约翰十一章，

你可以看看门徒们在那里，如何把很多事情弄清楚。耶稣说，

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要去叫醒他。门徒对祂说，主啊！他

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原是指着拉撒路的死说的。他们却以

为他是指拉撒路安然睡觉说的，所以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

拉撒路死了。他们在那里了解的不够透彻。 

基督的死是释放生命、分赐生命、繁殖生命、繁增生命、

繁衍生命的死，由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长起结出许多

子粒，好作成饼所表征，这饼就是祂的身体—召会 

基督的死是释放生命、分赐生命、繁殖生命、繁增生命、

繁衍生命的死，由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长起结出许多子粒，

好作成饼所表征，这饼就是祂的身体—召会。 

借着基督的死，祂里面神圣的生命得以释放； 

借着祂的复活，祂释放的神圣生命得以分赐到 

祂的信徒里面，为着构成召会 

借着基督的死，祂里面神圣的生命得以释放；借着祂的复

活，祂释放的神圣生命得以分赐到祂的信徒里面，为着构成召

会。 

借着这样的过程，神在基督里 

已经把祂自己连同祂的生命和性情，作到人里面， 

使人可以在生命和性情上与神一样， 

好作祂的配偶与祂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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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这样的过程，神在基督里已经把祂自己连同祂的生命

和性情，作到人里面，使人可以在生命和性情上与神一样，好

作祂的配偶与祂相配。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 
建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 

创世记二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

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 

弟兄姊妹，以弗所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就说到，祂要圣

化召会，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洁净召会，祂好献给自己作荣耀

的召会，你看见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耶和华用肋骨建造一个女

人，这就是以弗所五章所说的，建造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

前。以弗所五章二十七节说，他要献给自己作荣耀的召会，没

有斑点、皱纹、或任何这类的病。 

从亚当裂开的肋旁所取出的肋骨，预表基督那不能折断、

不能毁坏之永远的生命，从祂被扎的肋旁流出来， 

将生命分赐给祂的信徒，以产生并建造召会作祂的配偶 

希伯来七章十六节说到这生命是不能毁坏的生命。约翰十

九章三十二至三十三节，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基督同钉

另一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基督那里，见祂已经死了，

就不打断祂的腿。三十六节就说，这些事发生为要应验经书，

祂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所以，肋骨是表征基督不能毁坏的

生命。骨头就是表征不能朽坏、复活的生命，基督复活的生命。

逾越节的预表就是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六节给我们看见，应当

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带到外面，羊羔的骨头

一根也不可折断。一根也不可折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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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督肋旁流出血和水， 

但从亚当肋旁出来的只有肋骨，没有血 

约翰十九章三十四节说，唯有一个兵用枪扎祂的肋旁，随

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在亚当的时候还没有罪，所以不需要借血而有的救赎 

在亚当的时候还没有罪，所以不需要，在亚当的时候还没

有罪，所以不需要，借血而有的救赎。 

然而当基督在十字架上“睡”了时，已经有了罪的问题； 

因此，从基督肋旁流出的血，乃是为着我们法理的救赎。 

然而当基督在十字架上“睡”了时，已经有了罪的问题；

因此，从基督肋旁流出的血，乃是为着我们法理的救赎。 

在血之后有水流出来，就是神涌流的生命， 

为着我们生机的拯救；这神圣、涌流、非受造的生命， 

是由亚当肋旁取出的肋骨所预表的 

在血之后有水流出来，就是神涌流的生命，为着我们生机

的拯救；这神圣、涌流、非受造的生命，是由亚当肋旁取出的

肋骨所预表的。 

这神圣、涌流、非受造的生命，就是以弗所五章二十六节

所说，祂好圣别他们、洁净他们，用话中之水的洗涤洁净他们，

为着我们生机的救恩。 

创世记二章二十二节不说夏娃是创造的， 

乃说她是建造的；用亚当肋旁取出的肋骨建造成夏娃， 

预表召会是用复活的 

生命建造的，这复活的生命乃是基督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死 

所释放出来，并在祂的复活里分赐到祂信徒里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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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二章二十二节不说夏娃是创造的，乃说她是建造的；

用亚当肋旁取出的肋骨建造成夏娃，预表召会是用复活的生命

建造的，这复活的生命乃是基督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死所释放出

来，并在祂的复活里分赐到祂信徒里面的。 

召会作为真夏娃，乃是基督在祂所有信徒里的总和； 

召会是基督的复制；在召会里，除了基督的元素以外， 

不该有别的元素 

召会作为真夏娃，这就是我们，我们是真夏娃。作一个真

夏娃是不是很好呢？阿们。什么是真夏娃？乃是基督在祂所有

信徒里的总和；召会是基督的复制；在召会里，除了基督的元

素以外，不该有别的元素。这是非常重要，我随后还要再分享。

基督的元素，在召会里除了基督的元素以外，不该有别的元素。

创世记五章二节说，神创造他们有男有女，在他们被创造的日

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的名为亚当。所以，男女这团体的人，

也是亚当和夏娃，但是神称他们为夏娃。基督与召会就是基督。 

唯有那出于基督同祂复活生命的， 

才能作祂的补满和配偶，就是基督的身体 

唯有那出于基督同祂复活生命的，才能作祂的补满和配偶，

就是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五章二十八到三十节，二十七节就说

到，献给自己作荣耀的召会，没有任何的斑点、皱纹、任何这

类的病，好使她成为圣别、没有瑕疵，然后，二十八节就说，

照样，妻子，丈夫也当照样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

爱自己妻子的，便是爱自己了。所以，当基督爱召会，祂就是

爱自己，因为祂是爱祂自己的身体。祂的妻子就是祂的身体。 

我们必须脱去一切天然的生命，直到活的基督从我们灵里 

彰显出来；然后我们才有召会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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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脱去一切天然的生命。在新人里面，我非常享受。你是

不是喜欢召会作新人呢？我们在这里来自许多的国家，许多的

背景，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年龄和肤色，但是在一个新人里，基

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里说到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

人，也就是没有任何的地位给这些东西。没有在新人里没有任

何的地位和可能给天然的人。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

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

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在一切的肢体内，又是一切

的肢体。 

我永远忘不了有一次我们在长老训练的聚会里，我与德州

的弟兄们一同在一起，李弟兄在聚会中说话，他说我非常地喜

乐，德州的弟兄们都得更新了，你们都不说你们的那个腔调的

话了。在新人里没有德州人，但是我们在一起走路的时候，有

一个人要到另外一个接待家里，他就说用德州腔说话了。我们

就说，哦，主耶稣啊。我们还更多需要被更新。在那里有太多

的德州人了。好。 

凡所活出的，若不是基督，就不是召会；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在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才是召会！ 

这里有一个惊叹号，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

我里面活着；在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才是召会！圣徒们，我

在这里还要提到几件事，人的能力、人的思想、人的力量，人

的才干，人所有的一切都在召会之外，人的天赋、人的能力、

人的思想、人的能力、力量都在召会之外，因为召会是基督的

纯产物。就好像这样的例子，一个天然的人，你可以是很坦诚，

很有口才，天然上很会说话，很聪明，心思很敏锐，有很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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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你有爱，就是天然人的爱，天然人的火热，但是这一切

在召会里都没有地位，都需要经过十字架，在复活里起来。所

以圣徒们请听，我喜欢这样的说话，我们在召会中所学的第一

个功课，就是要拒绝所有从我们自己而来的。最后一个功课，

就是要从拒绝所有从我们天然而来的，那是我们的第一个功课，

也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功课，要拒绝所有从己而来的。 

只有出于基督的才能得到基督认可， 

只有出于基督的才能归给祂，与祂相配 

约翰五章十九节，主自己说，我凭自己不能作什么。它也

可以这样翻译，我不作什么出于自己的事。即使主自己也说这

样的话。所以我们天然人性出来的，都不是召会。什么是人性

呢？就像被带到亚当面前的动物，乌龟、地鼠、牛、蜗牛，是

这些动物。这与基督不配，唯有基督与基督相配，召会是基督

的总合，就是信徒里面基督的总合。 

在圣经末了有一座城，新耶路撒冷， 

就是终极并永远的女人，团体的新妇，羔羊的妻子， 

用三样宝贵的材料所建造，应验创世记二章所显示的 

预表，直到永远；因此，在预表上，二章十一至十二节 

所提一切宝贵的材料，都是为着建造这女人 

在圣经末了有一座城，新耶路撒冷，就是终极并永远的女

人，团体的新妇，羔羊的妻子（启二一 9，二二 17），用三样

宝贵的材料所建造（二一 18~21），应验创世记二章所显示的预

表，直到永远；因此，在预表上，二章十一至十二节所提一切

宝贵的材料，都是为着建造这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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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娃自亚当取出，又被带回亚当，与他成为一体； 

照样，从基督所产生的召会，也要归回基督， 

与祂成为一灵；基督与召会是一灵， 

如同丈夫与妻子成为一体所预表的，这是极大的奥秘 

夏娃自亚当取出，又被带回亚当，与他成为一体（24）；

照样，从基督所产生的召会，也要归回基督（弗五 27，启十九

7），与祂成为一灵（林前六 17）；基督与召会是一灵，如同丈

夫与妻子成为一体所预表的，这是极大的奥秘（弗五 28~32）。 

“那人说，这一次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

这为女人，因为这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

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那人说，这一次这是我骨中的骨，我喜欢亚当所说的，这

一次是我骨中的骨，就好像基督就是召会，召会就是基督的骨

中骨，召会内在是由基督所构成，外在也被基督所充满，这一

次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这为女人，因为这是从男

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

一体。 

在希伯来文里，“男人”是 Ish，伊施； 

“女人”是 Ishshah，伊施沙 

召会是出于基督的纯产物； 

召会是“基督的”，“复活的”，属天的 

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召会是出于基督的纯产物；召会是

“基督的”，“复活的”，属天的。我们看见那一个新人，基

督是在召会里，也是召会的一切。基督是，召会是基督的，复

活的，因为以弗所二章六节说到，召会与祂一同坐在诸天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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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召会是复活的，与祂一同复活了，召会也是属天的，因为

与祂一同坐在诸天界里。所以召会是基督的纯产物。我永远忘

不了，有一次李弟兄分享这一个点，他说到召会是基督的纯产

物，有一位弟兄在信息末了站起来说，李弟兄我们如何得着这

一个。他说，如果你看见了，你就得着了。李弟兄说，如果你

看见了，你就得着了，所以你需要求主赐你智慧和启示的灵，

使我们看见纲要里面的这一个启示，这一个点。 

只有那由基督重生，凭基督活着的召会，才能与基督相配，

并作祂的补满 

当基督看到这个，祂必定会说， 

“这一次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正如夏娃是亚当的扩增，召会作为新妇， 

乃是作为新郎之基督的扩增 

亚当和夏娃成为一体，一个完整的单位，乃是神与人联结

为一的表号；要来的新耶路撒冷，将是神与人永远的联结，

是宇宙对耦，作神性和人性所组成的完整单位 

亚当和夏娃成为一，过着夫妻在一起的婚姻生活；这

描绘在新耶路撒冷里，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救赎的

三一神，乃是宇宙丈夫，要与祂所救赎、重生、变化、

并荣化作妻子的人，过婚姻生活，直到永远 

圣经整体的启示，乃是给我们看见一对宇宙夫妇爱的故事 

那创造宇宙和万有的主宰，就是经过成为肉体、 

历尽人生、钉死十字、从死复活、升上高天种种过程的父、

子、灵三一神，终极成为那赐生命之灵者，与经过创造、

救赎、重生、变化、得荣的灵、魂、体三部分人， 

终极构成彰显神之召会者，成为婚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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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是很美妙呢？ 

他们要在那无尽的永世里，以那神圣、永远、荣耀无比的

生命，过那神人调为一灵，卓越绝顶、福乐盈溢的生活 

我还是祷告，但愿这篇信息在你分组研读的时间，或甚至

在现在，在这场聚会里，对你都是一个新鲜的启示，新鲜的看

见基督与召会。我祷告求主真是新鲜的更新我们，并且使我们

对祂的爱得着加强，重新被挑旺。我祷告主在我们里面制造饥

渴与渴慕，使我们渴慕祂这洗净、洁净、圣别人的话，使我们

被祂自己浸透，使基督成为我们的美丽，使我们能够被基督美

化，我们就成为祂荣耀的召会，祂能够献给祂自己作为新妇，

然后启示录十九章七节就能够得着成就。我们要喜荣欢腾，将

荣耀归与祂，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这就是主恢复的目标。好，我停在这里，我们与身旁的人祷告

一两分钟，陈弟兄会告诉我们该作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