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1 

第九週 在神聖水流獨一的流裏，為著使徒行傳的繼續，按屬

天的異象而有神聖的託付 

讀經：徒二六 18，詩四六 4 上，啟二二 1，林前十六 10 

  

【週 一】 

壹 在聖經裏，神聖水流這獨一的流的觀念是很要緊的—創二

10～14，詩四六 4 上，約七 37～39，啟二二 1： 

  

一 聖經啟示湧流的三一神—父是生命源，子是生命泉，靈是

生命河—耶二 13，詩三六 9 上，約四 14，七 37～39。 

  

二 這道流的源頭乃是神和羔羊的寶座—啟二二 1。 

  

三 聖經裏只有一道流，一道神聖的水流；（創二 10～14，啟

二二 1；）因著只有一道神聖的水流，並且這道流是獨一無二

的，我們就需要保守自己在這一道流裏。 

  

四 神聖的水流，獨一的流，乃是主工作的水流—林前十六

10： 

  

1 有一道水流，我們可稱之為工作的水流，工作的流；水流所

到之處，就有神的工作。 

2 使徒行傳啟示，在主的行動中只有一道水流，我們需要保守

自己在這一道水流裏—參十五 35～41。 

3 神聖生命的流從五旬節那天開始，歷經所有世代，一直湧流

到今天，只有一道水流。 

4 召會的歷史表明，歷經各世代都有一道聖靈的水流，一直在

湧流；許多人曾為主作工，但不是所有人都在那一道水流的湧

流裏。 

  

【週 二】 

貳 主向保羅顯現，把他帶進主工作的水流，使他作執事和見

證人，將他所看見主的事，和主將要顯現給他的事，見證出來

—二六 16，參一 8，二三 11，二十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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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保羅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人是器皿以盛裝經過過

程、終極完成的三一神，被祂充滿並彰顯祂；基督是神的奧

祕，以及召會是基督的身體，基督的奧祕—二六 19，九 4～5，

15，羅九 21，23，林後四 6～7，西二 2，弗三 4，五 32。 

  

二 一旦你看見了神計畫的異象，並從一切事物悔改轉向基督

自己，你裏面就會有一種運行和加力，以完成神的計畫；你在

使徒行傳的繼續中生活並勞苦時，這異象會成為你的負擔—加

一 15～16，羅十五 16，林前十五 10。 

  

【週 三】 

參 行傳二十六章十八節啟示，我們今天在使徒行傳的繼續

裏，為著基督身體的擴增與建造所必須作的工作；這節聖經揭

示我們神聖託付包羅萬有的內容： 

  

一 這是要實現神的禧年，主悅納人的禧年，就是主耶穌在路

加四章十八至二十一節照著神新約的經綸所宣揚的。 

  

二 我們需要就著行傳二十六章十八節裏神聖託付的內容來禱

告，求主使這些成為我們的經歷和實際，好使我們能帶別人進

入這樣的經歷和實際—弗三 8： 

  

1 『叫他們的眼睛得開』： 

ａ 我們需要不斷的禱告，求主賜給我們智慧和啟示的靈，好

多而又多的明白並看見基督、基督的身體、以及那為著神聖經

綸的神聖分賜—一 17，三 5，參啟四 6，三 17，太六 6。 

ｂ 若沒有對主新的認識，和對祂新的異象，我們就無法往前

—徒二六 16，腓三 8 下，10 上，13，參申四 25。 

ｃ 作執事和見證人，不是在於教訓和知識，乃是在於顯現和

異象；我們所看見主的事，和主將要顯現給我們的事，就是我

們所必須供應給人的—徒二二 14～15。 

ｄ 我們的託付是要『將那…奧祕有何等的經綸，向眾人照

明』—弗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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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叫他們…從黑暗轉入光中』： 

ａ 光就是神的同在—賽二 5，約壹一 5。 

ｂ 我們必須是滿了光的人—路十一 34～36。 

ｃ 享受基督作為神所分給我們的分，乃是『在光中』—西一

12，約八 12，一 4，詩一一九 105，130，太五 14，啟一 20。 

ｄ 我們必須是發光之體顯在世界裏，將生命的話表明出來—

腓二 14～16。 

ｅ 我們必須宣揚那召我們出黑暗、入祂奇妙之光者的美德—

彼前二 9。 

  

【週 四】 

3 『叫他們…從撒但權下轉向神』： 

ａ 我們屬靈經歷的最高點，乃是有清明的天，其上有寶座—

結一 22，2 6： 

（一） 在清明的天之上有寶座，乃是讓主在我們裏面居首

位，並在我們的生活中有最高、最優先的地位—西一 18，參結

十四 3。 

（二） 我們的天越清明，我們就越在寶座之下，越在神的權

柄之下—徒二四 16。 

（三） 神在我們裏面有寶座，意思就是神在我們裏面有地位

掌權—參羅五 17。 

（四） 我們若在其上有寶座的清明的天以下，真正的權柄就

會同著我們，而將人帶到神的權柄之下—林後十 4～5，8，十

三 3，10。 

ｂ 我們向著主愛到極點的愛，使我們彀資格、得成全、受裝

備，帶著主的權柄為主說話—參約二一 15，17。 

  

【週 五】 

4 『叫他們…得蒙赦罪』： 

ａ 我們需要到主面前去，得著主徹底赦免我們一切的罪—約

壹一 7，9。 

ｂ 大衛乞求神塗抹他的過犯，將他的罪孽洗滌淨盡，潔淨他

的罪，用牛膝草潔除他的罪—詩五一 1～2，7，9： 

（一） 牛膝草豫表在謙卑和卑微人性裏的基督，（王上四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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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出十二 22 上，）含示基督是我們的中保和祭物。（來八

6，九 15，十 9。） 

（二） 我們和大衛一樣，需要停留在神面前，有徹底並真實

的悔改和認罪，好從神得著完全的赦免。 

（三） 我們若承認我們的罪而得神赦免，就必得著神救恩之

樂，也必得著樂意之靈的扶持；然後，我們就能將主的道路指

教有過犯的人，罪人必回轉歸向祂—詩五一 12～13。 

5 『叫他們…因信入我，…在一切聖別的人中得著基業』： 

ａ 這基業是三一神自己並祂所有的、所作成的、以及為祂贖

民所要作的一切。 

ｂ 三一神化身在包羅萬有的基督裏面；這基督是分給眾聖徒

的分，作他們的基業—西二 9，一 12。 

ｃ 我們『在一切聖別的人中』，就是在召會生活中，（參提後

二 22，）享受是靈的基督作我們得基業的憑質。（弗一 14。） 

ｄ 我們需要把人帶到在召會生活中對包羅萬有之基督的享受

裏，使他們享受基督如同我們一樣，並藉著操練靈，使他們在

性情上被神的聖別性情所聖別—來二 10～11，林前一 9，林後

四 13。 

  

【週 六】 

肆 我們若要在使徒行傳的繼續裏，就需要藉著有樓房上的奉

獻而持續活在神聖的歷史中—一 13～14： 

  

一 在海邊，彼得放棄他的職業跟從主耶穌，但在樓房上，他

放棄得更多—太四 18～20，徒一 13～14： 

  

1 他站在從天上來的異象這邊，放棄他祖先的宗教。 

2 他放棄他的家鄉、他與鄰舍和朋友的關係、以及他的親戚，

並且願意冒生命的危險。 

  

二 我們今天所需要的奉獻，乃是樓房上的奉獻；在這種奉獻

裏，我們付代價，全人與從天上來的異象『結婚』—二六 19，

一 8，二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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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們若為著從天上來的異象付代價，就會把我們後面的

『橋』燒燬，使我們沒有後路可以回頭。 

  

四 我們到底有沒有看見從天上來的異象，乃在於這一件事—

願不願意付代價來買施膏的那靈作眼藥—啟三 18。 

  

五 走主恢復的道路不是便宜的；這條路是昂貴的，需要付代

價的奉獻。 

  

六 我們在這裏不是為著一個運動，而是為著主的恢復；這恢

復只能藉著在樓房上專特、特出的奉獻而得著完成。 

  

七 那一百二十個在樓房上的人都成了燔祭；他們在靈裏為主

焚燒，也以神聖生命之神聖的火焚燒別人—路十二 49～50，徒

二 3～4，羅十二 11。 

  

八 當主耶穌在地上時，大批的群眾跟隨祂，但他們沒有為著

主的行動給主甚麼；主的行動乃是在於那些在樓房上的人，在

於那些眼睛得開、心被摸著的人—徒十七 6 下。 

  

九 翻轉世界並轉移時代的乃是少數人；我們若要在樓房上，

就需要有專特的禱告：『主，我願意在樓房上，為著你見證的恢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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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週一 

晨興餧養 

啟二二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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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二八３１ 『全然放膽宣揚神的國，並教導主耶穌基督的

事，毫無阻礙。』 

  

〔聖經裏有一道神聖的水流，〕這水流〔乃〕是神工作的水

流。水流所到之處，就有神的工作。這在使徒行傳裏是很清楚

的，這卷書向我們說到神的工作。甚麼樣的工作纔是神的工

作？乃是在活水之流裏的工作。活水的流所到之處，就有神的

工作；神是隨著神聖生命水流的流通而工作。你若思想使徒行

傳的整個記載，就會很清楚的看見這幅圖畫。在五旬節那天，

這神聖生命的水流從神自己在基督裏，帶著從寶座來的管治能

力，湧流出來。水流從耶路撒冷開始流出；從耶路撒冷流到安

提阿，又從安提阿轉向西；水流向亞西亞湧流，經過亞西亞又

流向馬其頓，流向歐洲。這是神聖生命水流之湧流的圖畫，隨

著這水流的湧流就有神的工作。神藉著湧流而工作，神藉著湧

流而傳揚祂的福音；神藉著湧流而帶人得救。這一道水流，我 

們可稱為工作的水流。水流所到之處，就有神的工作。（李常受

文集一九六三年第一冊，二一七至二一八頁。） 

信息選讀 

請注意使徒行傳這卷書沒有結束，沒有終結。使徒行傳有二十

八章，但今天在天上的使徒行傳可能有二千八百章了。我們聖

經上的二十八章只不過是六、七十年歷史的記載而已。這裏有

一個開頭，卻沒有結束，沒有終結。這是因為這生命的水流仍

在湧流，從未停止。召會歷史表明，這水流歷經各世代一直在

湧流，直到今天，仍然在湧流。水流所到之處，就有神的生

命；水流所到之處，就有身體的交通；水流所到之處，就有耶

穌的見證；水流所到之處，就有神的工作。這是生命的水流、

交通的水流、見證的水流、以及神工作的水流。 

弟兄姊妹，我們必須在這水流裏。如果我們不是在這水流裏，

我們就在生命之外，在身體的交通之外，在主耶穌的見證之

外，在神的工作之外。哦，只要我們在這流裏，我們就會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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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這水流是從那裏流出來的？這水流乃是從寶座流出來的。

這是甚麼樣的寶座？這乃是羔羊同那在羔羊裏面之神的寶座。

神在羔羊裏，羔羊在寶座上；這水流就是從這寶座流出來的。

你若有這水流，你就有寶座，有羔羊，以及在羔羊裏面的神。

你若有這水流，你就有一切。你若在這水流裏，你就在神裏

面，就在羔羊同寶座裏，就在生命裏，就在交通裏，就在見證

裏，也在神的工作裏。你知道你在水流裏麼？你必須知道。如

果你不在水流裏，你必須有一個轉；你必須有一次轉。我們必

須在水流裏！ 

在宇宙中有一道神聖的水流，在聖經起首時就開始了，直流過

全本聖經。我們可以從聖經開頭追蹤這水流直到末了，在很多

地方都有題到這水流。今天這水流仍在湧流；它一直在湧流，

直流到永遠。主說祂所賜的水要成為泉源，直湧入永遠的生

命。這水流要流到永遠；這水流絕不能、也絕不會停止。在召

會的整個歷史中，一直有，現在仍有這樣神聖的水流。（李常受

文集一九六三年第一冊，二一八至二一九頁。） 

參讀：神聖的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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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週二 

晨興餧養 

徒二六１６ 『你起來站著，我向你顯現，正是要選定你作執

事和見證人，將你所看見我的事，和我將要顯現給你的事，見

證出來。』 

１９    『亞基帕王阿，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

象。』 

  

掃羅被打倒以後，主呼叫他，…常常主先擊倒我們，然後叫我

們起來。…主會說，『…你若起來，我就要使你作執事和見證

人，而不是作宗教家。我要使你成為你所看見之事的見證

人。』主似乎對保羅說，『你看見了我從天上對你說話。現在去

向百姓見證這個。向祭司、長老和經學家作見證。已往，你說

我被殺而且埋葬了，但現在你必須見證這個事實，就是我已經

復活了，現今活在諸天之上。』（李常受文集一九七五至一九七

六年第三冊，三六二頁。） 

信息選讀 

在行傳二十六章十六節主對掃羅說，他要成為一個見證人，將

所看見關於主的事和主將要顯現給他的事，都見證出來。主

說，祂要向掃羅啟示別的事，不是用教導的方式，乃是藉著祂

的顯現。凡主顯現給掃羅的事，掃羅都要向百姓見證出來。這

不是教訓、道理或宗教；這絕對是耶穌的啟示。以後使徒保羅

所傳講的一切，都有主的顯現。他不是受主的教導，而是從主

的顯現得著啟示。…作見證人不在於教導和知識的事，乃在於

顯現與異象。主在其中向我們顯現的那些事，正是我們必須傳

講給人的。 

在十八節，主吩咐掃羅說，『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轉入光

中，從撒但權下轉向神，又因信入我，得蒙赦罪，並在一切聖

別的人中得著基業。』…我們要作的頭一件事就是幫助人看

見。為了要這樣作，我們自己必須有異象，並且看見屬天的

事。我們必須看見關於基督的事，不是藉著受教導，乃是藉著

基督向我們顯現。你看見了異象之後，就需要去接觸人，告訴

他們耶穌向你顯現，你已看見了祂。不要傳那種低淺、傳統的

福音。許多接受那種貧窮福音的人，仍然瞎眼，並且在黑暗



 159 

裏。不要教導人宗教—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使他們能從黑暗

和撒但轉入光與神自己。藉著這樣的轉，他們就要從黑暗的邪

惡權勢，即撒但的權下得著釋放，歸向神。結果，他們要得蒙

赦罪，在聖別的人中得基業。所有得救和蒙赦免的人都是聖

徒，而所有的聖徒都有一分基業。（西一 12。）按照歌羅西

書，聖徒的分就是基督自己。基督已經分配給我們，我們都在

祂裏面同得一分。…我們的分—基督—要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

冷。從撒但轉向神的人不是個別有一分，乃是同眾聖徒團體並

集體的有分。這意思是，他們在召會生活的人中共同得分。 

行傳二十六章十八節陳明全備的福音。…在這一節中有七個

點：（一）叫人的眼睛得開，（二）使他們從黑暗轉入光中，

（三）使他們從撒但權下轉向神，（四）幫助他們的罪得赦免，

（五）幫助他們因信聖別，（六）使他們能在眾聖徒中有共同的

分，並且（七）活在召會生活中。（李常受文集一九七五至一九

七六年第三冊，三六二至三六四頁。） 

參讀：主恢復中應有的認識，第一篇；保羅的完成職事，第十

至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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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週三 

晨興餧養 

徒二六１８ 『…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轉入光中…。』 

弗一１７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賜給你們

智慧和啟示的靈，使你們充分的認識祂。』 

三９    『並將那歷世歷代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裏的奧祕

有何等的經綸，向眾人照明。』 

  

〔主在行傳二十六章十八節上半對掃羅說的話，〕是要實現神

的禧年，主悅納人的禧年，就是主耶穌在路加四章十八至二十

一節照著神新約的經綸所宣揚的。…新約禧年屬靈和神聖的福

分，也就是神福音的福分，其中第一項是叫墮落的人眼睛得

開，從黑暗轉入光中，使他們能在屬靈的範圍裏看見神聖的

事。要看見這些事，需要屬靈的視力和神聖的光。（聖經恢復

本，徒二六 18 註 1。） 

智慧是在我們的靈裏，使我們能認識神的奧祕；啟示是屬於神

的靈，藉著揭開幔子使我們看見異象。我們先有智慧領悟的能

力，能認識屬靈的事物；然後神的靈把屬靈的事物啟示給我們

屬靈的悟性。（弗一 17 註 3。） 

神的奧祕乃是祂隱藏的定旨。祂的定旨是要將祂自己分賜到祂

所揀選的人裏面。因此有了神奧祕的經綸。這奧祕歷世歷代一

直隱藏在神裏面，但現今已向新約的信徒照明了。（弗三 9 註

1。） 

信息選讀 

保羅在歌羅西一章十二節說，父叫我們彀資格『在光中同得所

分給眾聖徒的分』。許多人讀到這一節，也許沒有注意『在光

中』這辭。我們的分—基督，乃是我們在光中所享受的。 

因著惟有神是光，我們要有分於基督，就必須轉向神，並且在

祂的面光中。我們已經蒙召進入神奇妙之光。（彼前二 9。）我

們得救以前，完全是在黑暗裏。與我們以及我們為人光景有關

的一切，都在黑暗裏。當福音臨到我們時，它是帶著光而來

的。這使我們向神悔改。我們一悔改，自然而然就向祂敞開。

我們悔改得救的時候，經歷到有個東西在我們裏面照耀。我們

相信主耶穌，感謝祂為我們而死，又接受祂作我們的救主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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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主。這樣，內裏的照耀就加強了。故此，我們悔改的時

候，光就進到我們裏面來了。 

光就是神的同在。我們若要在光中，就必須從裏面轉向祂，然

後祂的同在就 

成為照耀的光。這樣，基督便實際的成為眾聖徒的分。 

凡相信基督的人也是光。主耶穌論到信徒說，『你們是世上的

光。』（太五 14。）在腓立比二章十五節，保羅說，信徒『好

像發光之體顯在世界裏』。…光體本身沒有光，卻返照從別的光

源而來的光。信徒們乃是發光之體。我們在自己裏面沒有光。

光是從我們裏面焚燒的油（就是那靈）來的。我們的光源不是

我們自己，乃是作為那靈的基督。 

光是一個範圍，一個領域。光的範圍就是生命的範圍。…這生

命和光的範圍就是父愛子的國。光是藉著光照而施行管理。因

此，生命的光照耀並管理的時候，就是國度。我們一在光中，

就在生命的範圍裏，就在父愛子的國裏。這國與黑暗的權勢，

就是撒但的國相對。新耶路撒冷是生命範圍的終極完成，整座

城乃是生命的範圍，滿了亮光。這範圍就是生命的光。（歌羅西

書生命讀經，六四、六八、七一、六七至六八、七三頁。） 

參讀：歌羅西書生命讀經，第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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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週四 

晨興餧養 

徒二四１６ 『我因此操練自己，對神對人常存無虧的良

心。』 

結一２２  『活物的頭以上有穹蒼的樣式，看著像可畏的水

晶，鋪張在活物的頭以上。』 

  

我們基督徒必須對主維持一個清明的天。這意思是說，我們必

須與主一直有清明的交通。我們與主之間，應當一無間隔。當

我們與主之間一無間隔的時候，我們的天就明如水晶，我們的

良心就是純淨而無虧的。（徒二四 16。）…有時候甚至一件小

事，諸如對待配偶的態度不好，都會使我們的天陰翳不明。雖

然可能對方是錯的，但我們的態度也錯了，於是我們就失去了

喜樂與平安。而且，我們可能有一段時間沒有膏油來禱告。我

們的良心開始定罪我們，並攪擾我們。這就是失去了基督徒清

明的天。…因我們失去了主的同在，至終只好服下來，認罪、

道歉並求赦免。我們一這樣作，『天氣』立即改變；陰翳消逝，

清明的天再現。 

主的同在總是隨著寶座的。主在那裏，祂的寶座也在那裏。祂

的同在絕不能與祂的寶座分開。主的寶座是在第三層天，也在

我們的靈裏。因此，主的寶座一直與我們在一起。…因著我們

是在寶座之下，我們不需要警察和法庭來管理我們。（以西結書

生命讀經，一四一至一四三頁。） 

信息選讀 

在我們基督徒生活和召會生活中，如果天是清明的，那裏就必

定有寶座。…基督徒屬靈經歷最高的一步，就是在我們的穹蒼

中，在我們清明的天裏，有寶座。有寶座，或達到寶座那裏，

乃是讓神在我們基督徒生活中有最高、最優先的地位。神在我

們裏面有寶座，意思就是神在我們裏面有地位掌權。因此，在

我們屬靈經歷中達到寶座，意思就是在凡事上完全服從神的權

柄和行政。 

我們的穹蒼越清明，我們就越在寶座之下。我們越與主有清明

的交通，我們就越在祂的權柄之下。我們必須問自己：在我們

基督徒的生活中，是否有寶座？我們若有清明的天以上的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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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就是蒙了大祝福，我們該為這祝福敬拜主。 

我們若在清明的天底下，其上有寶座，我們身上就有真正的權

柄。沒有甚麼反對或逼迫能擊敗我們、動搖我們，因為天和寶

座都與我們同在。在我們以上的天若是清明的，並且有寶座與

我們同在，我們就有權柄和分量。…有一次〔一位在中國的女

教士〕乘船出外，船被海盜劫持了幾天之久。…她…對那頭目

說，現在天氣這樣熱，把船客都趕到艙房裏，他們怎麼受得

住？她也告訴他說，該注重船上的 生。海盜頭目聽從她的

話，命令他的手下把船上打掃乾淨。一個兇橫的海盜頭目，服

在這位女教士的權柄之下，因為她自己是服在神的權下。 

神要把我們帶上寶座，因為撒但背叛了寶座。（賽十四。）…神

在宇宙中所面對的最大難處，乃是祂的寶座遭到背叛權勢的反

對和攻擊。神的寶座是絕對的，但祂的造物之一背叛了，想要

高舉自己的座位與神的寶座同等。〔12～14。〕…從撒但背叛直

到如今，在宇宙中在權柄的事上就起了分爭。地上所發生的

事，大多是撒但對抗神寶座的表顯。要緊的問題乃是：真正在

地上掌權的是誰—是神還是撒但？（以西結書生命讀經，一四

三至一四五、一四八至一四九、一六○頁。） 

參讀：以西結書生命讀經，第十至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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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週五 

晨興餧養 

徒二六１８  『叫他們…得蒙赦罪，並在一切聖別的人中得

著基業。』 

詩五一１～２ 『神阿，求你按你的慈愛恩待我，按你豐盛的

憐恤塗抹我的過犯。求你將我的罪孽洗滌淨盡，並潔淨我的

罪。』 

７      『求你用牛膝草潔除我的罪，我就潔淨；求你

洗滌我，我就比雪更白。』 

  

我們…需要禱告：『主，賜給我完全徹底的赦免，赦免我一切的

罪。…我不願保留任何未受對付的東西。主，我也要完全聖

別。我不要僅僅是一個蒙赦免的人，我也要是個聖別的人。而

後我纔能享受我的分—包羅萬有的基督。』一天過一天，我們

享受基督作我們的分，不是單獨的享受，而是在眾聖徒中間享

受。眾聖徒…就是在召會中聖別的人。（李常受文集一九七五至

一九七六年第三冊，三六五至三六六頁。） 

信息選讀 

大衛乞求神塗抹他的過犯，將他的罪孽洗滌淨盡，潔淨他的

罪，並用牛膝草潔除他的罪。（詩五一 1～2，7，9。）大衛所

用的動詞—塗抹、洗滌、潔淨和潔除，指明他的悔改和認罪是

徹底的，他的求赦免是真實的。…我們和大衛一樣，需要停留

在神面前，承認我們生在罪中，並懇求祂洗滌我們，潔淨我

們，塗抹我們的過犯，並潔除我們的罪。這樣禱告，指明我們

不信靠自己。我們既領悟自己是罪惡的，神是聖別的，就單單

信靠祂。我們也領悟，我們需要基督作我們的中保和我們的祭

物。…在詩篇五十一篇七節上半大衛禱告：『求你用牛膝草潔除

我的罪，我就潔淨。』牛膝草豫表在謙卑和卑微人性裏的基

督。（王上四 33 上，出十二 22 上。）在詩篇五十一篇七節上

半，牛膝草含示基督是中保和祭物。 

在十節大衛禱告：『神阿，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裏面重新

有正直的靈。』這裏的『清潔』原文也可譯為『純淨』。大衛乞

求神不僅赦免他，潔淨他，也更新他。…我們因犯罪而老舊，

但我們蒙神赦免以後，可得更新。因此，我們享受神的赦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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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需要求祂更新。 

十一節大衛繼續說，『不要丟棄我，使我離開你的面；不要從我

取去你聖別的靈。』我們需要新心和正直的靈，我們也需要神

的面。…神的面，實際上就是那靈。那靈離開，神的面也就消

失。 

在八節上半大衛禱告：『求你使我得聽歡喜快樂的聲音，』在十

二節他祈求：『求你使我復得你救恩之樂，賜我樂意的靈扶持

我。』這裏我們看見歡喜和樂意的靈的關聯。我們喜樂的時

候，就有樂意的靈，這是得勝的生命。反之，失敗的人不喜

樂，也沒有樂意的靈。倘若這樣一個失敗的人承認他的罪，並

求神赦免，他必得神救恩之樂，也必有樂意的靈。藉著神救恩

之樂，我們裏面就得以維持樂意的靈。 

『求你按你的美意善待錫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牆。那時，你

必喜愛公義的祭、燔祭、並全牲的燔祭；那時，人必將公牛獻

在你壇上。』（18～19。）這表徵藉著包羅萬有的基督作供物，

得以在作神家的地方召會裏，並在作神城的宇宙召會裏，有分

於對神的享受。我們若是悔改、認罪、並求神潔淨的人，就得

以在神的家（地方召會）和神的城（宇宙召會）中，在基督裏

享受神。（詩篇生命讀經，三四五至三四七頁。） 

參讀：詩篇生命讀經，第二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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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週六 

晨興餧養 

徒一１３～１４ 『他們進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間樓房，…

這些人同著幾個婦人，和耶穌的母親馬利亞，並耶穌的兄弟，

都同心合意，堅定持續的禱告。』 

  

行傳一章說到耶路撒冷的一間樓房。在這間樓房裏有一班人，

約一百二十人，同心合意禱告了十天。他們不僅禱告，也把自

己奉獻給主，非常真實並實際的把自己獻給主。 

早在三年半以前，主耶穌在海邊遇見彼得，彼得就把自己奉獻

給主。彼得放下自己的職業，開始跟從主。（太四 18～20。）

我們可以說，彼得已經把自己奉獻給主。然而，彼得在樓房上

又有另一種經歷。這裏彼得有一種新的奉獻，不是普通的奉

獻，而是特別的奉獻。在海邊，彼得放棄他的職業，由他撇下

魚網所指明；但在樓房上，他放棄的更多。…為著要在樓房

上，〔彼得和其餘的使徒〕放棄了猶太教，放棄了自己的家鄉、

鄰舍、朋友和親戚，並且願意冒生命的危險。（李常受文集一九

六五年第三冊，二八四、二八六頁。） 

信息選讀 

走主恢復的道路不是便宜的；這條路是昂貴的；需要付代價的

奉獻。…我們在這裏不是為著一個運動，而是為著主的恢復。

主的恢復如何能實現出來？這恢復只能藉著經歷在樓房上的奉

獻，而得著實現並完成。這不是普通的奉獻，而是一種特別的

奉獻，專特的奉獻，特出的奉獻。這個奉獻乃是一個轉捩

點。…行傳一章那一百二十個在樓房上的人出了甚麼事？他們

都成了燔祭。…我們也需要被焚燒，然後就會去燒別人。 

你今天所期望的是甚麼？你期望一個復興或運動麼？你期望一

種新的基督徒活動麼？我們在這裏是在作甚麼？我們聚在這裏

是要聽在別處沒有聽過的道麼？我們在這裏可能是為著這個原

因，但這並不彀。我們在這裏必須是為著主的恢復，這是在樓

房上之奉獻的結果。 

當主耶穌在地上時，大批的群眾跟隨祂。很多人得救、得醫

治，很多人得著神的恩惠。然而，至終只有約一百二十人在樓

房上。群眾和大批的人沒有為著主耶穌的行動給主甚麼。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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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乃是在於那些在樓房上的人，在於那些眼睛得開、心被摸

著的人。這少數人來到樓房上被焚燒，然後他們把全世界都翻

轉過來了。今天的原則也是一樣。翻轉世界並轉移時代的乃是

少數人。 

你要在群眾當中，或是在樓房上？你會留在群眾當中，還是靠

著主的憐憫來到樓房上？我不知道你是那一種人，惟有主知道

誰會在樓房上。…我請你們要禱告，好得著主的憐憫，叫你能

在樓房上。你若不願來到這裏，那麼你在…信息中所讀到的將

會與你無分無關。你就會像那些在群眾當中的人，主是不會倚

靠那些人的。你若要在樓房上，就需要有專特的禱告：『主，我

願意在樓房上，為著你見證的恢復。』（李常受文集一九六五年

第三冊，二八九至二九一頁。） 

今天我們必須作的，就是單單跟隨這水流，單單使自己降服於

聖靈工作的水流。在這件事上我沒有個人的自由。這不是照著

我的想法，乃是照著祂的流。〔參詩歌六五○首。〕（李常受文

集一九六三年第一冊，二二九頁。） 

參讀：從天上來的異象，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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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詩歌 

事奉－隨主引領 650 

7777（英 907） 

降 E 大調 4/4 

１ 

不是我們隨意走， 

乃是隨主的引領； 

那裡活水方湧流， 

那裡心中方光明。 

２ 

不是自擇的工作， 

就能博得祂嘉許； 

乃是完成祂委託， 

纔可領受祂稱譽。 

３ 

不是我們隨自己， 

就能座前獻禱告； 

乃是那靈的歎息， 

摸著更深的需要。 

４ 

如果我們答應『不』， 

當祂輕說『我需要』， 

就是壇上有禮物， 

也不能使祂稱好。 

５ 

我們如此向己死， 

與祂一同活天上， 

如此奉獻而服事， 

祂將自己作恩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