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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題：走享受基督作生命樹的路 
 

第六篇 

成為基督這生命樹的複製，而有供應生命的職事 
RK 詩歌：s410，614 

讀經：約一4，十二24，十五1，4～5，約壹五16，林後四12 

約1:4 生命在祂裏面，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約12: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

子粒來。 

約15:1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 

約15:4 你們要住在我裏面，我也住在你們裏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

們若不住在我裏面，也是這樣。 

約15: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住在我裏面的，我也住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

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約壹5:16 人若看見他的弟兄犯了不至於死的罪，就當為他祈求，將生命賜給他，就是給那些犯了不

至於死之罪的。有至於死的罪，我不說當為那罪祈求。 

林後4:12 這樣，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命卻在你們身上發動。 
 

壹 在神的經綸裏，我們不僅是喫生命樹的人，也是這樹的枝子，並且我們至終要

成為小生命樹，就是基督這生命樹的複製—彼前二21，約一4，十二24，十五1，

4〜5： 
彼前2:21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祂的腳蹤

行； 

約1:4 生命在祂裏面，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約12: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

許多子粒來。 

約15:1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 

約15:4 你們要住在我裏面，我也住在你們裏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

你們若不住在我裏面，也是這樣。 

約15: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住在我裏面的，我也住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

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一 神的心意是要所有在基督裏的信徒，都成爲神人基督的複製—十二24，羅八29： 

約12: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

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羅8:29 因為神所豫知的人，祂也豫定他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

作長子。 

1 我們要成爲基督的複製，就需要在我們的靈裏從是靈的基督重生，然後在我們的

魂裏，逐漸被是靈的基督變化—約三6，林後三18。 

約3:6 從肉體生的，就是肉體；從那靈生的，就是靈。 

林後3:18 但我們眾人既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

漸漸變化成為與祂同樣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2 我們成爲基督的複製品，是藉着一個過程，在其中有神聖生命的豐富分賜到我們

裏面，並被我們經歷—弗三8，西三4，10〖11。 

弗3:8 這恩典賜給了我這比眾聖徒中最小者還小的，叫我將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

富，當作福音傳給外邦人， 

西3:4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祂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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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3:10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照著創造他者的形像漸漸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識； 

西3:11 在此並沒有希利尼人和猶太人、受割禮的和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

人、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3 我們要成爲作我們榜樣之基督的複製品，就需要經歷基督這活在我們裏面、成形

在我們裏面、並安家在我們心裏的一位—加二20，四19，弗三16～17上。 

加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

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裏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裏，與祂聯結所

活的，祂是愛我，為我捨了自己。 

加4:19 我的孩子們，我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裏面。 

弗3:16 願祂照著祂榮耀的豐富，藉著祂的靈，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

裏， 

弗3:17上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裏，… 

4 當我們成爲基督的複製時，我們自然會藉着祂的靈全備的供應而活基督—腓一

19，21。 

腓1:19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終必叫

我得救。 

腓1:21 因為在我，活著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 

二 在創世記二章九節，生命樹只有一棵；但是生命樹已經栽種在我們裏面，長在我們裏

面，叫我們成爲小生命樹。 

創2:9 耶和華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裏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也好作食物；園子當中

有生命樹，還有善惡知識樹。 
 

貳 我們作為基督這生命樹的複製，有供應生命的職事—約壹五16，林後四12： 
約壹5:16 人若看見他的弟兄犯了不至於死的罪，就當為他祈求，將生命賜給他，就是給那些犯

了不至於死之罪的。有至於死的罪，我不說當為那罪祈求。 

林後4:12 這樣，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命卻在你們身上發動。 

一 因着我們是基督裏的信徒和神的兒女，我們不僅擁有並經歷永遠的生命，還能將這生

命供應給基督身體上別的肢體—約壹五11～16。 

約壹5:11 這見證就是神賜給我們永遠的生命，這生命也是在祂兒子裏面。 

約壹5:12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約壹5:13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入神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曉得自己有永遠的生命。 

約壹5:14 我們若照祂的旨意求甚麼，祂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著祂所存坦然無懼的心。 

約壹5:15 我們若知道祂聽我們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們所求於祂的無不得著。 

約壹5:16 人若看見他的弟兄犯了不至於死的罪，就當為他祈求，將生命賜給他，就是給

那些犯了不至於死之罪的。有至於死的罪，我不說當為那罪祈求。 

二 供應生命就是分賜生命；我們有生命的富餘時，纔能將這富餘供應給人—一1～2，二

25，五11～13，16。 

約壹1:1 論到那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話，就是我們所聽見過的，我們親眼所看見過的，

我們所注視過，我們的手也摸過的； 

約壹1:2 （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我們也看見過，現在又作見證，將原與父同在，且顯

現與我們那永遠的生命傳與你們；） 

約壹2:25 祂所應許我們的，就是那永遠的生命。 

約壹5:11 這見證就是神賜給我們永遠的生命，這生命也是在祂兒子裏面。 

約壹5:12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約壹5:13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入神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曉得自己有永遠的生命。 

約壹5:16 人若看見他的弟兄犯了不至於死的罪，就當為他祈求，將生命賜給他，就是給

那些犯了不至於死之罪的。有至於死的罪，我不說當為那罪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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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召會中的事奉乃是供應生命的事奉—將神聖生命供應給人的事奉—林後四12： 

林後4:12 這樣，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命卻在你們身上發動。 

1 我們要對這點有極深刻的感覺並仰望主，願意我們的事奉能作祂生命的出口—

約十一25，約壹一2。 

約11:25 耶穌對她說，我是復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約壹1:2 （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我們也看見過，現在又作見證，將原與父同在，

且顯現與我們那永遠的生命傳與你們；） 

2 我們供應給人的生命乃是在那靈裏，那靈與我們的靈調和，而神的生命就位於、

住在、長在調和的靈裏—林前十五45下，六17，羅八4： 

林前15:45下 …末後的亞當成了賜生命的靈。 

林前6:17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羅8:4 使律法義的要求，成就在我們這不照著肉體，只照著靈而行的人身上。 

a 我們要供應聖徒生命，就得讓靈出去，因爲神聖的生命是在我們調和的靈

裏—七6，一9。 

羅7:6 但我們既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現今就脫離了律法，叫我們在

靈的新樣裏服事，不在字句的舊樣裏。 

羅1:9 我在祂兒子的福音上，在我靈裏所事奉的神，可以見證我怎樣在禱

告中，常常不住的題到你們， 

b 靈若是不能釋放出去，神聖的生命就無法釋放出去—八10。 

羅8:10 但基督若在你們裏面，身體固然因罪是死的，靈卻因義是生命。 

四 我們若要作爲基督這生命樹的複製而活，就需要深深銘記，我們必須能供應生命—約

壹五11～16： 

約壹5:11 這見證就是神賜給我們永遠的生命，這生命也是在祂兒子裏面。 

約壹5:12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約壹5:13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入神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曉得自己有永遠的生命。 

約壹5:14 我們若照祂的旨意求甚麼，祂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著祂所存坦然無懼的心。 

約壹5:15 我們若知道祂聽我們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們所求於祂的無不得著。 

約壹5:16 人若看見他的弟兄犯了不至於死的罪，就當為他祈求，將生命賜給他，就是給

那些犯了不至於死之罪的。有至於死的罪，我不說當為那罪祈求。 

1 神所要我們有的事奉，不重在作工，乃重在供應生命—16節。 

約壹5:16 人若看見他的弟兄犯了不至於死的罪，就當為他祈求，將生命賜給他，就

是給那些犯了不至於死之罪的。有至於死的罪，我不說當為那罪祈求。 

2 要供應生命給人，就需要我們接在基督身上，住在基督裏面，讓祂在我們裏面有

地位，而充滿我們，使祂的生命、性情、愛好、趨向變作我們的生命、性情、愛

好、趨向—二27，弗三16〖17。 

約壹2:27 你們從祂所領受的膏油塗抹，住在你們裏面，並不需要人教導你們，乃有

祂的膏油塗抹，在凡事上教導你們；這膏油塗抹是真實的，不是虛謊的，

你們要按這膏油塗抹所教導你們的，住在祂裏面。 

弗3:16 願祂照著祂榮耀的豐富，藉著祂的靈，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

裏， 

弗3:17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裏，叫你們在愛裏生根立基， 

五 供應生命就是有生命的流露；我們的事奉乃是神的流露，將神聖的生命供應給人—約

十九34，七37〖39： 

約19:34 惟有一個兵用槍扎祂的肋旁，隨即有血和水流出來。 

約7:37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裏來喝。 

約7:38 信入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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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7:39 耶穌這話是指著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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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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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賜給我們—弗四18，啓二二1。 

弗4:18 他們在悟性上既然昏暗，就因著那在他們裏面的無知，因著他們心裏的剛

硬，與神的生命隔絕了； 

啓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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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生命要從我們靈裏釋放出來，我們外面的人就得受對付、被破碎—林後四16，來

四12： 

林後4: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壞，我們裏面的人卻日日在

更新。 

來4:12 因為神的話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鋒利，能以刺入、甚

至剖開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a 我們外面的人若不被破碎，就無法有神聖生命純淨的流露—約七38。 

約7:38 信入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b 我們若要讓神聖生命從我們裏面釋放出來，我們的魂就要被折服，在每一

件事上讓靈作主，讓靈掌權；這樣，主的生命就能流出—弗三16〖17。 

弗3:16 願祂照著祂榮耀的豐富，藉著祂的靈，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裏

面的人裏， 

弗3:17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裏，叫你們在愛裏生根立基， 

3 要有生命的流出，我們就需要在基督釋放生命的死裏與祂是一，就是與被擊打的

磐石所豫表之被擊打的基督聯合爲一—約十九34，出十七6： 

約19:34 惟有一個兵用槍扎祂的肋旁，隨即有血和水流出來。 

出17:6 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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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當我們與被擊打的磐石基督是一，神聖的生命就要作爲活水從我們流出來

—6節，約七38。 

出17:6 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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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7:38 信入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b 我們的屬人生命，天然生命，必須受擊打，好使活水能從我們裏面流出來

—林後四10〖11，16。 

林後4:10 身體上常帶著耶穌的治死，使耶穌的生命也顯明在我們的身體上。 

林後4:11 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使耶穌的生命，也在

我們這必死的肉身上顯明出來。 

林後4: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壞，我們裏面的人卻

日日在更新。 

c 我們若與被擊打的基督是一，就會經歷天然的生命被釘死；然後基督的神

聖生命如何藉着祂屬人的生命被擊打而作爲活水流出來，我們也要照樣經

歷藉着天然生命被擊打而流出生命水來—10〖12節。 

林後4:10 身體上常帶著耶穌的治死，使耶穌的生命也顯明在我們的身體上。 

林後4:11 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使耶穌的生命，也在

我們這必死的肉身上顯明出來。 

林後4:12 這樣，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命卻在你們身上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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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我們要供應生命給人，就需要提防死亡，就是陰間的門，對召會的攻撃—太十六18，

羅五17： 

太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

她。 

羅5:17 若因一人的過犯，死就藉著這一人作了王，那些受洋溢之恩，並洋溢之義恩賜

的，就更要藉著耶穌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 

1 出於神的，特徵是生命，出於撒但的，特徵是死亡；在召會中，凡是出於神的都

是生命，凡是出於撒但的都是死亡—約十一25，來二14。 

約11:25 耶穌對她說，我是復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來2:14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祂也照樣親自有分於血肉之體，為要藉著死，廢除

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 

2 撒但最懼怕召會的，就是召會抵擋他死亡的權勢—提後一10。 

提後1:10 但如今藉著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顯現，纔顯明出來。祂已經把死廢掉，藉

著福音將生命和不朽壞照耀出來； 

3 在我們裏面的永遠生命能勝過我們自己身上，並召會別的肢體身上的死—約壹五

11～13，16。 

約壹5:11 這見證就是神賜給我們永遠的生命，這生命也是在祂兒子裏面。 

約壹5:12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約壹5:13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入神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曉得自己有永遠的生

命。 

約壹5:16 人若看見他的弟兄犯了不至於死的罪，就當為他祈求，將生命賜給他，就

是給那些犯了不至於死之罪的。有至於死的罪，我不說當為那罪祈求。 

4 作爲基督這生命樹的複製，我們需要經歷永遠的生命，也需要成爲永遠的生命得

以流通的管道，藉此將這生命供應給人—約七37～39，腓一24～25。 

約7:37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裏

來喝。 

約7:38 信入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約7:39 耶穌這話是指著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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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1:24 然而留在肉身，為你們更是需要的。 

腓1:25 我既然這樣深信，就知道仍要留下，繼續與你們眾人同住，使你們得到信

仰上的進步和喜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