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內在的恢復，爲著完成神的經綸（詩歌:381）
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一）＃12
１．舊人指我們魂裏天然的生命；舊人乃是神所創造卻因罪墮落的人，與加拉太二章
Ａ．這裏重複對以東的審判，指明在神 二十節的頭一個『我』同。
藉生命恢復的過程中，仍需要神的審 加拉太書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
判，特別是對豫表舊人的以東:
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裡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裡，與祂聯結所活的，祂
以西結書25:12 主耶和華如此說，因為 是愛我，為我捨了自己。
Ⅰ．
『人子阿， 以東報仇雪恨，攻擊猶大家，向他們報
２．我們的魂原是獨立的，有舊人爲其生命和個格；如今舊人旣已釘十字架，我們的
你要面向西珥
仇，大大有罪，
魂就應當只作基督的器官，受我們靈的支配，有基督爲其生命。
山，說豫言攻
FT 以東人是雅各的哥哥以掃的後裔。因
羅馬書6:6 知道我們的舊人已經與祂同釘十字架，使罪的身體失效，叫我們不再作罪
擊它』—(結
此，以東和以色列眾子是堂兄弟。以東
的奴僕，
35:2):
表徵未重生的舊人，以色列表徵得重生
的新人。以東對以色列充滿了恨，不斷 ３．因著舊人非常難對付，所以對舊人的審判必須一再重複，直到我們身體得贖的那
日。以弗所書4:30 並且不要叫神的聖靈憂愁，你們原是在祂裡面受了印記，直到得贖
找機會報仇雪恨。
的日子。
Ｂ．神要恢復我們，使我們成爲新人，就必須審判我們的舊人，我們的舊造。
Ⅱ．神爲了祂子民內在的恢復，乃是爲祂的聖名行事:以西結書36:21 我卻顧惜我的聖名，就是以 Ａ．神在祂的恢復裏，乃是爲著祂的聖名
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國中所褻瀆的。22 所以，你要對以色列家說，主耶和華如此說，以色列家阿， 行事。
我行這事不是為你們，乃是為我的聖名，就是你們在所到的列國中所褻瀆的。23 我要使我的大名 Ｂ．我們得恢復、得復興，不是因著自己
顯為聖別；這名在列國中已被褻瀆，就是你們在他們中間所褻瀆的。我在列國的人眼前，在你們身 有甚麼長處，乃是因著神爲祂自己的名，
上顯為聖別的時候，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在我們裏面作事。
Ⅲ．神爲了祂子民內在的恢復，就將法理的救贖應用在 Ａ．以西結三十六章二十五節的清水乃是指主救贖、潔淨的血，就是潔淨並開啓的泉
源，爲要洗除罪與污穢。
他們身上，用基督的寶血潔淨他們:
以西結書36:25 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你們就潔淨 Ｂ．主洗淨我們，使我們脫離一切的污穢，包括各種罪惡的事、不公的事、不義的事
了；我要潔淨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污穢，脫離一切 和黑暗的事。
的偶像。
Ｃ．主潔淨我們，使我們脫離一切的偶像。
１．當主拯救我們或復興我們時，祂更新我們的心，使我們的石心變爲肉心，就是柔
Ⅳ．神爲了祂子
民 內 在 的 恢 Ａ．當我們在墮落退後的情形裏，我們 輭並愛祂的心。
復，就將生機的 的心向主是剛硬的，我們的靈是死的: ２．不僅如此，祂用祂神聖的生命點活並更新我們的靈。
３．結果我們就愛主，用我們更新的心渴望祂，並且藉著運用我們更新的靈，就能接
拯救應用在他
觸祂、接受祂並盛裝祂。
們身上，賜給他
１．我們的心代表我們的傾向、情愛、喜愛和渴慕。
們新心和新
２．我們的心是我們行動的代表，我們行動的機關。
靈，使他們能成
爲神，成爲一個
３．神賜給我們一個新心，因爲祂要我們傾向祂、羨慕祂、渴慕祂並愛祂。
新造，就是新耶 Ｂ．神賜給我
ａ．我們的心需要柔輭。
路撒冷:以西結 們 新 心 來 愛 ４．我們的心要維持新 ｂ．我們的心需要清潔。
書36:26 我也 祂:
鮮，我們就必須一直將 馬太5: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看見神。提摩太後書2:22 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慾，
要賜給你們新
心轉向主並追求清潔， 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義、信、愛、和平。
心，將新靈放在
全心愛祂:
ｃ．我們的心需要有愛。
你們裏面；又從
ｄ．我們的心需要有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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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肉體中
除掉石心，賜給
你們肉心。

１．諸天是爲著地，地是爲著人，神給人造了靈，使人能接觸神，接受神，敬拜神，活神，爲神完成神的定旨，
並與神成爲一。羅馬書8:16 那靈自己同我們的靈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哥林多前書6:17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
與主成為一靈。
２．我們得著新靈的意思是，我們老舊的、死了的靈藉著重生被點活過來了。以弗所書2:1 而你們原是死在過
Ｃ．主賜給我 犯並罪之中，約翰3:6 從肉體生的，就是肉體；從那靈生的，就是靈。
們新靈，以接 ３．撒但詭詐的使人的靈這件事向多數的基督徒隱藏起來；靈是人被忽畧的部分。
受祂 並 接 觸 創2:7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塑造人，將生命之氣吹在他鼻孔裏，人就成了活的魂。箴20:27 人的靈是耶和華
祂:
的燈，鑒察人的深處。撒迦利亞書12:1 耶和華論以色列之話語的默示。鋪張諸天、建立地基、造人裏面之靈的
約翰4:24 神 耶和華說，猶大書19 這就是那些製造分裂，屬魂而沒有靈的人。
是靈；敬拜祂
ａ．我們必須呼求主的名。
的，必須在靈
ｂ．我們必須禱讀主的話（這話就是靈）
。
和 真 實 裡 敬 ４．要維持我們的靈新
鮮，我們必須不斷的運 ｃ．我們必須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帖前5:16-18)。
拜。
用我們的靈接觸主，使 ｄ．我們必須將我們的靈如火挑旺起來，不銷滅那靈。
我們在靈裏且照著靈行 提摩太後書1:6 為這緣故，我題醒你，將那藉我按手，在你裡面神的恩賜，再如火挑
事、生活並爲人:
旺起來。7 因為神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靈，乃是能力、愛、並清明自守的靈。
ｅ．我們必須爲著召會的建造，操練申言，而不藐視申言。
Ａ．神爲了祂子民內在的恢復，不僅賜給我們一個新心和一個新靈，也將祂的靈放在我們裏面，就是在我們的靈裏面，使二靈
Ⅴ．
『我必將我 成爲一個調和的靈，並使我們與祂成爲一靈。
的靈放在你們 Ｂ．在我們裏面神的靈含有神的性情，而神的性情與神的律法相符合；因著我們裏面有神的性情，我們照著那有聖靈內住之重
裏面，使你們 生的靈而行，就能自然的謹守神的律法。
羅馬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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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行我的律
例，謹守遵行 Ｃ．主使我們遵行祂的律例，是指生命之靈的律（自動的原則；自有、自動的功用）
；這是主爲祂的名引導我們走義路。羅馬
我的典章』(結 書8:2 因為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已經釋放了我，使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
36:27)」:
Ｄ．律法義的要求乃是自然而然並自動的成就在照著靈而行的人身上。
Ｅ．那靈同我們的靈，是神生機拯救的關鍵、祕訣。
Ａ．主的恢復應達到一個情形，就如伊甸
Ⅵ．生命內在的恢復，結果乃是先前爲荒廢、淒涼之地，將要成如伊甸園:
園一樣。
以西結書36:34 從前荒涼之地必仍得耕作，過路的人不再看為荒涼。35 他們必說，這先前為荒涼
之地，現在成如1伊甸園；這荒廢淒涼、毀壞的城邑現在堅固有人居住。36 那時，在你們四圍餘剩 Ｂ．在『伊甸園』裏，我們有基督這有名
的植物，就是基督這生命樹，帶著豐富食
的列國，必知道我耶和華修造那毀壞之處，培植那荒涼之地。我耶和華說過，也必成就。
物的供應。
Ⅶ．主在祂藉著生命的恢復裏，渴望加增我們的 Ａ．雖然主應許要加增我們的人數，使荒廢的城邑充滿『人羣』
，但我們仍必須向主要，求祂作祂
『人數，多如羊羣』: 以西結書36:37 主耶和華 所要作的。路加10:2 就對他們說，莊稼固多，工人卻少；所以要祈求莊稼的主，催趕工人收割祂
如此說，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數，多如羊群； 的莊稼。
他們必為這事向我求問，我要給他們成就。38 聖 Ｂ．我們不該說數字沒有意義，我們不在意人數；我們必須爲人數加增禱告，取用以西結三十
別作祭物的羊群怎樣多，耶路撒冷在所定的節期 六章裏主的應許；我們需要記住：質出自量。
羊群怎樣多，照樣，荒涼的城邑必被人群充滿；
Ｃ．我們需要禱告，求主給我們加增人數，求祂把人如同羊羣帶來。
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经验: ①主的血洗净我们的污秽和偶像:
主洗淨我們脫離兩類不潔的事物：一類是污穢，一類是偶像。…
污穢也包括恨人、害人、縱情於屬世的娛樂上。我們得救時，對這
些污穢的事就感覺羞恥。我們得復興時，也有這種羞恥的感覺，不
想記起這些曾經沉溺於其中的罪惡和屬世之事。主的血乃是潔淨的
水，能洗淨我們脫離這一切污穢。也許今天我們就需要從閒談、造
謠、嫉妒、批評和壞脾氣得著洗淨。
我們得救以前，…也有許多偶像。這也可能是我們退後、尚未得
復興之前的光景。想想看，你在得救或得復興以前有多少偶像。對
一些人來說，一件衣服是偶像。…當倪弟兄在上海盡職時，有一次
他突然指著一位姊妹，問她說，
『馬太福音有幾章？』她回答說，
『二
十六章。』(馬太福音有 28 章)然後倪弟兄問她所穿的旗袍有幾個鈕
扣，她毫不猶豫就說出正確的數字。…這個簡單的例證給我們看見，
我們可能愛一件衣服，過於愛主耶穌。我們若愛任何事過於愛主，
那就是偶像。
有些基督徒從未爲主耶穌流過一滴眼淚，卻爲他們的衣服流了許多眼
淚。這證明他們愛衣服過於愛主耶穌。另有的人可能在意博士學位或崇
高地位這類的事。…這一切事都是偶像。我們需要主救贖的血，…脫離
一切的偶像。
中高生篇:
中高生的你们大部分是在小学六年级前后受浸、得救。得救是指你死
去的灵得到重生，并在灵里有神的生命。因此，你应该是不同于你尚未
得救的同学。尤其是你里面会有不喜欢污秽和偶像的感觉。比如说你的
同学会想说谁的坏话或是闲话。但是当你加入其中的话，你的里面立刻
会变得污秽、黑暗。你必须要呼求主名、认自己沾染污秽的罪，并请耶
稣的血来洁净你。实际上就连这个世界上喜欢这样说闲话的人，是不会
大有成就的。因为污秽会有损他们的功用。你要感谢主的血的果效，训
练自己认罪。那样的话，你一定能够前进。
还有，你需要对付偶像和任何你过于爱主的东西。比如说有一款叫
<Pokémon GO>的游戏。因为这款游戏制作的很好，所以在全球都很流行。
但是有些人在开车的时候，沉迷于这款游戏而引发了严重的交通事故。
开车的时候就要专心开车。同样地，中高生生活的祝福的源头是主，所
以你需要爱主、享受主、联于主。就像刚刚的例子，问题并不在于
<Pokémon GO>本身是对是错，你沉迷于它、并被占有那就是偶像，这会
让你远离主的祝福。愿我们能取用主的血，并能从偶像中得到洁净。

②在神的眼里，我们人的灵被置于与天和地同等的位置:
撒迦利亞十二章一節清楚的說，神鋪張諸天，建立地基，造人裏
面的靈。諸天是爲著地，地是爲著人，人有靈以接觸神。我們惟有
用我們的靈，纔能接觸神。
在接觸神的事上，我們的靈非常重要，而我們接觸神就是我們對
神的敬拜。我們沒有接觸神，就不能敬拜神。…約翰四章二十四節…
告訴我們，神是靈，我們必須在我們的靈裏敬拜祂。我們乃是藉著
運用靈敬拜祂。我們若要過有意義的生活，就應當接觸神。
在我們基督徒的行事爲人上，我們必須照著我們的靈而行。你若
問我問題，我不該從我的魂回答你。我應當從我的靈回答你。…這
樣，我們就是屬靈的人，照著我們的靈行事、生活並爲人。
在职青年篇:
在职青年处于职业生涯规划中最重要的时期。在 25 岁到 35 岁之
间，需要决定在哪个领域赚钱养家，发展自己。如果在这个时期不
好好打基础的话，就没办法建立良好的家庭和职业生涯规划。而且，
在这个时期因为人的里面还具有可塑性，可以学习并吸收很多新的
东西。
弟兄的见证：我可以见证在职业生涯中，如下的事很重要：
ⅰ) 在召会生活中操练灵，将心思联于灵并享受主，会使魂(心思，
情感，意志)的功能调整到正常，并被拔高。特别是，用最初的爱来
爱主。
ⅱ) 严格的遵循灵的主要部分—良心的感觉，就自己的污秽和偶像
认罪，并请耶稣的血来洁净。
ⅲ) 更新自己的奉献，将自己的职业献给主，并寻求职业是为着主
的权益而蒙祝福。具体来说，你的收入不仅要担负养家的责任，同
时也要满足召会在经济上的需要。因此，不要为了自己去向主求什
么，而要为了神的经纶去求一切。
我在职业生涯中，以完全不同与异邦人的方法取得了成功。不追
求地位、名誉、金钱，而追求主和召会，其结果是受到主的祝福而
能够出人头地。在职生活中，我通过彻底地信靠主，在我职业生涯
的每一天里，都有主的恩惠和慈爱随着我，祝福我，让我能够得到
超出自己想象的高地位和高收入。通过信靠主，主完全地为我担当
了责任。主啊，感谢、赞美你。阿们！

③约翰福音第 2 章中的里程碑(BSG): by 神大 BSG OB/OG
約翰 2:3 酒用盡了，耶穌的母親對祂說，他們沒有酒了。
7 耶穌對僕人說，把缸倒滿了水。他們就倒滿了，直到缸口。8 耶穌又
說，現在舀出來，送給管筵席的。他們就送了去。9 管筵席的嘗了那水
變的酒，並不知道是那裡來的，只有舀水的僕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
郎來，10 對他說，人都是先擺上好酒，等客人喝足了，纔擺上次的，
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11 這是耶穌所行的頭一件神蹟，是在加利利的
迦拿行的，顯出祂的榮耀來，祂的門徒就信入了祂。
16 又對賣鴿子的說，把這些東西從這裡拿走，不要將我父的家，當
作買賣的場所。
19 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將牠建立起來。21 但
耶穌是以祂的身體為殿說的。
约翰福音第 2 章的里程碑是
ⅰ) 生命的原则：将水变为葡萄酒，也就是将死变为生命(在圣经中，
水表征死、由生命果树—葡萄而来的葡萄酒表征生命)、
ⅱ) 生命的目的：洁净并建造神的宫殿、神的居所。
第一个里程碑是生命的原则将死变为生命。在圣经中的不管什么事，
最先论到的就决定了那件事的原则。
“将死变为生命”的原则适用于
约翰福音之后的章节的所有故事和实例。感谢主。在第一章是话的
神成为了肉体，因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在复活中成为赐
生命的灵。主耶稣现如今是赐生命的灵，来到人的里面做他的生命。
约翰福音是生命的福音，生命是它的主题。第二章中揭示了生命的
原则和生命的目的。
生命的原则：在校园生活中，在朋友关系、学业、社团活动上会有一
些消极的情况。比如，有合不来的同学、有找你茬的同学或是前辈、跟
老师不合等情况。
还有，
在学业上你自己选择的专业跟你预想的不一样，
难度太大让你没办法跟上，
等等。
有这样的情况时，
人可能会变得不安，
黑暗。死的情况，是指变得不安、黑暗、叹气、没有活力、拿不出干劲
等情况。
但是感谢主！主作为羊的牧人会到访是小羊的你。那是为了让你得着
生命，并丰丰富富地得着。一旦你得着了生命，你就能够适用生命的大
原则，也就是将死亡变为生命的原则，你的不安变为满足、叹息变为诗
歌、从没有精神的状态变为满了活力的状态。哈利路亚！
就死而言我们从别的观点来研究。谁也不能将死变为生命。金钱也不
能、名誉也不能、权利也不能。历史上伟大的帝王们可以利用他们的权
力和财力来想办法能不能免于死亡，但是他们中谁也不能拿出有效的对
策应对死。
但是，一旦主作为生命进到你里面，这个生命能够将一切的水、死的
状态变为葡萄酒和生命的状态。这是因为主赐给的生命是永远的、非受

造的、神的生命。像我们在第一章所看到的，这个生命不能通过金钱买
来，也不能藉着人的权力得到。因为人得到神的生命是因为“凡接受祂
的，就是信入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成為神的兒女.這等人不是
從血生的，不是從肉體的意思生的，也不是從人的意思生的，乃是從神
生的”（约翰福音 1:12-13）
。你需要的只是读神的话、像祂敞开并接
受。
生命的目的：生命的目的是建造神的家。为了建造需要洁净。因为
根据圣经所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宫殿，所以我们的身体是神的居所。
哥林多前书6:19 豈不知你們的身體，就是在你們裡面之聖靈的殿麼？
這聖靈是你們從神而得的，並且你們不是屬自己的。20 ・・・就要在你
們的身體上榮耀神。
而且教会是神的居所。
提摩太前书 3:15 …倘若我耽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
這家就是活神的召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如果你因主得着生命的话，你就能有份于将死变为生命的祝福。但是，
你一定要理解生命的目的是要洁净、建造神的居所。在你身体里你的心
中“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喧嚷、毀謗，同一切的惡毒，都要從你們
中間除掉”(以弗所书 4：31)，“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裡” (以
弗所书 3：17)。
基督在你的心里建造居所，这最终会得到教会、神团体居所的建造。
你读圣经得著生命不是为了你的学业、职业、结婚，而是为了神家的建
造。但是如果你得著生命、建造神家的话，你的学业、职业、结婚会在
神家的祝福中大大地受祝福。你必须要理解并遵循这个优先顺序。
841. The Church - Her Building (Jap 381)
4 Lord, Thy life abundant,
1 Thou art all my life, Lord,
Flowing, rich and free,
In me Thou dost live;
Constantly refreshes
With Thee all God's fulness
And empowers me.
Thou to me dost give.
Death by life is swallowed,
By Thy holy nature
Weakness is made strong,
I am sanctified,
All my bonds are broken,
By Thy resurrection,
Gloom is turned to song.
Vict'ry is supplied.
6 I would cease completely
3 Thy anointing Spirit
From my efforts vain,
Me shall permeate,
Let Thy life transform me,
All my soul and spirit
Full release to gain;
Thou wouldst saturate;
Build me up with others
Every part transforming
Till in us Thou see
Till conformed to Thee,
Thy complete expression
Till Thy life shall bring me
To maturity.
Glorifying Th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