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Ⅰ．身爲在基督裏的信徒和神的兒女，我們不只擁有並能經歷永遠的生命，還能將這生命供應給基督身體上其他的肢體。 

約翰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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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供應生命就是分賜生命；我們有生命的富餘時，才能將這富餘供應給人。 

Ⅲ．建造神家

的事奉乃是

供應生命的

事奉—將神聖

生命供應給

人的事奉： 

哥林多後書

4：12 這樣，

死是在我們

身上發動，生

命卻在你們

身上發動。 

Ａ．召會的事

奉乃是供應

生命，因爲

這事奉乃是

生命的事奉： 

１．如果我們只作了一些事務，或者只管理了一些事情，卻沒有將神的生命供應出去，我們的事奉就是失

敗、虛空的。 

２．無論我們作甚麼，我們都應該清楚，這是我們的憑藉，爲將生命供應給別人。 

３．如果召會光是作事，不能供應生命，就失去了召會的性質，和社會沒有甚麼兩樣。 

４．我們必須事奉到一個地步，叫人得着生命的供應；我們要對這點有極深刻的感覺，在一切事上仰望主，

願意我們的事奉能作祂生命的出口。 

約翰 10:10 賊來了，無非是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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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我們供應給人的生命乃是在那靈裏，那靈

與我們的靈調和，而神的生命就放在、住在、

長在調和的靈裏：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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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靈若是不能釋放出去，神聖的生命就無法出去。 

Ｃ．我們需要

看見生命與

品德有別： 

１．基督徒說到良善，但那是指好品德、好行爲、好舉止，不是指神的話裏所說的神聖生命。 

２．爲着不攔阻人接受神聖的生命，我們必須

要有好行爲、好品德；然而，好行爲、好品德不

一定是神的生命從我們身上彰顯出來： 

ａ．我們在事奉上也許無可指責、受人稱讚，但所彰顯的不

過是品格、完全和屬人的美德，這些並不是神的生命。 

ｂ．人若摸到我們，而不是摸到我們裏面的基督，他們就是

在摸死亡而非生命。 

Ⅳ．作爲事奉神的人，我們

需要深深銘記，我們必須能

供應生命： 

約翰一書 5:11 這見證就是

神賜給我們永遠的生命，這

生命也是在祂兒子裡面。 

12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

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

有生命。 

Ａ．出於神的

事奉，是必

須能供應生

命 給 別 人

的： 

１．神所要我們有的事奉，不重在作工，乃重在供應

生命： 

約翰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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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聖徒的事奉，召會的事奉，其中心
和焦點不是在成功一種事業或一項
工作，乃是在供應生命。 
ｂ．神要我們事奉，不是重在作出工
作或事業來，乃是重在供應生命。 

２．測量的惟一標準，就是召會把神的生命供應出去有多少，經過召會的服事，神生命的成

分進入人裏面有多少。 

Ｂ．結果子就是供應生命，就是把葡萄樹的生命供應出去。 

建造召會的事奉＃8  2016.12.19-25 供應生命的事奉 

神に仕え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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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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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事奉中，祂的一切變作我們的一切。 
Ｄ．願神憐憫我們，叫我們所有的事奉和工作，都是出於祂的，都是因着和祂有交通而有的，也都是能將祂
和祂的生命流露出去，供應出去的。 
詩 36:9 因為在你那裏，有生命的源頭；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 
Ｅ．我們永遠要記得，召會的事奉乃是在於將神流露出去，將神的生命供應出去。 

Ⅴ．事奉該是
生命的流露： 

Ａ．生命就是神的內容和神的流出；神的內容是神的所是，神的流出是祂自己作生命分賜給我們。 

Ｂ．生命要從靈裏出來，我
們外面的人就得受對付、被
破碎： 

１．我們外面的人若不被破碎，就無法有神聖生命純淨的流露。 
２．我們若要讓神聖生命從我們裏面流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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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生命就能從我們流出。 

Ｃ．要有生命的流出，我們就需要在基督釋放生命的死
裏與祂同在，就是與被擊打的磐石所豫表之被擊打的基
督聯合爲一： 
約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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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當我們與被擊打的基督聯合，就是與祂這位被擊打的基督是
一，神聖的生命就要作爲活水從我們流出來。 
２．我們的屬人生命，我們的天然生命，必須受擊打，好使活水能
從我們裏面流出來。 
３．我們只要與被擊打的基督是一，與祂聯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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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Ⅵ．我們要供應生命給人，
就需要提防死亡對召會的攻
擊： 
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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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從伊甸園起，神與撒但之間的衝突就一直在生命與死亡這件事上。 
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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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對召會的攻擊將由死亡，就是由陰間的門而來。 
馬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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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撒但最懼怕召會的，就是召會抵擋他死亡的權勢。 
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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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我們需要經歷並享受我們裏面永遠的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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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神要召會彰顯出基督的生命來，所以召會裏必須滿了生命，我們在召會中的事奉必須供應生命。 



經歷: 

①無論那一種事奉，是傳福音也好，講道也好，管理也好，看望也好；

不論在人看是屬靈的一面，還是事務的一面，都應該是一個憑藉，

來供應我們所領受的生命。傳福音該是供應生命，盡話語職事該是

供應生命，看望人該是供應生命，值班該是供應生命，甚至掃地、擦

窗這類平常的事，也都應該是供應生命的憑藉。從外表看，召會的

事奉分作許多項目，但從屬靈一面看，都只有一個目的，就是供應

生命。這些原則和重點，相信聖徒們都已經聽過並知道；但…我還

要提起，盼望大家能鄭重的看待這事。…〔在召會的事奉中，〕無論

你作甚麼，你裏面都應該清楚，都應該抓牢，這是你的憑藉，爲將生

命供應給別人。關於這點，作長老、作執事的要牢牢抓住。 

在職篇：召會生活中，無論哪一種事奉，是屬靈的事奉也好，事務的

事奉也好，都必須供應生命。像傳福音這樣的屬靈事奉必須供應生

命，不可認為像打掃這種事奉就不需要供應生命。有這觀點，就能

明白在職生活中的各種業務也是同樣的原則。聚會時不只要操練靈、

將心思置於靈，職場的業務也是一樣的。在執行業務時，要享受基

督、經歷基督作智慧、業務上的動力、大大彰顯基督。這樣，你就會

在主的生命中成長，在職場上也蒙祝福。 

②林後四章十二節說，『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命卻在你們身上

發動。』那個死就是殺死，就是我們的被破碎。我們這個人被破碎越

多，神的生命從我們身上出去的就越多。 

人破碎了，才能供應生命，相信這道理大家都很明白，但現在需

要眾人擺在實行裏。生命是在聖靈中，住在我們的靈裏，但人在靈

之外，還有魂，還有身體；魂和身體都是靈的遮蔽。所以生命要從靈

裏出來，人的魂和身體都得受對付，被破碎。然而在我們這些人身

上，身體的難處不是太大，最大的還是魂裏的難處。魂裏的東西就

是人的思想、人的情感、人的意志。這三者都是非常難破碎、難對付

的。魂總歸是包圍着靈，遮蔽着靈；靈要從人裏面出來，人的魂總得

破碎，總得被對付。若不然，人裏面的那個生命，無法從靈裏流露出

來。 

結婚生活篇：結婚生活中，為了持守一心、彼此相愛、互相扶持，神

的生命必須要在結婚生活中被享受、湧流出來。神的生命在你的靈

裡，為了要湧流出生命，必須要破碎包圍靈的魂。你的魂(心思、情

感、意志)必須要經歷十字架被破碎。事實上，結婚生活和在職生活

幫助你被破碎、湧流裡面的生命到外面來。神的安排下，夫妻為了

互相幫助，彼此有差異。一樣的話，就算沒有衝突也不能夠彼此幫

助。但是，如果不想受基督，你就會認為這個「幫手」是「扯後腿的

人」。你要呼求主名，與主一同忍耐，對神的安排有充分的認識，經

歷十字架，對付認為配偶是「絆腳石」的這個想法。 

  還有，因為夫妻而彼此的距離很近，關係容易變得鬆散、任性。你

要注意不要變成「大男人」、「大女人」主義。神對你的心願是透過十

字架湧流出生命，建造基督的身體。這在結婚生活中也是一樣的。

夫妻為了向著執行神經綸的這目標同心合意前進，你一定要經歷十

字架、對付魂。這樣，你的結婚生活就會看見大大的祝福。阿們！ 

③我們在召會生活裏並不是單獨的生活。因爲召會是基督的身體，

所以我們乃是和身體上同作肢體的一同生活。旣然我們在身體裏，

我們就是肢體，和其他同作肢體的在一起。永遠的生命不僅顧到我

們自己的需要，也顧到我們周圍同作肢體者的需要。永遠的生命勝

過我們裏面的死，也勝過我們弟兄裏面的死，特別勝過那些輭弱或

有難處之人裏面的死。我們有永遠生命的人，能將這生命傳給人。

這就是說，我們能成爲永遠的生命所藉以供應給人的管道。我們能 

成爲管道，讓永遠的生命從我們裏面流出，並流到別人裏面。 

學校生活篇：為了要使學校生活蒙祝福，你要將召會生活當作秘訣。

關於人際關係的問題、課業的問題、將來的職業和婚姻的問題等等，

要向已經歷過這些問題的在職青年的弟兄姊妹敞開心並交通。基督

身體的生活是最棒的社會生活，其中有神的生命湧流。這神的生命

能夠勝過你裡面的死。哈利路亞！



218その霊の豊満―充満 
1. 血しおのきよめで よろこびあふれ， 

いのちを受けしは， かわとなるため。 
生けるみずながし， その霊を満たし， 
かわきをうるおす うつわとなせや。 

2. あまくゆたかなる たえなるすくい; 
満ちたるこころで 日々主あかしす。 
生けるみずながし その霊を満たし， 

ひとを主へと帰す うつわとなせや。 
3. とうときうつわと われつくり上げ， 

めぐみといのちを 満たしに満たせ。 
生けるみずながし， その霊を満たし， 
ひとの飢えいやす うつわとなせや。 

4. 主よわれを占有し， なが霊を満たし， 
あふれにあふれて， とわにいたれや。 
生けるみずながし， その霊を満たし， 

わきいであふれる うつわとなせや。 
 

 
 
 
 
 
 

 
 

218圣灵的丰满─充满 
1. 我已得蒙宝血洗净，充满天上的喜乐； 

我已得着永远生命，成为活水的运河。 
（副） 
 我愿作主活水运河，充满生命的圣灵， 
 灌输生命，解人干渴，涌流活水无止境。 

2. 奇妙救恩，甜美、丰盛，满足我心如我意；我
愿天天作此见证，吸引多人来归依。 

3. 主，你使我完全成圣，作你贵重的器皿， 
充满恩典，充满生命，供应饥渴的人群。 

4. 将我倒空，将我充满，愿我全人你占有； 
活水江河洋溢、泛滥，涌流生命到永久。 
 

 
 
 

 
 
 
 
 
 
 
 

 
 

268 Fullness of the Spirit-The Filling 

1. How I praise Thee, precious Savior, 

That Thy love laid hold of me; 

Thou hast saved and cleansed and filled me, 

That I might Thy channel be. 

 (chorus)  

 Channels only, blessed Master, 

 But with all Thy wondrous grace, 

 Flowing through us, Thou canst use us 

 Every hour in every place. 

2. Just a channel, full of blessing, 

To the thirsty hearts around; 

To tell out Thy full salvation, 

All Thy loving message sound. 

3. Emptied that Thou shouldest fill me, 

A clean vessel in Thine hand; 

With no strength but as Thou givest 

Graciously with each command. 

4. Witnessing Thy grace to save me, 

Setting free from self and sin; 

Thou hast bought me to possess me, 

In Thy fulness, Lord, come in. 

5. O Lord, fill now with Thy Spirit 

Hearts that full surrender know; 

That the streams of living water 

From our inner man may fl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