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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题：走享受基督作生命树的路 
 

第六篇 

成为基督这生命树的复制，而有供应生命的职事 
RK 诗歌：s410，614 

读经：约一4，十二24，十五1、4~5，约壹五16，林后四12 

约1:4 生命在祂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约12: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

子粒来。 

约15:1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约15:4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

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约15:5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

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 

约壹5:16 人若看见他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将生命赐给他，就是给那些犯了不

至于死之罪的。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那罪祈求。 

林后4:12 这样，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壹 在神的经纶里，我们不仅是吃生命树的人，也是这树的枝子，并且我们至终

要成为小生命树，就是基督这生命树的复制—彼前二21，约一4，十二24，

十五1、4~5： 
彼前2:21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祂的脚

踪行； 

约1:4 生命在祂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约12: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

出许多子粒来。 

约15:1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约15:4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

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约15:5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

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 

一 神的心意是要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都成为神人基督的复制—十二24，罗八29： 

约12: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罗8:29 因为神所预知的人，祂也预定他们模成神儿子的形像，使祂儿子在许多弟兄中

作长子。 

1 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复制，就需要在我们的灵里从是灵的基督重生，然后在我们

的魂里，逐渐被是灵的基督变化—约三6，林后三18。 

约3:6 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那灵生的，就是灵。 

林后3:18 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

就渐渐变化成为与祂同样的形像，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

的。 

2 我们成为基督的复制品，是借着一个过程，在其中有神圣生命的丰富分赐到我

们里面，并被我们经历—弗三8，西三4、10~11。 

弗3:8 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

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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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3:4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祂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西3:10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像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

知识； 

西3:11 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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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们要成为作我们榜样之基督的复制品，就需要经历基督这活在我们里面、成

形在我们里面并安家在我们心里的一位—加二20，四19，弗三16~17上。 

加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

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祂联

结所活的，祂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 

加4:19 我的孩子们，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 

弗3:16 愿祂照着祂荣耀的丰富，借着祂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

人里， 

弗3:17上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 

4 当我们成为基督的复制时，我们自然会借着祂的灵全备的供应而活基督—腓一

19、21。 

腓1:19 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终必

叫我得救。 

腓1:21 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 

二 在创世记二章九节，生命树只有一棵；但是生命树已经栽种在我们里面，长在我们

里面，叫我们成为小生命树。 

创2:9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也好作食物；园子当中

有生命树，还有善恶知识树。 
 

贰 我们作为基督这生命树的复制，有供应生命的职事—约壹五16，林后四12： 
约壹5:16 人若看见他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将生命赐给他，就是给那些

犯了不至于死之罪的。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那罪祈求。 

林后4:12 这样，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一 因着我们是基督里的信徒和神的儿女，我们不仅拥有并经历永远的生命，还能将这

生命供应给基督身体上别的肢体—约壹五11~16。 

约壹5:11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生命也是在祂儿子里面。 

约壹5:12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约壹5:13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入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晓得自己有永远的生命。 

约壹5:14 我们若照祂的旨意求什么，祂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着祂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约壹5:15 我们若知道祂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祂的无不得着。 

约壹5:16 人若看见他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将生命赐给他，就是给

那些犯了不至于死之罪的。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那罪祈求。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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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壹1:1 论到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话，就是我们所听见过的，我们亲眼所看见过的，

我们所注视过，我们的手也摸过的； 

约壹1:2 （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作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

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与你们；） 

约壹2:25 祂所应许我们的，就是那永远的生命。 

约壹5:11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生命也是在祂儿子里面。 

约壹5:12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约壹5:13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入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晓得自己有永远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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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壹5:16 人若看见他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将生命赐给他，就是给

那些犯了不至于死之罪的。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那罪祈求。 

三 召会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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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后4:12 这样，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1 我们要对这点有极深刻的感觉并仰望主，愿意我们的事奉能作祂生命的出口—

约十一25，约壹一2。 

约11:25 耶稣对她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约壹1:2 （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作见证，将原与父同

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与你们；） 

2 我们供应给人的生命乃是在那灵里，那灵与我们的灵调和，而神的生命就位

于、住在、长在调和的灵里—林前十五45下，六17，罗八4： 

林前15:45下 ……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林前6:17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罗8:4 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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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7:6 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在

灵的新样里服事，不在字句的旧样里。 

罗1:9 我在祂儿子的福音上，在我灵里所事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在祷

告中，常常不住地提到你们， 

b 灵若是不能释放出去，神圣的生命就无法释放出去—八10。 

罗8:10 但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固然因罪是死的，灵却因义是生命。 

四 我们若要作为基督这生命树的复制而活，就需要深深铭记，我们必须能供应生命—

约壹五11~16： 

约壹5:11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生命也是在祂儿子里面。 

约壹5:12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约壹5:13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入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晓得自己有永远的生命。 

约壹5:14 我们若照祂的旨意求什么，祂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着祂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约壹5:15 我们若知道祂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祂的无不得着。 

约壹5:16 人若看见他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将生命赐给他，就是给

那些犯了不至于死之罪的。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那罪祈求。 

1 神所要我们有的事奉，不重在作工，乃重在供应生命—16节。 

约壹5:16 人若看见他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将生命赐给他，

就是给那些犯了不至于死之罪的。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那罪祈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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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7，弗三16~17。 

约壹2:27 你们从祂所领受的膏油涂抹，住在你们里面，并不需要人教导你们，乃

有祂的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你们；这膏油涂抹是真实的，不是虚谎

的，你们要按这膏油涂抹所教导你们的，住在祂里面。 

弗3:16 愿祂照着祂荣耀的丰富，借着祂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

人里， 

弗3:17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 

五 供应生命就是有生命的流露；我们的事奉乃是神的流露，将神圣的生命供应给人—

约十九34，七37~39： 

约19:34 唯有一个兵用枪扎祂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35 

约7:37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

喝。 

约7:38 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约7:39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

未得着荣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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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4:18 他们在悟性上既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们里面的无知，因着他们心里的

刚硬，与神的生命隔绝了； 

启22:1 天使又指给我看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

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2 生命要从我们灵里释放出来，我们外面的人就得受对付、被破碎—林后四16，

来四12： 

林后4:16 所以我们不丧胆，反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

在更新。 

来4:12 因为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能以刺入、

甚至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a 我们外面的人若不被破碎，就无法有神圣生命纯净的流露—约七38。 

约7:38 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b 我们若要让神圣生命从我们里面释放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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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生命就能流出—弗三16~17。 

弗3:16 愿祂照着祂荣耀的丰富，借着祂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

面的人里， 

弗3:17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 

3 要有生命的流出，我们就需要在基督释放生命的死里与祂是一，就是与被击打

的磐石所预表之被击打的基督联合为一—约十九34，出十七6： 

约19:34 唯有一个兵用枪扎祂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出17:6 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就必有水从磐石

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 

a 当我们与被击打的磐石基督是一，神圣的生命就要作为活水从我们流出来

—6节，约七38。 

出17:6 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就必有水从

磐石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

了。 

约7:38 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b 我们的属人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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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后4:10 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治死，使耶稣的生命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体上。 

林后4:11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使耶稣的生命，也在

我们这必死的肉身上显明出来。 

林后4:16 所以我们不丧胆，反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我们里面的人却

日日在更新。 

c 我们若与被击打的基督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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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后4:10 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治死，使耶稣的生命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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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后4:11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使耶稣的生命，也在

我们这必死的肉身上显明出来。 

林后4:12 这样，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六 我们要供应生命给人，就需要提防死亡，就是阴间的门，对召会的攻击—太十六

18，罗五17： 

太16:18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

她。 

罗5:17 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借着这一人作了王，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

的，就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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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十一25，来二14。 

约11:25 耶稣对她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

活； 

来2:14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祂也照样亲自有分于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废

除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2 撒但最惧怕召会的，就是召会抵挡他死亡的权势—提后一10。 

提后1:10 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显明出来。祂已经把死废掉，

借着福音将生命和不朽坏照耀出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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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壹5:11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生命也是在祂儿子里面。 

约壹5:12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约壹5:13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入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晓得自己有永远的

生命。 

约壹5:16 人若看见他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将生命赐给他，

就是给那些犯了不至于死之罪的。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那罪祈

求。 

4 作为基督这生命树的复制，我们需要经历永远的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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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7:37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

里来喝。 

约7:38 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约7:39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

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腓1:24 然而留在肉身，为你们更是需要的。 

腓1:25 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留下，继续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得到

信仰上的进步和喜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