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在神圣水流独一的流里，为着使徒行传的继续，
按属天的异象而有神圣的托付 
(国际长老责任者训练)2019/1/7-1/13 

Ⅰ．在圣经里，神圣水流这独一的流的观念是很要紧的： 

Ａ．圣经启示涌流的三一神，父是生命源，子是生命泉，灵是

生命河。 

Ｂ．这道流的源头乃是神和羔羊的宝座。 

Ｃ．圣经里只有一道流，一道神圣的水流；因着只有一道神圣

的水流，并且这道流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就需要保守自己在

这一道流里。 

Ｄ．神圣的水流，独一的流，乃是主工作的水流： 

①有一道水流，我们可称之为工作的水流，工作的流；水流所

到之处，就有神的工作。 

②使徒行传启示，在主的行动中只有一道水流，我们需要保

守自己在这一道水流里。 

③神圣生命的流从五旬节那天开始，历经所有世代，一直涌

流到今天，只有一道水流。 

④召会的历史表明，历经各世代都有一道圣灵的水流，一直

在涌流；许多人曾为主作工，但不是所有人都在那一道水流

的涌流里。                                        【月】 

Ⅱ．主向保罗显现，把他带进主工作的水流，使他作执事和见

证人，将他所看见主的事，和主将要显现给他的事，见证出

来： 

Ａ．保罗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人是器皿以盛装经过

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被祂充满并彰显祂；基督是神的奥

秘，以及召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奥秘。 

Ｂ．一旦你看见了神计划的异象，并从一切事物悔改转向基

督自己，你里面就会有一种运行和加力，以完成神的计划；你

在使徒行传的继续中生活并劳苦时，这异象会成为你的负担。                                           

【火】 

Ⅲ．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启示，我们今天在使徒行传的继续

里，为着基督身体的扩增与建造所必须作的工作；这节圣经

揭示我们神圣托付包罗万有的内容： 

Ａ．这是要实现神的禧年，主悦纳人的禧年，就是主耶稣在路

加四章十八至二十一节照着神新约的经纶所宣扬的。 

Ｂ．我们需要就着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里神圣托付的内容来

祷告，求主使这些成为我们的经历和实际，好使我们能带别

人进入这样的经历和实际： 

①“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ａ．我们需要不断地祷告，求主赐

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好多而又多地明白并看见基督、基

督的身体以及那为着神圣经纶的神圣分赐。ｂ．若没有对主

新的认识，和对祂新的异象，我们就无法往前。ｃ．作执事和

见证人，不是在于教训和知识，乃是在于显现和异象；我们所

看见主的事，和主将要显现给我们的事，就是我们所必须供

应给人的。ｄ．我们的托付是要“将那……奥秘有何等的经

纶，向众人照明”。 

②“叫他们……从黑暗转入光中”：ａ．光就是神的同在。

ｂ．我们必须是满了光的人。ｃ．享受基督作为神所分给我们

的分，乃是“在光中”。ｄ．我们必须是发光之体显在世界里，

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ｅ．我们必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

祂奇妙之光者的美德。                      【水】 

③“叫他们……从撒但权下转向神”： 

ａ．我们属灵经历的最高点，乃是有清明的天，其上有宝

座：（1）在清明的天之上有宝座，乃是让主在我们里面居

首位，并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最高、最优先的地位。（2）我

们的天越清明，我们就越在宝座之下，越在神的权柄之下。

（3）神在我们里面有宝座，意思就是神在我们里面有地位

掌权。 

（4）我们若在其上有宝座的清明的天以下，真正的权柄就

会同着我们，而将人带到神的权柄之下。 

ｂ．我们向着主爱到极点的爱，使我们够资格、得成全、受

装备，带着主的权柄为主说话。                  【木】 

④“叫他们……得蒙赦罪”：ａ．我们需要到主面前去，得着

主彻底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ｂ．大卫乞求神涂抹他的过犯，将

他的罪孽洗涤净尽，洁净他的罪，用牛膝草洁除他的罪：（1）

牛膝草预表在谦卑和卑微人性里的基督（王上四33上，出十

二22上），含示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和祭物。（2）我们和大卫

一样，需要停留在神面前，有彻底并真实的悔改和认罪，好从

神得着完全的赦免。（3）我们若承认我们的罪而得神赦免，

就必得着神救恩之乐，也必得着乐意之灵的扶持；然后，我们

就能将主的道路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回转归向祂。 

⑤“叫他们……因信入我，……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

ａ．这基业是三一神自己并祂所有的、所作成的以及为祂赎

民所要作的一切。 

ｂ．三一神化身在包罗万有的基督里面；这基督是分给众圣

徒的分，作他们的基业。 

ｃ．我们“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就是在召会生活中，享受是

灵的基督作我们得基业的凭质。ｄ．我们需要把人带到在召

会生活中对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享受里，使他们享受基督如同

我们一样，并借着操练灵，使他们在性情上被神的圣别性情

所圣别。                                     【金】 

Ⅳ．我们若要在使徒行传的继续里，就需要借着有楼房上的

奉献而持续活在神圣的历史中： 

Ａ．在海边，彼得放弃他的职业跟从主耶稣，但在楼房上，他

放弃得更多：①他站在从天上来的异象这边，放弃他祖先的

宗教。 

②他放弃他的家乡、他与邻舍和朋友的关系、以及他的亲戚，

并且愿意冒生命的危险。 

Ｂ．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奉献，乃是楼房上的奉献；在这种奉献

里，我们付代价，全人与从天上来的异象“结婚”。 

Ｃ．我们若为着从天上来的异象付代价，就会把我们后面的

“桥”烧毁，使我们没有后路可以回头。 

Ｄ．我们到底有没有看见从天上来的异象，乃在于这一件事，

愿不愿意付代价来买施膏的那灵作眼药。 

Ｅ．走主恢复的道路不是便宜的；这条路是昂贵的，需要付代

价的奉献。 

Ｆ．我们在这里不是为着一个运动，而是为着主的恢复；这恢

复只能借着在楼房上专特、特出的奉献而得着完成。 

Ｇ．那一百二十个在楼房上的人都成了燔祭；他们在灵里为

主焚烧，也以神圣生命之神圣的火焚烧别人。 

Ｈ．当主耶稣在地上时，大批的群众跟随祂，但他们没有为着

主的行动给主什么；主的行动乃是在于那些在楼房上的人，

在于那些眼睛得开、心被摸着的人。 

Ｉ．翻转世界并转移时代的乃是少数人；我们若要在楼房上，

就需要有专特的祷告：“主，我愿意在楼房上，为着你见证的

恢复。”                                   【土】 

  



Crucial Point①：凭着智慧和启示的灵， 

清楚地看见神圣经纶和神圣分赐的祝福， 

以基督与召会为至宝 

OL１：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启示，我们今天在使徒行

传的继续里，为着基督身体的扩增与建造所必须作的

工作；这节圣经揭示我们神圣托付包罗万有的内容。 

OL2：“叫他们的眼睛得开”：我们需要不断地祷告，求

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好多而又多地明白并看

见基督、基督的身体以及那为着神圣经纶的神圣分赐。 

徒26:18：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

黑暗转入光中，从撒但权下转向神，又因信入我，得蒙赦

罪，并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 

  我们要作的头一件事就是帮助人看见。为了要这

样作，我们自己必须有异象，并且看见属天的事。我们

必须看见关于基督的事，不是借着受教导，乃是借着基

督向我们显现。你看见了异象之后，就需要去接触人，

告诉他们耶稣向你显现，你已看见了祂。不要传那种低

浅、传统的福音。许多接受那种贫穷福音的人，仍然瞎

眼，并且在黑暗里。不要教导人宗教—要叫他们的眼睛

得开，使他们能从黑暗和撒但转入光与神自己。借着这

样的转，他们就要从黑暗的邪恶权势，即撒但的权下得

着释放，归向神。结果，他们要得蒙赦罪，在圣别的人

中得基业。所有得救和蒙赦免的人都是圣徒，而所有的

圣徒都有一分基业。 

  按照歌罗西书，圣徒的分就是基督自己。基督已经

分配给我们，我们都在祂里面同得一分。……我们的分

—基督—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从撒但转向神的

人不是个别有一分，乃是同众圣徒团体并集体地有分。

这意思是，他们在召会生活的人中共同得分。 

  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陈明全备的福音。……在这

一节中有七个点： 

i. 叫人的眼睛得开 
ii. 使他们从黑暗转入光中 

iii. 使他们从撒但权下转向神 

iv. 帮助他们的罪得赦免 

v. 帮助他们因信圣别 

vi. 使他们能在众圣徒中有共同的分 

vii. 活在召会生活中 

应用：青职・大学院生、婚姻生活篇 

弗1:17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你们

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的认识祂；18 光照你们

的心眼，使你们知道祂的呼召有何等盼望； 

3:9 并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

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 

保罗的完全福音之福分的头一项就是，“使眼睛

得开“。主开你的心眼，使你看见神的计划、神得经

纶是什么。神的经纶历世历代被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

里。但是现在正在被新约的信徒开启。哈利路亚！感

谢、赞美主。 

林前2：9 只是如经上所记：“神为爱祂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你不可以停留在从自己过去的经验而来的观念。

神经纶中的神对你的祝福和盼望是奇妙超越的。因此，

如果停留在自己的观念里，就无法理解神的祝福，将

神的经纶看作一般的祝福，叫圣灵忧伤。 

神永远的祝福不是物质的，而是属灵的，是经过

过程之三一神自己。因为你现在是活在物质的范畴里，

所以有可能会大大地评价物质范畴的事，而轻视属灵

的祝福。但是，在下一个世代千年国出现的时候，没

有人会将物质范畴的祝福看的比属灵范畴的祝福大。 

现在神对你有一个挑战。就是在一切显明之前的

当今世代，知道“祂在圣徒中之基业的荣耀，有何等丰富；

（弗1：18下半）”，以基督与召会为至宝。如果你的眼睛

被打开，看见了神自己和神的经纶，你就会将基督与召会

摆在第一位。当然神会顾到你物质范畴的需要。 

  还有因为你以基督与召会为至宝，所以你需要在人前

表明主耶稣之名，见证基督与召会。你决不可认为“因为

我在心里相信主，所以不在人前说信主也可以”。圣经没

有那样说。 

太10:29 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铜钱么？没有你们父

的许可，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 

30 就是连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31 所以不要

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32 凡在人面前，在我里

面承认我的，我在我诸天之上的父面前，也必在他里

面承认他；33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诸天之上

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人前见证主的人，是眼睛没有被打开，不以基督

与召会为至宝的人。 

祷告：“哦主耶稣，求主在当今世代开我的眼睛。使我

能知道我所拥有的三一神自己之祝福是何其浩大卓

越的。那是为着使我成为不害怕在人前作见证的人。

愿我可以成为一个在你的国出现之前（股票上涨不能

购买之前），将一生投资到基督与召会股上的聪明人。

阿们！” 

  



Crucial Point ②：认自己的罪， 
并操练拥有无愧的良心 

OL1：我们需要到主面前去，得着主彻底赦免我们一切的
罪。 
诗51:1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恩待我，按你丰盛的怜
恤涂抹我的过犯。2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涤净尽，并洁
净我的罪。7 求你用牛膝草洁除我的罪，我就洁净；
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使徒24:16 我因此操练自己，对神对人常存无亏的1
良心。 

我们和大卫一样，需要停留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生
在罪中，并恳求祂洗涤我们，洁净我们，涂抹我们的过
犯，并洁除我们的罪。这样祷告，指明我们不信靠自己。
我们既领悟自己是罪恶的，神是圣别的，就单单信靠祂。
我们也领悟，我们需要基督作我们的中保和我们的祭物。 

在诗篇五十一篇七节上半大卫祷告：“求你用牛
膝草洁除我的罪，我就洁净。”牛膝草预表在谦卑和卑
微人性里的基督。在诗篇五十一篇七节上半，牛膝草
含示基督是中保和祭物。 

在十节大卫祷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里的“清洁”原文也可
译为“纯净”。大卫乞求神不仅赦免他，洁净他，也更
新他。……我们因犯罪而老旧，但我们蒙神赦免以后，
可得更新。因此，我们享受神的赦免以后，需要求祂
更新。 
 十一节大卫继续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

面；不要从我取去你圣别的灵。”我们需要新心和正直
的灵，我们也需要神的面。……神的面，实际上就是
那灵。那灵离开，神的面也就消失。 

在八节上半大卫祷告：“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
声音”，在十二节他祈求：“求你使我复得你救恩之乐，
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这里我们看见欢喜和乐意的灵
的关联。我们喜乐的时候，就有乐意的灵，这是得胜的
生命。反之，失败的人不喜乐，也没有乐意的灵。倘若
这样一个失败的人承认他的罪，并求神赦免，他必得神
救恩之乐，也必有乐意的灵。借着神救恩之乐，我们里
面就得以维持乐意的灵。 

我们若是悔改、认罪并求神洁净的人，就得以在
神的家（地方召会）和神的城（宇宙召会）中，在基
督里享受神。 

应用：新人、高中生・大学生篇 
约一1:7 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
有交通，祂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8 但
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祂
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9 我们若认自己
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大卫停留在神的面前，彻底地告白了被光照、暴
露的罪。你信主以前的罪被赦免了，但是信主之后犯
的罪就需要被主光照，然后需要一个一个认被光照的
罪。在这里重要的是，在与主交通的过程中，一一坦
白被光照的罪。堕落的人有试图隐瞒罪的强烈倾向。
但是，作为信徒的你不能隐藏罪，必须在主前认罪。
因为这与以前堕落的人的习惯不同，所以你必须按照
神的话操练自己，首先要迫使自己实行认罪的坦白。 
诗32:5 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遮瞒我的罪孽。我说，
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孽。 
箴言28:13 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
过的，必蒙怜悯。 

另外，在认自己的罪时，你不能通过申诉别人的
罪来辩解。圣经说你要认自己的罪，并没有说要认别
人的罪。诉说别人的罪，是掩盖自己的罪。 

你认自己罪的目的不是为了侮辱你。那是为了使
你被祝福，并且在与主的生命的交通中成长。 

说到物质的身体健康时，你吃了早饭后，开始一
天的活动，吃了午饭后继续活动，在这之后吃晚饭，
在睡觉前洗澡。如果不洗澡保持身体清洁，就会烦恼
各种各样的小病，例如脚癣、皮炎、恶臭等。日常生
活中每天都要做的重要事情就是要吃、活动（学习或
者工作）、清洁身体保持干净、休息。其中清洁身体，
在属灵生活中就是认罪，取用耶稣的宝血，清洁良心。
因此，认罪不是偶尔实行，乃是每天都要实行。并且，
就像白天经常洗手一样，每次被光照了就应该认自己
的罪。 
医生在教导清洁身体时，不仅要粗略清洗身体，脚

趾之间、耳朵后侧等细小部分也好好好清洗。这表明
你在认罪时，不是普通地认罪，而是需要具体地认每
一个罪。 
祷告：“哦--主耶稣，我像每天都要洗澡一样每天都要
认每一个被光照的罪，需要用耶稣的宝血得着洁净。
主啊，来到你的面前悔改，不说别人的罪，而是认自
己的罪。主啊，借着每天的认罪，请帮助我每天都得
成长。” 

诗歌：228 (E280) 

1.  求主宝血洁净我， 

洗尽所有罪过， 

將你圣洁的膏油， 

重新为我涂抹。 

我认自己的生活， 

真是失败、软弱， 

我望充满你的灵， 

完全为你而活。 

哦，求主救我脱离 

这个可怜的自己！ 

求主使我从今后， 

完全充满了你。 
 



第一系列：高品福音 

第四题：聖经（上） 

提后 3：16 圣经都是神的呼出，对于教训、督责、
改正、在义上的教导，都是有益的。 

圣经远超世上一切的书。它是一本独一的书。
美国前总统林肯曾说，‘圣经是神赐给人类最好的
礼物。救世主一切的美善，皆由此书传给我们。’
它是世上最广泛为人阅读的书，已译成盈千语言，
超过世间群籍。每遇患难、彷徨，人就纷纷转向圣
经，寻求安慰、盼望和指引。。 

‘圣经’（Bible）一辞是字来自希腊文 biblos，
意思是‘那书’（the book）。这指明圣经是世上书
中‘那’独一的书。 

圣经圣经无论是在西洋或是东洋，圣经是一切经
典中最高的。 

圣经在记录上是最高的 
第一，圣经在其记录的真实性上，无书能望其

项背。许多宗教的经典，充满了神话传奇。但在圣
经中，人能看到无数真实之人、事、地的引述。考
古学及世俗史籍的记载，证实圣经各卷中的记载是
精确的。 
圣经说到一位全能、永远的创造主，祂从虚无中

创造出宇宙，包括天、地、及一切受造之物。创世
记所记载的创造，虽然本身不是科学的记述，却与
科学证据完全吻合。 

圣经在智慧和深奥上是最高的 
第二，关于人与神、人与人之关系，以及人的

思想、意念、行为、和日常生活方面，圣经具有超
绝的智慧。在旧约时代，地上大部分的文化信奉多
神，就是多于一神的信仰。大部分所谓的神明被描
述为残忍、凶猛、有时甚至是好色者。但是，圣经
揭示一位独一的神，祂是无限的，却是有位格的，
祂如父亲和丈夫一般照顾人，且是爱、尊敬、正义
和怜悯的具体化身。 

圣经也涵括了各类的知识，如神学、人文学、
天文学、地质学、科学、哲学、社会学、政治、教
育、文化及末世学。 

圣经在伦理和道德上是最高的 
没有其他的书像圣经一样，包含了最高的伦理

道德。它形容合宜的爱是一种人性的美德，是恒久
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林前
十三 4。）它定义爱是无限的赦免，甚至赦免自己的
仇敌。（太五 44。）在神为人舍去祂独生子的行动上，
圣经更具体说明了何谓爱。（约三 16。）基督徒是一
班在爱里行事为人的人，（弗五 2，）召会是一个在爱
中建造起来的团体。 
 
 
 

圣经在影响上是最高的 
历史上有许多名人，都因读圣经受感而相信基督。

法国皇帝拿破仑兵败，被放逐到圣赫勒那岛（St. 
Helena）时，承认他和其他伟大领袖皆用武力建国，唯
耶稣基督以爱立国。他也承认，虽然他能号召群众为
其理想赴汤蹈火，但须与人当面传输，才得办到。然
而，十八个世纪以来，无数的男女信徒，未曾见过祂，
却满怀喜乐，甘心乐意为耶稣基督牺牲宝贵性命。他
们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基督，为祂殉道，因为他们看
见圣经中启示的基督。 

詩歌 579读经─神话语的功用(英 799) 

1. 全部的圣经都是神呼出，由神的圣灵用字来撰述； 

再藉众神人将撰述记录，带着神丰富，给人来吸入。 

2. 这是神呼出，作人的亮光，用神圣光线将人来照亮； 

照在黑暗中，使人能看明自己的需要、并真实光景。 

3. 这是神呼出，作人的生命，使人能得着神圣的性情； 

点活死的人，且将人重生，更新人心思、变化魂生命。 
这是神呼出，这是神呼出，作人的生命，使人
能得着神圣的性情；点活死的人，且将人重
生，更新人心思、变化魂生作人的生命，使人
能得着神圣的性情；点活死的人，且将人重
生，更新人心思、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