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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  

生命的流帶著生命的供應，  

出於並為著神宏偉的殿  

在訓練裡的每一篇信息，都是為著所有的聖徒，不是僅僅為

著參加訓練的眾聖徒，更是為著整個主恢復的眾地方召會。但有

時候弟兄們的說話會針對某一類聖徒；譬如，第八篇信息說到要

被神的建造所量度，這顯然是一篇比較深的信息，因此內容主要

不是針對較年幼的聖徒。雖然我們眾人都應當聽見這樣的話，但

就某一面特別的意義來說，這樣的話是針對一班特定的聖徒，就

是在主恢復裡有相當一段時間的人。他們參與召會生活，也有負

擔事奉主。對於這班較年長的弟兄姊妹，他們需要那篇信息的話。 

那篇信息講完，加上弟兄姊妹在信息之後的分享，我們覺得

那篇信息的負擔已透入聖徒裡面。我們相信主的手要隨著祂自己

的說話作事。有些弟兄姊妹分享那篇信息時，話雖簡單，但是我

們裡面都有響應，覺得他們有所摸著、有所看見。因著看見他們

有這樣的回應，就叫我們的心喜樂、得安慰。 

對在職聖徒的負擔：生命的流需要加深 

本篇信息說到“生命的流帶著生命的供應，出於並為著神宏

偉的殿”，其中也有一個特別的感覺和負擔，是針對“在職聖

徒”的。然而，我們並沒有嚴格定義那些人才是在職聖徒。“在

職聖徒”這個辭，是李弟兄率先使用的。我們中間有一本書，叫

作“給在職聖徒的信息”。在那本書裡，李弟兄沒有特別區分年

輕或年長的，只簡單地說，是給在職聖徒的信息。 

在職聖徒在年齡上大約介於二十五至四、五十歲之間，甚至

更年長一點。對這類聖徒，李弟兄稱他們作召會的“腰”或“背

脊骨”。李弟兄釋放那一系列的信息時，用約翰一書裡老約翰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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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召會生活裡的幾班人，包括小孩子們、青年人、還有父老們，

所講的話（二 13~14）。一般來說，當我們提到在職聖徒時，我

們是指老約翰所說的“青年人”。 

我們之所以有這負擔，是因為在主的恢復裡這個年齡層的人

越來越多。這班弟兄姊妹越過越在召會生活中成為柱子。他們在

聚會中，在事奉上，在福音上，還有其他方面，都成為主要背負

擔子的人。因此，本篇信息對他們有特別的負擔。 

現今主的恢復是在神所命定永遠生命的福之下，這是無庸置

疑的。神聖的生命的確是在我們中間；我們有主的靈和主的話作

為盛裝這生命的器皿，甚至生命的流也是在我們中間。生命與生

命的流是有所區別的。不只生命在我們中間，生命的流也是在主

的恢復裡，在眾地方召會中間。為此，我們實在感謝主。然而，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但是”，也是本篇信息負擔的所在，就是這

個生命的流在眾召會中間，並沒有當有的深度，生命的程度不是

那麼高。 

回想主恢復早年在美國時，並不像今天有這麼多的真理。現

今我們有更深、更高，甚至高峰的真理。主借著祂的憐憫，借著

這分時代的職事，將這些真理賜給我們，使我們比早年更深、更

往前；這是非常美妙的。但是在我們早年的召會生活、聚會生活、

事奉生活，甚或一般性的召會生活裡，那個流是更深的。這意思

並不是說，那時候更大聲，或更歡喜跳躍。不是重在外面的活動，

乃是重在裡面生命的指數。那時每逢我們聚在一起，生命的確在

分賜並湧流，且有一定的深度。我們渴望在今天也看見那樣的深

度。為這緣故，本篇信息的內容是特別針對在職的弟兄姊妹。當

前光景的解決之道，是在你們身上。雖然不是全然在於你們，但

至少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在於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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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信息主要會講到三件事。第一，就是這道從殿裡流出

來，賜生命、使百物都必生活的生命之流有何特徵？第二，這道

流要如何加增、加深？這是本篇信息的核心。最後，這道更深的

流帶來怎樣的結果？ 

這道水流的定義 

這道流到底是什麼？在出埃及十七章六節，耶和華對摩西

說，“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裡，站在你面前；你要擊打磐石，就

必有水從磐石流出來，使百姓可以喝。”恢復本聖經在這一節的

第三注，告訴我們這個湧流出來的水是什麼：“從被擊打的磐石

所流出來的水，預表那靈（約七 37~39）。基督借著成為肉體，

來到地上作磐石。祂在十字架上被神公義律法的權柄擊打，完成

神的救贖。祂的肋旁被紮，流出活水給神的子民喝（十九 34與

注）。這活水是在復活裡生命的水，就是包羅萬有、賜生命的靈，

作三一神終極的流出（林前十五 45，見約七 39注 1）。這生命

水的源頭是神和羔羊（救贖的神）的寶座（啟二二 1）。因此，

生命水就是湧流出來，作我們生命的三一神。活水的湧流開始於

永遠裡的寶座，繼續經過基督的成為肉體、人性生活和釘十字架

（約四 10、14，十九 34），現今在復活裡繼續湧流，將神聖生

命的一切豐富供應神的子民（啟二二 1~2）。當我們與這被擊打

的基督聯合為一，神聖生命作為活水就從我們裡面湧流出來（約

七 38）。在復活裡生命水的湧流，乃是為著建造基督的身體（林

前十二 13），並預備基督的新婦（啟十九 7），二者都要終極完

成於新耶路撒冷（二一 9~10，參弗五 23、28~30）。 

“我們要喝生命水，首先需要被擺在喝的地位上（林前十二

13），也需要口渴（約七 37，啟二一 6）。然後，我們需要到主

這裡來（約七 37，啟二二 17），求主（約四 10），相信主（七

38），並呼求主的名（賽十二 3~4，徒二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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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說到這道生命的流時，我們所指的乃是包羅萬有賜生

命的靈，作三一神終極的流出。這道流不是從創世記二章才開

始，也不是在出埃及十七章才開始，也不是當主對撒瑪利亞婦人

說到活水的時候才開始。這道流乃是開始於永遠裡的寶座，繼續

經過基督的成為肉體、人性生活和釘十字架，現今在復活裡繼續

湧流，將神聖生命的一切豐富供應神的子民。在這宇宙中有一道

流，是從永遠延伸到永遠，從寶座開始，然後終結於一座城。這

道流一直都用神聖生命的一切豐富供應神的子民。 

這道流不是客觀上在我們以外的一道流。這道流要進到我們

裡面，正如主在約翰七章三十七至三十八節所應許的：“節期的

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

裡來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

河來。”主耶穌好像是一個癲狂的人在大聲呼喊。但祂所說的是

真理，祂應許那些到祂這裡來喝的人，要從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

河，而且不只是一條河，乃是活水的眾江河。 

要喝生命水，就需要呼求主的名。因此，我們不該把呼求主

名看作是一件小事。因為這與神永遠的定旨有關。喝活水以及產

生基督的身體，都與呼求主名有關。這道流有一個目標、標的，

就是建造基督的身體並預備基督的新婦。 

這道水流的重要 

以上是關於這道水流的定義，現在我們要引用一些聖經節，

來看這道水流的重要；這些經節也是李弟兄經常使用的。以西結

四十七章一節裡的水表徵三一神作生命水從永遠裡流出來，解祂

子民的乾渴。創世記二章十節說，“有一道河從伊甸流出來滋潤

那園子，從那裡分為四道。”這道河乃是生命水的河，在河裡有

金子、珍珠和紅瑪瑙（12）。紅瑪瑙乃是一種寶石，預表經過變

化工作所產生的材料，為著神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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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十七章六節說，“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裡，站在你面

前；你要擊打磐石，就必有水從磐石流出來，使百姓可以喝。摩

西就在以色列的長老眼前這樣行了。”林前十章三至四節說，

“並且都吃了一樣的靈食，也都喝了一樣的靈水。”詩篇三十六

篇八至九節說，“他們必因你殿裡的肥甘得以飽足，你也必叫他

們喝你樂河的水。因為在你那裡，有生命的源頭；在你的光中，

我們必得見光。”在這裡我們看見神聖的三一，有父作生命和光

的源頭，子作肥甘，那靈作生命水的河。這道流與神的殿（神的

家）有極深的關係；流與殿（家）是不可分的。這道流所在的地

方就是殿；而從殿（家）流出來的就是這道流。這二者不可分，

是一且是並行的。 

四十六篇四節：“有一道河，這河的支流，使神的城快樂；

這城就是至高者支搭帳幕的聖處。”這裡有河與城。城在這裡，

至高者支搭帳幕的聖處在這裡，河的支流也在這裡。 

撒迦利亞十四章八節：“那日，必有活水從耶路撒冷出來，

一半往東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那日”指千

年國的時候，時代性的應驗我們在以西結書所見那宏偉的殿，有

水從其中流出來，一半往東海（死海）流，另一半往西海（地中

海）流。 

約翰四章十四節：“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

賜的水，要在他裡面成為泉源，直湧入永遠的生命。”臨到我們

的這水，要在我們裡面成為泉源湧流出來。這生命的水，不是湖

海或池塘，而是一道湧流的水河，是活的、活動的，能擴展到不

同的地方，無論流到哪裡，都帶來生命。 

七章三十七至三十九節：“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

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信入我的人，就

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耶穌這話是指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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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祂的人將要受的那靈說的；那時還沒有那靈，因為耶穌尚未得

著榮耀。”耶穌的靈就是那道水流，是今天正在我們裡面，也在

召會中湧流的那靈。 

啟示錄二十二章一節說，“天使又指給我看在城內街道當中

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在

永遠裡，有一道生命水的河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湧流出來；這說出

三一神自己湧流出來。在將來的永遠裡，這河仍然是從寶座流出

來，但今天在眾召會中，我們就能經歷這道水流。這節的第三注

說，“這河就如創世記二章十至十四節，……〔和〕以西結四十

七章五至九節的河所預表的，是表徵在其流中生命的豐盛。”這

河所帶來的不只是一點點的生命，乃是豐富的神聖生命。 

啟示錄二十二章十七節說，“那靈和新婦說，來！聽見的人

也該說，來！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

喝。”生命水象徵神在基督裡成為那靈，將自己流進祂所救贖的

人裡面，作他們的生命和生命的供應。生命水成了一道河，從神

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為要供應並浸透整個新耶路撒冷。整座城

要充滿神聖的生命，彰顯神在榮耀裡的生命。 

今天主恢復裡的召會生活，都該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這意

思是，在我們的召會生活中，該有寶座作中心，以及一道河從寶

座湧流出來。眾召會都該是這樣，有豐富的供應和維持，以帶進

生命樹，展示出神生命的榮耀，作耶穌的見證。我們的召會生活

雖然有許多活動和工作，但其見證必須是一座城，其中有寶座，

並有一道河從寶座流出來，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始終彰顯

神生命的榮耀。 

我們要有分於神終極的行動， 
就需要經歷那出於神殿之生命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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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有分於神終極的行動，就需要經歷那出於神殿之生命

的流（結四七 1~12）。我們要有分於祂終極的行動，而不是祂起

初的行動。這一道河已經經過了許多階段，許多步驟，許多站口，

即將達到終極完成的階段。這道流是出於神的殿，就是出於召

會。在職的弟兄姊妹們，這一道生命的水流，能否從你們所在的

召會流出來，全在於你們。這一道流能有多深，能分賜多少生命，

能擴展得多寬廣，能產生出什麼，醫治什麼，是否能結果子榮耀

神，全都在於你們所過的召會生活。 

神終極的行動乃是祂在人裡面的行動， 
用祂生命、性情、元素和素質一切的所是將人浸透， 

借此使人成為神，而使神得著榮耀，得著彰顯 

神終極的行動乃是祂在人裡面的行動，用祂生命、性情、元

素和素質一切的所是將人浸透，借此使人成為神，而使神得著榮

耀，得著彰顯（林後三 18，約壹三 2）。這道河是能使人成為神

的河，人可以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為神。 

水從門檻下流出 

水從門檻下流出（結四七 1）。這一道水流必須是從門檻下

流出。這在我們的經歷上非常重要。 

要使水流出，必須有門檻，就是出口 

要使水流出，必須有門檻，就是出口（參詩八一 10）。 

我們若與主親近並多接觸祂， 

就有一個出口，讓活水從召會流出來 

我們若與主親近並多接觸祂，就有一個出口，讓活水從召會

流出來（詩歌六一四首）。詩歌六百一十四首是召會建造類的一

首詩歌，也是早期召會生活常常唱的一首詩歌，其中一直重複

著：“靈能交流，恩主，靈能交流！”我記得，當時我們唱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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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時，是用這首詩歌向主禱告：“不再自滿自負，不再作繭自縛，

不再不凡自命，不再自覺聰明，不再自藏自隱，不再獨善己身，

打倒自持架格，走下作人寶座，靈能交流無阻，流出活水江河，

切願能被建造，不但與你相交，且能與人相調，靈能交流！” 

我們該用這裡的每一句話來禱告，好叫我們的靈能交流。這

道靈的湧流至今仍有短缺，因為釋放得不夠，流出得不夠。要這

道靈的湧流自由的釋放出來，乃在於讓主有出口；主需要在我們

許多人身上突破，特別是那些自藏自隱的人，只顧到自己臉面的

人，仍然保留自己的人。因著我們不讓靈自由的湧流出來，所以

生命只是涓涓細流，而不是大有能力的湧流。 

詩篇八十一篇十節說，“你要大大張口，我就給你充滿。”

在許多聚會中，我們實在覺得靈釋放得不夠，沒有給主出口，讓

靈湧流出來。我們有許多的捆綁、囚禁，甚至是自縛，沒有讓靈

自由流出。我們需要與主親近，並且多接觸祂，也需要被破碎，

好叫靈能得著釋放。聚會需要流，需要大能的生命湧流，流在眾

肢體中間，好讓祂自由的流出。 

河往東流 

河往東流（結四七 1）。 

神的河是往神榮耀的方向流 

神的河是往神榮耀的方向流（參民二 3，結四三 2）。殿是

朝向東邊，而神的河是往神榮耀的方向流；這也就是說，一切都

是為著神的榮耀。這道流只有一個方向，就是朝向東邊；水流不

是為著任何事物，不是為著你的榮耀、你的喜樂、你的滿足，乃

是為著神和祂的榮耀。 

倘若召會中的每一個人， 

都尋求並顧到神的榮耀，活水就會從召會流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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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召會中的每一個人，都尋求並顧到神的榮耀，活水就會

從召會流出來（約七 18，林前十 31）。我們應當顧到神的榮耀；

我們都該在聚會中說，“阿們，主，我在這裡，是為著你的榮耀，

要叫你在這場聚會中得著榮耀。”倘若召會中每個人都顧到神的

榮耀，活水就會從召會流出來。如果有人想為自己有所保留，或

想得眾人的認可，或尋求其他的事物，就是把這道流轉向神榮耀

以外的方向；我們只能尋求神的榮耀。 

我是個內向的人，但我曾經操練每堂聚會都要交通、申言。

有一天張宜綸弟兄問我說，“陳實弟兄，當你站起來講話，是對

誰說話？”我說，“當然是對聖徒說話。”他說，“不要只對聖

徒說，要對主說。”我實在受提醒，看見我們需要在召會生活裡

盡功用，但這乃是為著神的榮耀盡功用。願我們都有單純的願

望，要讓神得著榮耀。只要祂得著榮耀，你我不論如何都沒有關

係。我們所作的一切，都是為著榮耀神而行。 

水由殿的右邊流出 

水由殿的右邊流出（結四七 1）。這是另一個非常重要的特

徵，應該現在就應用於我們的召會生活中。 

在聖經裡，右邊是至高的地位、首位 

在聖經裡，右邊是至高的地位、首位（參來一 3）。這道流

是從殿的右邊流出來；水從右邊流出，指明主的水流該居首位。 

生命的流該在我們裡面居首位， 

在我們的生活和工作中成為管治的因素 

生命的流該在我們裡面居首位，在我們的生活和工作中成為

管治的因素（啟二二 1，西一 18下）。這裡並不是說生命應該居

首位，而是生命的流該在我們裡面居首位。這令我想起一個非常

悲哀的故事，是李弟兄告訴我們的。一九五八年，他去英國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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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百克弟兄。史弟兄之前訪問過臺灣，並且在一九五七年第二次

訪問臺灣的時候，對於地方召會的實行說了一些消極的話。隔

年，李弟兄訪問史弟兄，他們每早晨都一起談話。史弟兄告訴李

弟兄，當他的飛機從臺北起飛，要飛到香港時，他感覺這道流離

開了他。史弟兄可以說是主偉大的僕人，知道他裡面有個東西稱

作流。當時他告訴李弟兄，他一直在主面前，向主禱告，求主讓

這道流恢復，但是這道流並沒有恢復。雖然他還繼續盡職，直到

一九七○年過世為止；但那道流的中斷，乃是一個記號，說明他

的職事早已結束。 

我講的重點還不只是職事，而是裡面的那道流。我們服事主

的時候，在我們的生活和工作中，應該有一個管制的因素：不在

於我們有多能幹，多聰明，該居首位的是生命的流。如果沒有流，

最好停下來；我們必須尊重這道流，敬重這道流，要讓這道流有

最高的地位。在我們的事奉中，必須要有這道流。 

水流是在祭壇的旁邊，說出我們需要十字架的對付 
與完全的奉獻，以享受生命的流 

水流是在祭壇的旁邊，說出我們需要十字架的對付與完全的

奉獻，以享受生命的流（結四七 1）。這道水流另一個非常重要

的特徵，就是水流是在祭壇的旁邊。以西結四十七章一節說到，

水由殿的右邊流出，然後由殿的南邊，在祭壇的南邊往下流。這

給我們看見，水流過十字架的祭壇，也就是經過宇宙的中心。認

真說，在召會中我們若要有這道生命的水流，供應生命的職事，

路絕不是廉價的，也絕沒有捷徑。唯一的路，就是經過十字架。

我們必須付這樣的代價。有一首詩歌說，“不死就不生。”（詩

歌四六四首）我們也可以這樣說，“沒有十架就沒有水流。”我

們越背起主的十字架，越向自己死，越喪失魂生命，就越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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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我們無法自己產生這道流，唯有借著死才能叫這道流湧

流。如果我們認真的看待這道流，我們就必須死，除此別無他路。 

祭壇表徵完全的奉獻，意即我們需要持續不斷的奉獻，甚至

每小時都要奉獻。不只在特別的日子要奉獻，乃是每小時都應該

有更新的奉獻。我們必須保持我們的奉獻是新鮮、完滿的，好叫

我們能享受這道生命的流。一個人若有生命的流，當你摸著他

時，你就摸著奉獻，摸著絕對；這也是他有生命的流的原因。 

為著生命之流的增加，我們需要為主這銅人所量度 

為著生命之流的增加，我們需要為主這銅人所量度（四十 3，

四七 2~5，啟一 15，參約七 37~39）。 

量度就是察驗、試驗、審判並據有 

量度就是察驗、試驗、審判並據有（賽六 1~8，結四二 20）。

我們要有這道流，就需要被察驗、試驗並被銅人所審判。啟示錄

說到，基督乃是在眾地方召會中間行走的人子，祂的腳好像在爐

中鍛煉過明亮的銅（一 13、15）。我們都需要被基督量度，也就

是被察驗、試驗並審判，最終就被基督據有並得著。我們有多少

水流，取決於我們有多少被主得著。如果主能得著我們全人的四

分之一，我們就有四分之一的水流。如果主能得著我們的一半，

我們就能得著一半的水流。如果祂能得著我們的全人，我們就有

完滿的水流。 

量了四次一千肘（一千是完整的單位）， 

指明我們這些受造之物需要被主徹底的量度， 

使祂能佔有並完全據有我們全人 

量了四次一千肘（一千是完整的單位—參詩八四 10），指

明我們這些受造之物需要被主徹底的量度，使祂能佔有並完全據

有我們全人（結四七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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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越讓主察驗、試驗並審判以據有我們，水流就越深； 

水流的深度在於我們被主量度有多少 

我們越讓主察驗、試驗並審判以據有我們，水流就越深；水

流的深度在於我們被主量度有多少（參約壹一 5、7）。我們要看

見，今天的難處不是沒有水流；到處都有水流，然而這道水流不

夠深，這道水流需要加深。這道水流的深度在於量度，甚至是被

神的建造量度。我們需要各種的量度。基督這銅人絕不會讓任何

一點小事過去，祂要量度每一公分、每一公釐。祂要據有我們全

人所是的每一部分，好叫我們全人的每一部分都能成為管道，讓

這一道河流出來。我們都要問自己，我們的心思、情感、意志被

祂量度了多少，據有了多少？我們內裡各部分若太少被祂量度並

據有，這道水流就會非常淺。 

我們越為主所量度， 

就越受生命之恩的湧流所約束並限制， 

至終消失在湧流的三一神這可洑的河裡，被這河帶往前； 

就一面說，我們失去一切的自由， 

但就另一面說，我們是真正的自由了 

我們越為主所量度，就越受生命之恩的湧流所約束並限制，

至終消失在湧流的三一神這可洑的河裡，被這河帶往前；就一面

說，我們失去一切的自由，但就另一面說，我們是真正的自由了

（結四七 4~6）。以西結四十七章說到，那人量了一千肘，水就

到踝子骨，又量了一千肘，水就到膝，再量了一千肘，水便到腰。

當那人第四次又量了一千肘之後，水便成了河，成為可洑的水，

不可颺的河（3~5）。這時我們就被這河淹沒，消失在其中，並

被這河帶往前。前三個階段的量度，人還可以繼續倚靠自己，勉

強行走，但越來越困難，這是因為隨著水流深度加增，限制也越

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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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受主的限制有多少，就指明這流在我們裡面有多深。這

流越在你裡面加深，你就越過一種受約束、受限制的生活。你左

轉受限制，右轉也受限制。比方，使徒保羅和他的同工想要在亞

西亞講道，聖靈卻禁止他們。當他們試著向右往庇推尼去，耶穌

的靈卻不許，這指明他們只能向前直走（徒十六 6~10）。 

那靈一切的限制，都是為叫水流加深，直到這流成為可洑的

水。那時，我們就不再能憑己力行走，而完全失去自由，讓這河

帶我們去這水流要去的地方。事實上，在這時候，我們才是真正

的自由。盼望我們都渴慕經歷這事。 

河使百物得活 

河使百物得活（結四七 9上）。 

河水所到之處，百物都必生活，且滿了生命 

河水所到之處，百物都必生活，且滿了生命。以西結四十七

章八節說，這水流入死海時，海水就得醫治。死海的鹹度比一般

海水高許多倍，所以其中幾乎沒有任何生物能生存。死海也是地

表最低的地方，所以是低下與死亡之地。但是當這道河的水流入

死海時，海水就得醫治，並且這河所到之處，百物都必生活。我

們在召會生活中所需要的，不是屬人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乃是水

流來吞滅死亡。在我們的聚會中，在我們的事奉上，都需要更多

的水流，好叫更多的生命能吞滅死亡；這才是真正的解決之道。

盼望在我們的召會生活中，能看見這件事發生：河流所到之處，

百物都必生活。無論我們到哪裡、摸著什麼、向誰說話，百物都

必生活。當我們在聚會中站起來湧流活水時，就叫下沉的光景活

起來；這才是正常的情形。 

河流產生樹木、魚和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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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產生樹木、魚和牲畜（7、9~10、12）。四十七章說，

以西結“見在河這邊與那邊的岸上有極多的樹木。……這河所到

之處，凡滋生有生命的動物都必生活，並且這水到了那裡，就有

極多的魚。……必有漁夫站在海邊，從隱基底直到隱以革蓮，都

作曬網之處。那魚各從其類，好像大海的魚甚多。”（7、9~10）

這一切的活物都是出於這道水流。 

河滋潤曠野，並醫治死海 

河滋潤曠野，並醫治死海（8）。第一，河滋潤幹焦之地並

醫治死水。第二，這滋潤和醫治的目的是為著產生生命。在召會

生活中，有很多聖徒需要醫治。他們需要從許多的歷史、許多的

過犯得醫治，也需要從許多的艱難、困難、試驗和死亡得醫治。

滋潤和醫治的目的乃是為著產生生命。 

河無法醫治泥濘之地與窪濕之處 

河無法醫治泥濘之地與窪濕之處（11）。有一些地方甚至這

條河也無法醫治，就是泥濘之地與窪濕之處。 

泥濘之地或窪濕之處是中立地帶， 

半路涼亭，妥協和不冷不熱之處 

泥濘之地或窪濕之處是中立地帶，半路涼亭，妥協和不冷不

熱之處（參啟三 15~16）。 

為著生命的流並為著召會生活，我們必須絕對 

為著生命的流並為著召會生活，我們必須絕對。 

“你若在主的恢復中，就要絕對在主的恢復中， 

不要在半路涼亭。……主耶穌渴望並要求絕對。…… 

因著絕對，我們就會在流中，這流不是涓涓細流， 

乃是可洑的河。這樣，河水所到之處，百物都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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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在主的恢復中，就要絕對在主的恢復中，不要在半路

涼亭。……主耶穌渴望並要求絕對。……因著絕對，我們就會在

流中，這流不是涓涓細流，乃是可洑的河。這樣，河水所到之處，

百物都必生活。”（以西結書生命讀經，三八二至三八三頁）甚

至在我們的召會生活中，也可能有這樣的泥濘之地和窪濕之處。

這主要是因為妥協、不冷不熱、或有所保留。為著召會生活，我

們必須絕對，而不成為半路涼亭，好叫我們能享受這道水流的醫

治。 

我們享受基督作生命的流，賜生命的靈， 
乃是為使我們成為撒種者、栽種者、澆灌者、 
生育者、餵養者和建造者，有供應生命的職事， 

為著神奇妙的生機建造，就是神宏偉的殿 

我們享受基督作生命的流，賜生命的靈，乃是為使我們成為

撒種者、栽種者、澆灌者、生育者、餵養者和建造者，有供應生

命的職事，為著神奇妙的生機建造，就是神宏偉的殿。這是應用

的方面。水流產生建造，至終從建造又產生水流，這是一個聖別

的循環，越多的水流就有越多的建造，越多的建造就帶進越多的

水流。今天在召會生活中，我們需要這六種人，不是僅僅一種方

法或一條路。我們要強調的不是路而是人。我們應該成為這六種

人。 

新約夠資格的執事乃是供應生命給人， 
為要幫助人在生命裡長大 

新約夠資格的執事乃是供應生命給人，為要幫助人在生命裡

長大（林後三 6）。在林後三章六節裡，新約的職事乃是供應生

命的職事。字句殺死人，那靈卻叫人活。這一分職事產生生命，

叫生命長大，至終帶進生命的成熟。這就是我們所享受的職事。 

生命的執事乃是撒屬靈種子的撒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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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執事乃是撒屬靈種子的撒種者。在林前九章十一節保

羅對哥林多人說，“我們……把屬靈之物撒給你們；”“屬靈之

物”指屬靈的種子。種子是生命的容器，撒屬靈的種子就是在我

們靈裡，同著並出於我們的靈而分賜生命。我們應當運用靈撒

種，生命是種子，以話語的形式撒播出去。 

主耶穌來作撒種者，將祂自己作為生命的種子撒在人類裡面

（太十三 3、37）。在主的恢復裡，我們作為新約的執事，需要

作撒種者分賜生命，好在人裡面生長並產生基督。撒種就是撒播

生命。我們到德國去，是要到那片土地上撒種。 

生命的執事乃是栽種者，將基督栽種到神的子民裡面 

生命的執事乃是栽種者，將基督栽種到神的子民裡面（林前

三 6）。這不是大量隨意的撒種，而是有目的的栽種，是為著一

個花園或農場而有的栽種。在基督裡得了重生，有神生命的信

徒，乃是神新造裡的耕地、農場（9）。我們要將基督栽種到別

人裡面，就需要在我們靈裡真實的經歷基督作生命。你可以在一

個大球場，向著成千上萬的人講信息，這是大量的撒種。但是栽

種往往是一次一個。種子需要在適當的時候，種在適當的地方。

如果只是大量的撒種，就無論撒在哪裡，有些種子都可能死掉。

保羅說，“我栽種了。”（6）這是指一種專特的栽種，一對一

的栽種。甚至我們說栽種召會樹，也是一對一專特的栽種。這種

栽種不能倚靠福音的恩賜或熱心，乃需要我們在靈裡有生命的經

歷。 

生命的執事乃是用基督澆灌人的澆灌者 

生命的執事乃是用基督澆灌人的澆灌者（6）。一旦我們將

基督栽種到別人裡面，我們就需要用生命水澆灌他們（啟二二

17）。我們可將神農場上的澆灌者比喻為有貯水槽的灌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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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供應農場；我們該是神聖的“灌溉系統”，有活水貯存在我

們裡面，可以澆灌作神農場的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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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對基督作生命水有真實的經歷， 

並與祂有活的接觸，如此我們就能作活水的管道， 

就是神聖的灌溉系統，能用生命水供應別人 

我們需要對基督作生命水有真實的經歷，並與祂有活的接

觸，如此我們就能作活水的管道，就是神聖的灌溉系統，能用生

命水供應別人（約四 14，七 37~39）。林前三章六節說，“我栽

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栽種之後後續的步驟，就是借著澆灌土

壤裡的種子而分賜生命。但我們若沒有這道河，沒有活水，要用

什麼來澆灌人？有許多人接受了種子的栽種，卻沒有繼續長大，

正是因為缺少澆灌。 

生命的執事乃是生育者， 
就是將生命分賜到自己所生之兒女裡面的父親 

生命的執事乃是生育者，就是將生命分賜到自己所生之兒女

裡面的父親（四 15）。保羅說，“你們在基督裡，縱有上萬的導

師，父親卻不多，因為是我在基督耶穌裡借著福音生了你們。” 

生育就是產生屬靈的兒女，借著生命的分賜將他們生出來 

生育就是產生屬靈的兒女，借著生命的分賜將他們生出來。 

我們需要有神聖的“生命胚芽”， 

為要將神聖的生命分賜到別人裡面，將他們生為神的兒女 

我們需要有神聖的“生命胚芽”，為要將神聖的生命分賜到

別人裡面，將他們生為神的兒女。這不是僅僅一種福音的行動，

乃是生兒育女，產生屬靈的後代，使他們接受神聖三一的基因。

這是借著將神聖的生命分賜到他們裡面而成就的真正出生。我們

作為生命的執事，在召會生活裡需要負責“生育”真正的屬靈兒

女。你可以指著他們說，“我是他們的屬靈父親，他們是我的屬

靈兒女。”保羅就是這樣說的：“那憑信作我真孩子的提摩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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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一 2），“我親愛的孩子提摩太”（提後一 2），也說到

提多是他的“真孩子”（多一 4）。在召會生活中，誰是你的孩

子？誰是你屬靈的兒女？這是一件生命的事。 

生命的執事乃是餵養者； 
餵養是生命的事，不同於教導，教導是知識的事 

生命的執事乃是餵養者；餵養是生命的事，不同於教導，教

導是知識的事。 

給人奶喝或食物吃，就是餵養人 

給人奶喝或食物吃，就是餵養人（林前三 2）。 

使徒供應給哥林多信徒的，似乎是知識， 

其實是奶（還不是乾糧），這必定滋養了他們 

使徒供應給哥林多信徒的，似乎是知識，其實是奶（還不是

乾糧），這必定滋養了他們。 

使徒健全的教訓， 

將健康的教訓當作生命的供應供給人， 

滋養他們，或醫治他們 

使徒健全的教訓，將健康的教訓當作生命的供應供給人，滋

養他們，或醫治他們（提前一 10下，六 3，提後一 13，多一 9）。

我們除了要生育屬靈的兒女，還需要作餵養者，就是作乳養的母

親和勸勉的父親（帖前二 7、11）。這才是真正生命的執事。我

們該知道如何分賜奶，也該知道如何在合式的時候給人乾糧。我

們不是只給人教訓，甚至也不是用健康的話醫治人，乃是要知道

如何乳養人。 

生命的執事乃是建造者，用金、銀、寶石建造 

生命的執事乃是建造者，用金、銀、寶石建造（林前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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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表徵父神聖的性情，銀表徵基督救贖的工作，寶石 

表徵那靈變化的工作；這與表徵人性情的木、表徵肉體裡之

人的草、與表徵無生命之光景的禾秸相對 

金表徵父神聖的性情，銀表徵基督救贖的工作，寶石表徵那

靈變化的工作；這與表徵人性情的木、表徵肉體裡之人的草、與

表徵無生命之光景的禾秸相對。 

雅歌描繪在正確的召會生活中， 

得成全的聖徒與變化的靈配搭，成全愛基督的尋求者， 

將三一神供應給他們，使他們因三一神的屬性 

作到他們裡面成為他們的美德而得變化 

雅歌描繪在正確的召會生活中，得成全的聖徒與變化的靈配

搭，成全愛基督的尋求者，將三一神供應給他們，使他們因三一

神的屬性作到他們裡面成為他們的美德而得變化（一 10~11）。

三一神自己連同其一切的屬性，需要先讓我們經歷並作到我們裡

面，我們才能把這些屬性分賜到別人裡面，使他們長大得變化，

成為神建造的材料。 

這是為著建造召會作基督生機的身體， 

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以完成神永遠的經綸 

這是為著建造召會作基督生機的身體，終極完成新耶路撒

冷，以完成神永遠的經綸（林前三 12，啟二一 18~21）。我裡面

對在職的弟兄姊妹有極重的負擔。你們是主恢復的未來，主恢復

的未來也需要你們。在此我要非常慎重、清明、嚴肅的對你們說

些話，因為主恢復的未來實際上已經在這裡了。 

在職弟兄姊妹，你們要憑著主的憐憫和恩典起來，不僅接受

這些話，向這些話說阿們而已，更是要尋求，並要操練自己進入

這些事，有夠多的對付和禱告，向主完全敞開。你們要向主禱告

說，“這水流的一切特徵，都需要成為我的。主啊，量度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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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著我個人的屬靈，乃是為著叫這道神聖的流得以加深，同著

其他的肢體、其他的管道，使這道流在召會生活裡更加剛強得

勝。”我們若都這樣經歷，在召會中就能產生生命，醫治死亡。

我們都需要經歷這道流，讓主量度並據有我們。 

末了，我們需要渴慕成為這六種人，就是撒種者、栽種者、

澆灌者、生育者、餵養者和建造者。我們要學習使徒，也要學習

那些走在我們前面的聖徒，至終就使這河水所到之處，百物都必

生活。（M.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