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篇 供应生命的事奉 

读经：约壹一 1～2，二 25，五 11～16 

壹 身为在基督里的信徒和神的儿女，我们不只拥有并能经历永远
的生命，还能将这生命供应给基督身体上其他的肢体——约壹
五 11～16。 

贰 供应生命就是分赐生命；我们有生命的富余时，才能将这富余
供应给人——一 1～2，二 25，五 11～13、16。 

叁 建造神家的事奉乃是供应生命的事奉——将神圣生命供应给人
的事奉——林后四 12： 

一 召会的事奉乃是供应生命，因为这事奉乃是生命的事奉——罗八 2、6、

10～11： 

1 如果我们只作了一些事务，或者只管理了一些事情，却没有将神的生命供应

出去，我们的事奉就是失败、虚空的。 

2 无论我们作什么，我们都应该清楚，这是我们的凭借，为将生命供应给别人—

—约壹五 16，林后四 12。 

3 如果召会光是作事，不能供应生命，就失去了召会的性质，和社会没有什么两

样。 

4 我们必须事奉到一个地步，叫人得着生命的供应；我们要对这点有极深刻的

感觉，在一切事上仰望主，愿意我们的事奉能作祂生命的出口——约十 10，

十一 25，约壹一 2。 

二 我们供应给人的生命乃是在那灵里，那灵与我们的灵调和，而神的生命

就放在、住在、长在调和的灵里——林前十五 45下，六 17，罗八 4： 

1 我们要供应圣徒生命，就得让灵出去，因为神圣的生命是在我们调和的灵里

——七 6，一 9。 

2 灵若是不能释放出去，神圣的生命就无法出去。 

三 我们需要看见生命与品德有别——七 21～23，八 2、11： 

1 基督徒说到良善，但那是指好品德、好行为、好举止，不是指神的话里所说

的神圣生命——约一 4。 

2 为着不拦阻人接受神圣的生命，我们必须要有好行为、好品德；然而，好行

为、好品德不一定是神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 

ａ 我们在事奉上也许无可指责、受人称赞，但所彰显的不过是品格、完全和

属人的美德，这些并不是神的生命。 

ｂ 人若摸到我们，而不是摸到我们里面的基督，他们就是在摸死亡而非生命。 

肆 作为事奉神的人，我们需要深深铭记，我们必须能供应生命—
—约壹五 11～16： 

一 出于神的事奉，是必须能供应生命给别人的——林后四 1、12： 

1 神所要我们有的事奉，不重在作工，乃重在供应生命——约壹五 16： 

ａ圣徒的事奉，召会的事奉，其中心和焦点不是在成功一种事业或一项工作，

乃是在供应生命。 

ｂ神要我们事奉，不是重在作出工作或事业来，乃是重在供应生命——二 25，

五 11～13。 

2 测量的唯一标准，就是召会把神的生命供应出去有多少，经过召会的服事，

神生命的成分进入人里面有多少——林后四 12。 



二 结果子就是供应生命，就是把葡萄树的生命供应出去——约十五 4～5。 

三 要供应生命给人，就需要我们接在基督身上，住在基督里面，让祂在我

们里面有地位，而充满我们，使祂的生命、性情、爱好、趋向变作我们

的生命、性情、爱好、趋向；在我们的事奉中，祂的一切变作我们的一

切——约壹二 27，弗三 16～17。 

四 愿神怜悯我们，叫我们所有的事奉和工作，都是出于祂的，都是因着和

祂有交通而有的，也都是能将祂和祂的生命流露出去，供应出去的——

参诗三六 8～9。 

五 我们永远要记得，召会的事奉乃是在于将神流露出去，将神的生命供应

出去——约七 37～39。 

伍 事奉该是生命的流露——十九 34，七 37～39： 
一 生命就是神的内容和神的流出；神的内容是神的所是，神的流出是祂自

己作生命分赐给我们——弗四 18，启二二 1。 

二 生命要从灵里出来，我们外面的人就得受对付、被破碎——林后四 16，

来四 12： 

1 我们外面的人若不被破碎，就无法有神圣生命纯净的流露。 

2 我们若要让神圣生命从我们里面流出，我们的魂就要被折服，在每一件事上

让灵作主，让灵掌权；这样，主的生命就能从我们流出——弗三 16～17。 

三 要有生命的流出，我们就需要在基督释放生命的死里与祂同在，就是与

被击打的磐石所预表之被击打的基督联合为一——约十九 34，出十七

6： 

1 当我们与被击打的基督联合，就是与祂这位被击打的基督是一，神圣的生命

就要作为活水从我们流出来——6节，约七 38，参腓三 10。 

2 我们的属人生命，我们的天然生命，必须受击打，好使活水能从我们里面流

出来——林后四 10～11、16。 

3 我们只要与被击打的基督是一，与祂联合，就会经历天然的生命被钉死；然

后基督的神圣生命如何借着祂属人的生命被击打而作为活水流出来，我们也

要照样经历借着天然生命被击打而流出生命水来——10～12节。 

陆 我们要供应生命给人，就需要提防死亡对召会的攻击——太十
六 18，罗五 17、21： 

一 从伊甸园起，神与撒但之间的冲突就一直在生命与死亡这件事上——创

三 3～4，罗五 12、17、21，林前十五 22。 

二 出于神的，特征是生命，出于撒但的，特征是死亡；在召会中，凡是出

于神的都是生命，凡是出于撒但的都是死亡——约一 4，十 10，十一

25，来二 14。 

三 对召会的攻击将由死亡，就是由阴间的门而来——太十六 18。 

四 撒但最惧怕召会的，就是召会抵挡他死亡的权势——提后一 10。 

五 在我们里面的永远生命能胜过我们自己身上，并召会别的肢体身上的死

——约壹五 11～13、16。 

六 我们需要经历并享受我们里面永远的生命，也需要成为永远的生命得以

流通的管道，借此将这生命供应给人——约七 37～39，腓一 24～25。 

七 神要召会彰显出基督的生命来，所以召会里必须满了生命，我们在召会

中的事奉必须供应生命——约壹一 1～2，二 25，五 11～13、16，林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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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八篇 供应生命的事奉 

建造召会的事奉乃是供应生命的事奉。在神眼中，我们在事奉中若是作很多必须作

的事，却没有供应生命，我们的事奉就算不得数，算不得数。一个只有天然生命的人，

可以作很多的事。在俱乐部，在各种的社团，还有慈善事业里，人可以作很多有益的事。

如果我们的事奉，只是我们作一些好事，殷勤地顾到一些必须作的事，那么我们只不过

是一个社会，不是神的召会。然而，我们若是能够看见实际、必须、外在的行动、工作

和事奉，与供应生命之间那个基本的关联，我们的事奉才能建造召会。 

壹 身为在基督里的信徒和神的儿女，我们不只拥有并能经历永远
的生命，还能将这生命供应给基督身体上其他的肢体——约壹
五 11～16。 

我们都有那永远、不能毁坏、非受造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因着我们拥有这个生

命，我们都能够经历这个永远的生命，我们还能够将这个生命供应给人。所以在这个大

点你看见，我们拥有生命，我们能经历生命，我们也能供应生命。 

这里的顺序是有意义的。仅仅拥有生命，还不足以使我们能供应生命。唯有主知道，

有多少重生的信徒，在这个地上千千万万的信徒，他们都有生命。他们有生命，但这生

命大多数是埋藏起来的，受压制的，当这些信徒乃是照着天然生命、魂生命的能力而活

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从两方面来说到生命的定义：第一，生命乃是经过过程终极完

成的三一神分赐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有生命。但是，当我们经历基督作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是经历这生命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带着这生命一切的效能；但是另外一面的定义

是更重要的，生命就是三一神活在我们里面。那就是对生命的经历。拥有生命不等于经

历生命。一个人结了婚，有了妻子，并不一定就表示他在这种关系里有一种甜美的、宝

贵的情形。 

我们没有办法供应我们所没有经历的。所以一天过一天，因着这个生命是一天二十

四小时的，一周七天不停止的。我们要经历这个神圣的分赐，我们也要让主实际的，真

实的活在我们里面。我用这个词“让”，指明就着某一面来说，我们有生之年，我们能

够决定主在我们里面能够作多少。保罗说，要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住在你们里面，让

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仲裁。他的意思是说，你可能让这样的事发生，也可能不让这

样的事发生。我们可能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也可能不让祂活在我们里面。我们经过一

件一件的事，当我们让祂活在我们里面，而祂正在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祂就是生命成

了我们的经历。这个我们所经历的生命就是我们所能够供应给人的。 

第二大点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定义。 

贰 供应生命就是分赐生命；我们有生命的富余时，才能将这富余
供应给人——一 1～2，二 25，五 11～13、16。 

当我们分赐的时候，似乎都不是有意的，甚至你自己不知道。你不会去跟一个弟兄

打招呼，然后说，弟兄，我把生命分赐给你。没有人喜欢成为人这种活动的对象。真正

的分赐是不花力气的事，自然而然的。但是我们需要有生命的富余。如果我们仅仅够自

己用，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供应给人。服事召会，要求我们为着召会和圣徒经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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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寻求主，使我们所有的是超过我们自己所需要的。我们要经历生命，使我们能够对

任何人，对每一个人都有富余可以供应。也许是我们的同事，我们要作葡萄树的枝子，

让生命流到那个人的里面，直到那个人得救。 

叁 建造神家的事奉乃是供应生命的事奉——将神圣生命供应给人
的事奉——林后四 12： 

建造神家的事奉乃是供应生命的事奉。“供应生命”这个词，“供应生命”在这篇

信息里一再地使用，可能几十次。这个供应生命，分赐生命，将生命服事给人，让生命

流过你，透过你，流到别人的里面。这个就是建造神家的事奉，乃是将神圣生命供应给

人的事奉。 

一 召会的事奉乃是供应生命，因为这事奉乃是生命的事奉——罗八 2、6、

10～11： 

光是看见这一点就很有亮光。我记得一九六七年，我进到召会里还不到一年。长老

们很忠信地带领召会。每一个人都被带领进入一种事奉的生活，我们每个周末都有甜美

的实际事奉的时间。那些是已过的日子，好象现在都没有那样子了，我们需要恢复那样

的事。长老们与这些事奉小组聚集，他们必须强调这一点。当时我只听到这些的事，那

对我可能只是道理。事奉就是供应生命。你不管作什么，那个目标，也许你是作维护会

所的事，整洁厕所，服事儿童，不管作什么，那个目的就是要供应生命。现在，感谢主，

为着主的宽容，祂在我身上的忍耐，现在这对我不再是道理。事奉乃是供应生命，分赐

生命。 

1 如果我们只作了一些事务，或者只管理了一些事情，却没有将神的生命供应出

去，我们的事奉就是失败、虚空的。 

我们若看见这一点，我们就会领悟，在任何时候，借着生命的感觉，主都会让我们

知道，我们所作的事到底是不是在分赐生命。你完成了，和别人完成了一项的服事，你

里面觉得满了生命，觉得有亮光，有安息，有满足，有平安，那就表示你的事奉不是虚

空的。你服事儿童，你在维修会所，你在排椅子，你在作整洁，你在开奉献箱的时候，

生命都在流通。但是如果你有不同的感觉，就是死的感觉，那就指明你只是以天然的方

式在事奉。现在你有机会从这个有所学习，向主敞开。 

我记得有一次，因着我需要主的一些对付，我以为我讲了一篇信息，事实上那也不

是一篇信息，在底特律召会的一个聚会里。之后我跟主交通，主要向我们指出一件事，

就是你讲了错的信息。主给我看见，这不是祂所要说的。如果你接触了我，我应该会带

领你讲另外一个信息。我刚才说，我感谢主，感谢祂的宽容，祂的忍耐。我的确知道我

在说的是什么。所以，主要从这个时候，从里面来训练我们，借着生命的感觉和生命的

交通，使我们能够这样服事。 

2 无论我们作什么，我们都应该清楚，这是我们的凭借，为将生命供应给别人—

—约壹五 16，林后四 12。 

事奉在实际的召会生活中是必须的，但这事实上乃是供应生命的凭借。讲一点最近

的经历。昨天晚上，相当晚，我进到一个厕所里面，有两位穿着制服的弟兄，受训者，



他们在整洁厕所。当然那是他们被指派的服事。我有感觉要跟他们讲讲话，可能不到一

分钟。我说，弟兄们，你们知道吗？主不会忘记这个爱的劳苦。也许开始只是指派的工

作，但是你在作整洁的时候，是表达你对主的爱。那就是爱的劳苦。你会忘记（我想到

一节经节，我等下念给你们听），你会忘记，但是主不会忘记。在你一生之久，可能有

成千成万的象这样的事奉，你是出于爱来事奉并供应生命。当你见主的时候，会有一个

记录，这里有八十七万，多少次的事奉，在你四十七年在召会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事奉

是在这里蒙记念的。那就是希伯来书六章十节，“因为神并非不义，竟忘记你们所作的

工，和你们为着祂的名所显出的爱，就是先前供应圣徒，如今还是供应。”这个是直接

地指向实际的服事。十三章十六节说道，这是祭物，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那一天在我妻子的墓旁简单的聚会，我的儿子在照顾那些事情。他也感谢很多

人，特别是安那翰的召会，为着许许多多实际的服事。每一天晚上，六点四十五分的时

候，预备了晚餐放在我们的门前。那是一种的服事，每一顿的饭菜都是供应生命。我拿

进去给我的妻子，我说，这是我们今天所得着的，你能够吃什么呢？我爱安那翰的召会。

对我来说，安那翰的召会乃是神的乐园。我活在神的乐园里。你会感觉到这是不一样的。

如果有人只是尽责任，或者有人是因为他们爱主、爱召会、爱圣徒，他们预备饭食，是

在调和的灵里，他们在爱的灵里服事，他们那样的供应是主不会忘记的。我向我的女儿

说，神一定喜欢花椰菜。我很高兴我们都喜欢花椰菜，神一定喜欢花椰菜。如果有人愿

意转向芦笋，有时候换换口味也是不错的。 

所以弟兄们，我们要看见，我们有个高的异象，我们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

建造基督宇宙的身体。但是这一切，乃是实际的在众地方召会里面作出来，在时间和空

间里，在我们这样的人身上，在种种的情形里面。这些事奉都是机会，都是凭借，为着

供应生命。 

3 如果召会光是作事，不能供应生命，就失去了召会的性质，和社会没有什么两

样。 

我停留一下。因为在我的灵里，我也不清楚，我不愿意说得太过，到底我们在召会

生活里面有没有一种足够的事奉的心情？我知道在一个国家，最近这几十年有召会兴起。

那不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圣徒们，他们有一种观念，就是连在召会

里面，他们作任何事都要得着代价。我知道时代改变，环境也改变了，我不是象以前的

那样子，Elden Hall 的那个时候的召会生活。但是我很怀念那些日子，早晨来在一起

享受主，然后就是礼拜六早上，我们花几个小时作一些事情。我们还是有时间顾到我们

的妻子，作正常的神人的父亲，去参加我们的孩子的球赛。哦，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榜样，

一种事奉的生活，能够供应人生命。 

4 我们必须事奉到一个地步，叫人得着生命的供应；我们要对这点有极深刻的感

觉，在一切事上仰望主，愿意我们的事奉能作祂生命的出口——约十 10，十一

25，约壹一 2。 

因此，我们在主的牧养之下这样作。或者这个训练过去了，信息讲完了，只是一个

点停留在这个纲要里面。但是我相信许多人会有深刻的感觉，我不会试图去给任何人什

么深刻的感觉。这是那灵的功用，祂会给你对这一点有深刻的感觉，就是我们要供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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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并且仰望主，使我们的事奉成为生命的出口。我建议那个实际的操练，还有实际

的受益者，应该是在哪里呢？应该在你的家里。第一个受益者应当是你的妻子。所以，

我们不再有妻子需要跟她的丈夫说，不是生气，也不是自怜，但是不需要让她再说，

“亲爱的，我只请求你如何照顾别人，你也如何照顾我，只是那么多。”有时候，她们

是合理的，她们这样要求是合理的。 

二 我们供应给人的生命乃是在那灵里，那灵与我们的灵调和，而神的生命就

放在、住在、长在调和的灵里——林前十五 45下，六 17，罗八 4： 

1 我们要供应圣徒生命，就得让灵出去，因为神圣的生命是在我们调和的灵里—

—七 6，一 9。 

有些圣徒也许对于释放灵的观念不够，他们以为要大声喊叫。你在儿童聚会服事六

年级的男孩子，你不需要那样去供应生命。你需要有更强的灵，但是在你正常的谈话里

面，你是能够供应生命。以下的纲要要给我们看见，在什么情形里面生命能够从我们里

面流出来，我们需要有什么的经历使我们有生命的流露。 

2 灵若是不能释放出去，神圣的生命就无法出去。 

最近，我在一个特会里，主与我们同在，圣徒们在申言。有一位很能干的弟兄，他

说了清楚的话，几乎是结晶的透亮。他摸着一个重点，但是没有生命。在那个说话的当

儿，没有生命的涌流，在那里有一个东西拦阻了灵的释放。所以当我们往前的时候，我

们会看见，为着这个供应生命的事奉，为着建造召会，我们需要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

使我们能够有我们所需要的经历，使我们的灵能够释放出来，神圣的生命能够不受拦阻

地从我们流露出去。 

三 我们需要看见生命与品德有别——七 21～23，八 2、11： 

1 基督徒说到良善，但那是指好品德、好行为、好举止，不是指神的话里所说的

神圣生命——约一 4。 

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很粗鲁，很粗野，那是可笑的。但是我们也不是仅仅有好

的品德、好的行为而已。 

2 为着不拦阻人接受神圣的生命，我们必须要有好行为、好品德；然而，好行

为、好品德不一定是神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 

所以在你与主同在的生活里，你是否能够敏锐地分辨，什么是良善，什么是生命？

在你这个人里面，什么是良善，什么是生命。你是否能够分辨，什么是一个人修养的谦

卑？他是因着他所受的训练，因着他的修养而谦卑，或是另外一种的谦卑，就是耶稣再

一次活出来？还不是那么多人能够分辨属人的良善，以及神作生命之间的分别。 

在安那翰召会，好多年前，在聚会里，圣徒们见证，有些夫妻站起来有所谓的奉献，

他们说他们很感动。因为他们听了某一种的说话，说到要有怎样的婚姻生活，某种的行

为，要某种的说话，你如果跟随这些点，你就会有好的婚姻生活。有一位弟兄，他在壮

年班训练，他说，我一直研读这些点到半夜三四点，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失败的。他是

个中年人，他想要作个好丈夫。他说他一直研读这些点。但是如果没有那灵制止他，他



可能就被带岔出去了。我们觉得我们很缺少人作父亲。我们如果只是这样叫人有好的行

为，人家就会问，这个网址在哪里啊，那本书在哪里，我要借 CD录音带来听。 

但是倪弟兄、李弟兄对这件事的分辨力是非常敏锐的。我们不是要看别人，我们要

知道我们自己在哪里。我们是不是照着调和的灵生活行事，而释放神的生命，并不是只

有一种好的修养的品德。这样的话，如果人摸到我们，他们不是摸到我们里面的基督，

而是摸到死亡，不是摸到生命。在召会里，你是否曾经摸到一些人，是摸到他们里面的

死亡呢？你是否因着人摸你的时候摸到死亡，你应该为此悔改呢？这不在于我们在我们

自己里面是否良善，是否有好的修养。如果不是基督，只是天然的生命，那就是死亡。

所有的接触，与召会生活里每一个人的接触，并且是经常的，这样的接触，要不然就是

摸到死亡，要不然就是摸到生命。 

在艾尔登会所，有一个弟兄一九六四就在那里，张宜纶弟兄，他很有名的一句话，

在他的安葬的时候，有很多人见证。我记得我在那里作招待。招待的人要关会所的门，

招待的人就要负责关会所的门。有一次，我就在会所那里，我想跟他讲话。他感觉到了，

他就来找我。我就告诉他我以为我在经历的。他听了，他用一句话来回答，他说，“弟

兄，主会使你成为真实的。”这到底是责备还是预言呢？我想两者都是。就那么简单的

一句话，给了我多少的供应，只是一句话。这位弟兄，他不只知道我们的情形，他一直

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每一次跟他的接触，都是摸到生命。我每一次接触他，都是摸着

生命。我不会记得有任何一次我摸着他而不是摸到生命。在李弟兄身上也是这样。 

ａ 我们在事奉上也许无可指责、受人称赞，但所彰显的不过是品格、完全和属人的美
德，这些并不是神的生命。 

ｂ 人若摸到我们，而不是摸到我们里面的基督，他们就是在摸死亡而非生命。 

肆 作为事奉神的人，我们需要深深铭记，我们必须能供应生命—
—约壹五 11～16： 

现在，我们来摸到一个需要，就是我们要发展我们的性能。 

一 出于神的事奉，是必须能供应生命给别人的——林后四 1、12： 

1 神所要我们有的事奉，不重在作工，乃重在供应生命——约壹五 16： 

所以我选了刚才那首诗歌，六百五十五首，“生命流露才是工作，工作必须是生

活。”“我的计划、目的、努力，一切必须全放弃，使主可以借我工作，全为完成祂心

意。”虽然我们必须作工，但我们的中心点不应当在于作工，乃在于供应生命。我相信

任何全时间服事的人，或者你是全时间作同工，我们要知道，作一个全时间的工人，是

有这样的危机，就是逐渐地，工作比其他的对你都更重要，还有工作的成功。是的，当

我们报告工作的成功的时候，我们可能说，这是祝福。这也是对的，但事实上，那不象

我们想象的那样是祝福。是的，有祝福，因为有正面的结果；但是，神看的乃是有多少

的生命供应出去，在这些亲爱的人里面有多少生命的成分，他们有没有生命的长大。 

ａ 圣徒的事奉，召会的事奉，其中心和焦点不是在成功一种事业或一项工作，乃是在
供应生命。 

ｂ 神要我们事奉，不是重在作出工作或事业来，乃是重在供应生命——二 25，五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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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因为这是训练，我要请求你们，我也要向你们保证，最近一个月，这样的事

也一直发生在我的身上。到底我们最在意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工作，还是生命的供应？

你能不能在任何时候停下你所作的一切，而不会觉得有难处，你愿意停下来。你到这个

国家，然后你回家，然后你又到另外一个地方，你有特会，但是主有一些安排，叫你要

停下来。这对你有没有难处呢？你会不会觉得你的人生没有意义了？你觉得失望了，还

是你受提醒，你到底真正为什么而活？你可以让这些东西过去。你不会仅仅抓住这些东

西，也不会受这些东西控制，因为有一些是更内在的。如果主要求你停下来，多久呢？

至终你会发现。不要受搅扰，一直问，到底要等到多久多久。你只是活在这个限制之下。

你要考量你的优先顺序，到底是工作、活动、事业优先呢，还是供应生命优先? 

我要问这个问题，但是只有主自己能够回答。倪柝声弟兄末了的二十年，是在监牢

的里面。这里我要问，他这一生的哪一个阶段产生更大的生命的供应？是他外在尽职的

那些年，还是他在监牢里的那些年?我们没有办法回答。我也并不是说我们都要自动地

被监禁，这样使我们能够有更多生命的供应。但是倪弟兄自己说，我们至少说过一次，

供应生命就是作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你摸着生命，你成了那个生命的管道，这生命透

过你流到身体里面。你不需要说什么，也不需要作什么，就流通到身体里面。当然，在

活力伴、活力排、在家聚会、在区聚会、在召会聚会、在特会里、在我们的家里，都要

有生命的供应。但事实上，内在地说，这个生命的供应不在于外在的活动，乃在于你活

在身体的灵里，你接受身体的供应。然后你所摸着的生命，因着你是管道，就透过你流

到身体里面。没有人知道，只有元首，只有元首知道，祂会记得。 

2 测量的唯一标准，就是召会把神的生命供应出去有多少，经过召会的服事，神

生命的成分进入人里面有多少——林后四 12。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二节说，这个就是服事的关键，“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

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现在我们来到事奉的深处。你要召会生机地得着建造吗？或

者你只是要建立起一个会众作为一种组织呢？你要你的事奉能够带进在你的地方召会里

有基督身体的建造。你要知道每一个召会都需要有弟兄姊妹经历被治死，使生命能够在

召会里发动。我们没有任何时刻能够放弃神命定的实行，这些每一点都必须作的。我们

必须到德国去，实际地传福音给人施浸。我盼望这是清楚的。但是还有比那个更深的，

必须有生命的实际在那里发动。 

我一九九八年开始，每年都固定去访问俄国。主借着别的弟兄们立下了根基，我没

有那分的功用。但是我很喜乐，别人能作那一分。我的感觉乃是，我所关心的，这些圣

徒，他们会不会长大，会不会变化，会不会得着建造。有人已经在那里栽种了，我只是

去那里作一点的浇灌。在我的心里，按照我的那分我只盼望圣徒能够生长、生长、生长，

他们就能够成熟，身体就得着建造。 

二 结果子就是供应生命，就是把葡萄树的生命供应出去——约十五 4～5。 

三 要供应生命给人，就需要我们接在基督身上，住在基督里面，让祂在我们

里面有地位，而充满我们，使祂的生命、性情、爱好、趋向变作我们的生

命、性情、爱好、趋向；在我们的事奉中，祂的一切变作我们的一切——

约壹二 27，弗三 16～17。 



我要说，也许在这一个那么长的中点的里面，那个重点乃是让祂在我们里面有地位

而充满我们。关于我们的事奉和外在的召会生活，有一个原则，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比

作一棵树，有树干、有树枝等等，这一切都是看得见，但是必须有隐藏的根的系统，是

能够与那棵树看得见的部分相配的。根要深深地往下扎，使得这棵树不管在什么的环境

里面，象耶利米十七章的，不管环境如何，因着它是深深扎根，从河里面吸取水分，这

个树就能够生长。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主面前有我们个人的历史，我们有隐藏的

生命。我们也能够受限制，有些事我们会讲出来，有些事我们永远不讲出来。但是在那

些时间，我们把我们的全人向主敞开，回应祂的爱和祂的求爱。我们把一切的地位让给

祂，我们告诉祂：主，为着你经纶的缘故，为着召会的缘故，为着供应生命，我让你有

权利在我里面的每一个部分工作。 

在座我们没有什么姊妹，盼望这样的话也不会叫你们害怕，你不需要害怕。是的，

各样的事都会发生，这些事是会发生，必须发生。但是主如果没有在里面得着我们，而

充满我们全人，结果会是什么呢？是什么能够经得起所有的试炼，所有的试验呢？我们

要转眼不看自己，放弃我们对自己的盼望，把我们全人向主敞开，向主说，“主啊，把

你自己复制在我的里面，在我里面再活一次，为着召会的缘故，求你从我身上活出。” 

四 愿神怜悯我们，叫我们所有的事奉和工作，都是出于祂的，都是因着和祂

有交通而有的，也都是能将祂和祂的生命流露出去，供应出去的——参诗

三六 8～9。 

现在，我们来摸流露这件事。 

五 我们永远要记得，召会的事奉乃是在于将神流露出去，将神的生命供应出

去——约七 37～39。 

神流露出去，从你流露出去。你愿意成为一个流露神的弟兄吗？一个弟兄？一个服

事者？一个负责人？我和其他的同工们是那样的感谢主，为着成百的比较年轻的弟兄们，

有很多是三十几岁或四十几岁。我们的心完全是为着你们。我们不是受年龄的限制，不

是只看年龄，但是我们知道主要兴起年轻的一代。你们是否愿意成为流露神的人呢？是

这个才能够供应生命。你的恩赐，你的口才，你的行政能力，你的人际关系的技巧，不

会给召会帮助，只有生命的供应能够供应圣徒。各种各样的事会临到圣徒，唯一能够叫

他们得安慰的，乃是从一个同作肢体的人身上有神流露出来。我们需要成为神在任何时

候都能够从我们身上流露出去的弟兄。 

伍 事奉该是生命的流露——十九 34，七 37～39： 

这一段里面有两个错误，我也不能怪这些打字的或校对的人，因为错的是错在作者，

就是我。这个第五大点应当是说，供应生命该是生命的流露，这个不是事奉，应该是供

应生命。 

我们要来思想一下，约翰七章这里，主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有哪些

人能够说，我们经常地有活水的江河从我们腹中流出来呢？我已经提过了，你问你的妻

子关于你自己，这是很危险的。我记得，几十年前，我问我的妻子，我有多少活基督啊？

如果是从一分到十分，这个量尺，请你给我分数。我告诉你，她给我的分数是负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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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她会给我五分。我也很高兴，我没有问她说，是什么江河从我里面流出来。她可能

会说，都没有，或者只有潺潺流水。如果我们让主在我们里面运行，以至于有生命的流

露，这才是结果子。结果子就是生命的流露。我相信，我们的扩增很有限，特别是在这

个国家，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乃是没有那么多人过一种住在葡萄树上的生活。我们很

多人能够见证，我们在什么地方工作一段时间，我们跟人相处，和人交朋友，生命流到

他们里面，他们就得救了。我们何等需要有这种不受拦阻的生命的流露。不管是传福音，

是牧养人，是申言，能够有这样生命的流露。 

一 生命就是神的内容和神的流出；神的内容是神的所是，神的流出是祂自己

作生命分赐给我们——弗四 18，启二二 1。 

现在我们要面对这件事，我们到底是否忠信，我也不忠信。所以，我们要来面对下

面一点。 

二 生命要从灵里出来，我们外面的人就得受对付、被破碎——林后四 16，来

四 12： 

我发现这是叫人灰心的事情，虽然我们不放弃任何人。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弟兄，五

十几岁了，六十几岁了，他们在召会生活里积极服事几十年了，但是在他外面的人里是

完全完整的。李弟兄在带领成全训练，就是陈实弟兄所说到。在那个训练的头一个阶段，

他会叫几个弟兄和他一起坐在台上，他会诊断他们的情形，因为这是个训练。他在很多

地方，甚至在德州，他都没有释放那些带子出去。他还问整个会众，问，你们对某某弟

兄的观感是怎么样？有人说他们认为他有点光，也有人认为知道最好是不要说什么。但

是李弟兄说，这个弟兄有一个完全的己，没有被摸着。他也指出另外一个弟兄，在那个

训练里，曾经在五〇年代，在菲律宾作过同工。他是个受训者，他那次也报名参加训练。

他说，你已过三十年没有一寸的长大，你的生命没有长大一寸。我们要感谢李弟兄是那

样的忠信，我们愿意向他敞开，来接受弟兄的成全。但是这个弟兄，刚才所说的这个弟

兄，他在上一次的风波里面离开了。有一次，我在一个中国餐馆里看到他，他还是一样，

四十五年没有什么改变。 

我不是要鼓励你们去读《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使你成为这样的所谓的一个破碎

的属灵人。我们不是要那样，我们乃是要成为流露生命的神人。但是年轻的弟兄们，你

到麦克风这里，弟兄们会知道你还是很完整，这没有问题，你才三十二岁。但是到你五

十二岁的时候，不希望你还是那样。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领悟，供应生命就是生

命的流露，这在于我们灵的释放。但是我们的灵要出来，需要有一个出口，就是我们外

面的人要受对付，被破碎。 

1 我们外面的人若不被破碎，就无法有神圣生命纯净的流露。 

会有流出，但是是带着颜色，因着你魂里面没有破碎的部分，就成了它的颜色。 

2 我们若要让神圣生命从我们里面流出，我们的魂就要被折服，在每一件事上让

灵作主，让灵掌权；这样，主的生命就能从我们流出——弗三 16～17。 



我们若要让神圣生命从我们里面流出，我们的魂需要被折服。我怀疑主自己在香坛

那里是不是这样祷告：父啊，看看这两千位弟兄，我爱他们，他们有心要事奉我。这个，

那个，他的魂需要被折服，被折服。 

好，我们往前。在每一件事上让灵作主，让灵掌权。在这里我要小心，因为我已过

经历了一件事，但我也经历了恩典和复活的生命。借着许多灵的操练，使我的灵能够在

这件事上作主掌权。我们会遭受许多的苦难，但是我们不会让我们的魂再继续作主掌权。

我们在灵里有复活的生命，我们有那灵在我们的灵里。我们的魂可能受搅扰，受苦，感

到困惑，但是我们有神自己，经过过程终极完成，在我们的调和的灵里。我们愿意成为

这样的人，就是我们的灵是我们这三部分最强的一部分。请让我给你们这个简短的见证。

几周前有人问我怎么样，我说我要诚实地告诉你，我说我的魂一直在受苦，但我的灵总

是在涌流。 

倪弟兄岂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吗？李弟兄岂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吗？一九七二年，

当李弟兄听到倪弟兄到主那里去，那多么影响了他。他在 Akron（阿克伦）那里起来说，

我们听到一些可怕的消息，我实在没有心讲什么。但他运用他的灵。这样，主的生命就

能从我们流出。 

现在我们来到这一段，与美国的文化（一切都是及时的），这个是相反的。我们需

要把要来的时间，也许是十年：主啊，在这要来的十年里面，求你把这些点作在我们的

身上，在成千的弟兄身上作出这件事，使我们能够有生命的供应，使召会得着建造。 

三 要有生命的流出，我们就需要在基督释放生命的死里与祂同在，就是与被

击打的磐石所预表之被击打的基督联合为一——约十九 34，出十七 6： 

要有生命的流出，我们就需要与基督是一，我们就需要在基督释放生命的死里与祂

是一。不是同在，与祂是一，就是与被击打的磐石所预表之被击打的基督联合为一。只

有祂够资格流血，成功救赎，我们在祂为了救赎我们所受的苦难上没有分。但是保罗说，

我们能够为着祂的身体，就是召会，补满祂患难的缺欠。这是指我们有分于祂的死释放

生命的一面。祂是磐石所预表的。那些人干渴，神要摩西击打那个磐石，这个就是指被

击打的基督。我们所供应的生命乃是从这被击打的磐石所流出来的。我们需要与基督是

一，我们需要在基督释放生命的死里与祂是一。这就是保罗的经历。在哥林多后书四章

十二节，“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个就是职事与恩赐的分别。

恩赐不需要任何的代价，不需要十字架，但生命的职事、生命的供应乃是根据于基督释

放生命的死。 

1 当我们与被击打的基督联合，就是与祂这位被击打的基督是一，神圣的生命就

要作为活水从我们流出来——6节，约七 38，参腓三 10。 

2 我们的属人生命，我们的天然生命，必须受击打，好使活水能从我们里面流出

来——林后四 10～11、16。 

3 我们只要与被击打的基督是一，与祂联合，就会经历天然的生命被钉死；然后

基督的神圣生命如何借着祂属人的生命被击打而作为活水流出来，我们也要照

样经历借着天然生命被击打而流出生命水来——10～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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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会觉得这事很沉重吗？

这是这位弟兄的特点。我想这不是我唯一的特点，我一定还有别的特点。但是这里的话

是说生命要流通，这是唯一的路，我们要被击打，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被击打。所以，

我要建议你们有这样的祷告，是你们甘心情愿地这样祷告，并不是训练要求你，希望你

是甘心乐意的：主啊，求你把我所需要的经历赐给我，使我能够供应生命。 我愿意作

一个生命能够从我涌流出来的弟兄，是不受拦阻的。每逢人接触我，他们就得着生命的

流露。我把我自己交给你，与你是一。求你把我所需要的经历赐给我，使我能够成为一

个有生命流露而供应生命的弟兄。这样会有一些事发生。 

我们大概花九十秒来唱一首诗歌的副歌，然后我们里面会有一个改变。“主，我宝

贝这生命的流，我的魂生命不再保留；哦主，加深这生命的流，愿你来时我生命成熟。”

我们唱补充本四百一十首，我们只唱第一节和副歌。“从我灵里深处，有生命水涌流，

是三一神在我里面流。父神乃是源头，主基督乃是河，灵是流，分赐生命给我。主，我

宝贝这生命的流，我的魂生命不再保留；哦主，加深这生命的流，愿你来时我生命成

熟。”弟兄们，这边的请唱副歌。“主，我宝贝这生命的流，我的魂生命不再保留；哦

主，加深这生命的流，愿你来时我生命成熟。”“主，我宝贝这生命的流，我的魂生命

不再保留；哦主，加深这生命的流，愿你来时我生命成熟。”再唱一次，我们一同唱，

作为我们的祷告。“主，我宝贝这生命的流，我的魂生命不再保留；哦主，加深这生命

的流，愿你来时我生命成熟。” 

现在，我把纲要其余的部分念给你们听，来结束这篇信息。 

陆 我们要供应生命给人，就需要提防死亡对召会的攻击——太十
六 18，罗五 17、21： 

一 从伊甸园起，神与撒但之间的冲突就一直在生命与死亡这件事上——创三

3～4，罗五 12、17、21，林前十五 22。 

二 出于神的，特征是生命，出于撒但的，特征是死亡；在召会中，凡是出于

神的都是生命，凡是出于撒但的都是死亡——约一 4，十 10，十一 25，来

二 14。 

三 对召会的攻击将由死亡，就是由阴间的门而来——太十六 18。 

四 撒但最惧怕召会的，就是召会抵挡他死亡的权势——提后一 10。 

弟兄们，让我们叫撒但惧怕，使他充满惧怕，因为我们能抵挡他死亡的权势。弟兄

们，第五中点是好消息。 

五 在我们里面的永远生命能胜过我们自己身上，并召会别的肢体身上的死—

—约壹五 11～13、16。 

我们都有死的身体，我们里面有死，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里面复活的生命，胜过我

们里面的死，并且胜过了召会里面的死。 

六 我们需要经历并享受我们里面永远的生命，也需要成为永远的生命得以流

通的管道，借此将这生命供应给人——约七 37～39，腓一 24～25。 

七 神要召会彰显出基督的生命来，所以召会里必须满了生命，我们在召会中



的事奉必须供应生命——约壹一 1～2，二 25，五 11～13、16，林后四

12。 

难道你不相信这次训练的源头乃是神自己吗？这个训练的根据乃是祭坛的火。感谢

主与我们同在。请花一分钟祷告，祷告、赞美、感谢主，然后我们申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