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23-10/29
以西结书生命结晶（二）#10（1）
生命的流带着生命的供应，出于并为着神宏伟的殿（鸟瞰､ 诗歌 614）
Overview： 在主耶稣再来之前，要完全恢复正常的召会生活。为了有分于神终极的 Ⅱ．我们享受基督作生命的流，赐生命的灵，乃是为使我们成为撒种者、栽种者、
行动，我们应该在召会生活中被主量度，经历那出于神殿之生命的流。进一步，我们 浇灌者、生育者、喂养者和建造者，有供应生命的职事，为着神奇妙的生机建
应该享受基督作生命的流、赐生命的灵，成为供应别人生命的人。这是为了建造神宏 造，就是神宏伟的殿：
伟的殿。我们能有分于建造神宏伟的殿是多么美好的事！
Ａ．新约够资格的执事乃是供应生命给人，为要帮助人在生命里长大。
Ｂ．生命的执事乃是撒属灵种子的撒种者：
Ⅰ．我们要有分于神终极的行动，就需要经历那出于神殿之生命的流：
1．在林前九章十一节保罗对哥林多人说，
“我们…把属灵之物撒给你们”
；
“属
Ａ．神终极的行动乃是祂在人里面的行动，用祂生命、性情、元素和素质一切的所是将人
灵之物”指属灵的种子。
浸透，借此使人成为神，而使神得着荣耀，得着彰显。
2．种子是生命的容器，撒属灵的种子就是在我们灵里，同着并出于我们的灵而
Ｂ．水从门槛下流出：
分赐生命。
1．要使水流出，必须有门槛，就是出口。
3．主耶稣来作撒种者，将祂自己作为生命的种子撒在人类里面。
2．我们若与主亲近并多接触祂，就有一个出口，让活水从召会流出来。
4．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作为新约的执事，需要作撒种者分赐生命，好在人里面
Ｃ．河往东流：
生长并产生基督。
1．神的河是往神荣耀的方向流。
Ｃ．生命的执事乃是栽种者，将基督栽种到神的子民里面：
2．倘若召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寻求并顾到神的荣耀，活水就会从召会流出来。
1．在基督里得了重生，有神生命的信徒，乃是神新造里的耕地、农场。
Ｄ．水由殿的右边流出：
2．我们要将基督栽种到别人里面，就需要在我们灵里真实地经历基督作生命。
1．在圣经里，右边是至高的地位、首位。
Ｄ．生命的执事乃是用基督浇灌人的浇灌者：
2．生命的流该在我们里面居首位，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成为管治的因素。
1．一旦我们将基督栽种到别人里面，我们就需要用生命水浇灌他们。
Ｅ．水流是在祭坛的旁边，说出我们需要十字架的对付与完全的奉献，以享受生命
2．我们可将神农场上的浇灌者比喻为有贮水槽的灌溉系统，用水供应农场；我
的流。
」
们该是神圣的“灌溉系统”，有活水贮存在我们里面，可以浇灌作神农场的召
Ｆ．为着生命之流的增加，我们需要为主这铜人所量度：
会。
1．量度就是察验、试验、审判并据有。
3．我们需要对基督作生命水有真实的经历，并与祂有活的接触，如此我们就能
2．量了四次一千肘（一千是完整的单位—参诗八四 10），指明我们这些受造之物
作活水的管道，就是神圣的灌溉系统，能用生命水供应别人」
需要被主彻底地量度，使祂能占有并完全据有我们全人。
Ｅ．生命的执事乃是生育者，就是将生命分赐到自己所生之儿女里面的父亲：
3．我们越让主察验、试验并审判以据有我们，水流就越深；水流的深度在于我们
1．生育就是产生属灵的儿女，借着生命的分赐将他们生出来。
被主量度有多少。
2．我们需要有神圣的“生命胚芽”
，为要将神圣的生命分赐到别人里面，将他
4．我们越为主所量度，就越受生命之恩的涌流所约束并限制，至终消失在涌流的
们生为神的儿女。
三一神这可洑的河里，被这河带往前；就一面说，我们失去一切的自由，但就另
Ｆ．生命的执事乃是喂养者；喂养是生命的事，不同于教导，教导是知识的事：
一面说，我们是真正地自由了。
」
1．给人奶喝或食物吃，就是喂养人。
Ｇ．河使百物得活：
2．使徒供应给哥林多信徒的，似乎是知识，其实是奶（还不是干粮），这必定
1．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且满了生命。
滋养了他们。
2．河流产生树木、鱼和牲畜。
」
3．使徒健全的教训，将健康的教训当作生命的供应供给人，滋养他们，或医治
Ｈ．河滋润旷野，并医治死海：
他们。
1．河滋润干焦之地并医治死水。
Ｇ．生命的执事乃是建造者，用金、银、宝石建造：
2．这滋润和医治的目的是为着产生生命。
1．金表征父神圣的性情，银表征基督救赎的工作，宝石表征那灵变化的工作；
Ｉ．河无法医治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
这与表征人性情的木、表征肉体里之人的草、与表征无生命之光景的禾秸相
1．泥泞之地或洼湿之处是中立地带，半路凉亭，妥协和不冷不热之处。
对。
2．为着生命的流并为着召会生活，我们必须绝对。
2．雅歌描绘在正确的召会生活中，得成全的圣徒与变化的灵配搭，成全爱基督
3．“你若在主的恢复中，就要绝对在主的恢复中，不要在半路凉亭。…主耶稣渴望
的寻求者，将三一神供应给他们，使他们因三一神的属性作到他们里面成为他
并要求绝对。…因着绝对，我们就会在流中，这流不是涓涓细流，乃是可洑的
们的美德而得变化。
河。这样，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
”
」
3．这是为着建造召会作基督生机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以完成神永远
的经纶。

第一天：结 47:1 祂带我回到殿门，见水从殿的门槛下流出，往东流去（原来殿面
朝东）；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南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
诗 46:4 有一道河，这河的支流，使神的城快乐；这城就是至高者支搭帐幕的圣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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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7:18 那从自己说的，是寻求自己的荣耀；惟有那寻求差祂来者之荣耀的，这人
才是真的，在祂里面没有不义。
林前 10:31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或作什么事，一切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第二天：结 47:3 那人……量了一千肘，使我淌过水，水到踝子骨。4 祂又量了一
千肘，使我淌过水，水就到膝。祂再量了一千肘，使我淌过水，水便到腰。5 祂又
量了一千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淌过。
诗 84:10 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我宁愿站在我神殿的门槛，也不
愿住在恶人的帐棚里。
约一 1:5 神就是光，在祂里面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祂所听见，现在又报给你们的
信息。
第三天：结 47:8 ……这水往东方一带流出，下到亚拉巴，直到海；……9 这河所
到之处，凡滋生有生命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这水到了那里，就有极多的鱼。……
10 必有渔夫站在海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革莲，都作晒网之处。
第四天：结 47:11 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留为盐地。12 在河这边
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
必结新果子，因为供应树木的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
为治病。
启 3:15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16 你既如温水，
也不热也不冷，我就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第五天：林后 3:6 祂使我们够资格作新约的执事，这些执事不是属于字句，乃是属
于灵，因为那字句杀死人，那灵却叫人活。
林前3:6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7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
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9 因为我们是神的同工，你们是神的耕地，神的建筑。
约 4:14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入
永远的生命。
第六天：林前4:15 ……我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生了你们。3:2 我给你们奶喝，没有给你们干
粮，因为那时你们不能吃……。
10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典，好像一个智慧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
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
提后1:13 你从我听的那健康话语的规范，要用基督耶稣里的信和爱持守着。

《預言ノート》

经历①：被主量度，涌流出生命河水
在以西结四十七章，对我们而言，主要的点乃是我们都需要被量度。
我们不需要挣扎、奋斗或运用自己的努力作什么。唯一的需要是我们必须
愿意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量度。我们需要告诉主：“主，我愿意被量
度。”这样水流至终会成为河。地方召会里的圣徒若愿意一而再，再而三
地被量度，量了四次，达到百分之百时，就会有河滋润干焦的旷野，医治
死海，生长树木，产生鱼，并产生牛犊和山羊羔。我们所需要的，乃是为
着主的行动被量度。我们需要被主试验、察验、接管并据有。
在职青年篇
你借着被主察验、试验、审判，越是被主所据有，水流就越深。水流
的深度在于你被主量度多少。
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有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对神不是绝对的。
另一个是你的人性没有取得平衡。因此，被主量度的时候，这些问题就会
被量度。
19 世纪时主兴起一班弟兄们，恢复召会生活、释放圣经的神圣真理。
他们之所以能够恢复召会生活和真理，是因为他们绝对地服从主的话。另
一方面，若是考察召会堕落的历史，就会发现堕落的原因是因为有巴比伦
的原则。巴比伦的原则就是伪善、混乱、混合等，这些是不彻底、不绝对
的事物。例如在巴比伦，神和偶像是混在一起的。就算有神，但同时那里
也有偶像崇拜的存在。这样的混合对神不是绝对的，所以是神所憎恶的。
你必须要从召会的堕落和恢复中学习 Key Success Factors (关键的成功
因素)与 Key Failure Factors (关键的失败因素)。
巴比伦的原则还有伪善。你来到主前的时候，不可以装作很属灵、说
谎、陷入伪善里。与主交通时，或是在聚会中，主会量度你，指出你不彻
底、不绝对的地方。你不可以像是你没有被指谪一样。所有堕落的人都是对
主不绝对的。但是赞美主。主作为人在地上的 33 年半，对父神都是绝对
的。最终服从父的旨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只有主的人性是对神绝对的，是
为着满足神的燔祭。因为在堕落的人里面有巴比伦的原则，所以人容易装作
属灵。你要呼求主名，取用主的恩典，单纯并清心地接受主的光照和暴露。
不可以认为因为很难看而装作属灵的样子。在神经纶里的神圣原则是死与复
活。若是没有死，没有被量度、审判，就没有复活、河的水流。所以就算样
子不好看也没关系。
主量度你时，也会暴露你不平衡的人性。例如你是个很有精神的人，
对任何事都反应很快。反应快一方面是优点，但是你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
立刻对许多事情作出反应，不小心说出不恰当的发言。这样没有深思熟虑
的发言，在许多场合会破坏人际关系。这里的重点是，因为人性的平衡不
好，没有发挥优点反而引发了问题。
诗歌 458 第 3 节
主，我惭愧，因我感觉总是保留自己，
主，你能否照你喜乐，没有顾忌去行，
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

虽我也曾受你雕削，我却感觉受强逼！
不顾我的感觉如何，只是要求你欢欣？
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

经历②：新约的执事乃是供应生命给人
新约的执事所作的第一件事，不是传道理的教训，乃是撒属灵的种
子。种子是生命的容器，撒种就是分赐生命。因此，撒属灵之物是生命的
事。按照马太十三章，主耶稣来作撒种者，将祂自己作为生命的种子撒在
人类里面。……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作为新约的执事，需要作撒种者，将
生命分赐到别人里面。
作撒种者比作教师难多了。要作教师，人只需要上圣经学校，在那里
他可能被训练成为优秀的讲员，不但学习圣经道理和比喻，也学习如何运
用声音，说故事，讲得动听，并且使用手势。然而，要作撒种者，人必须
有那能在别人里面生长并产生基督的生命种子。这样的属灵种子不是仅仅
道理或字句，乃是在我们灵里生命的东西。这样的种子是属灵之物，乃是
在我们灵里，同着并出于我们的灵。
中高中生篇
新约的执事，乃是供应生命给人，为要帮助他们在生命里长大。生命的执事
乃是撒属灵的种子的撒种者。
你要在中高中生的时候开始学习供应生命给其他人。关于向其他的人供应生
命，请学习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向更年幼的人供应，另一件事就是理解召会
生活的相互性，向服事你的服事者也要供应。
在召会生活里有小学生的孩子们。他们中很多因为年幼，还没有受浸。可是
他们在成为初中生之前，小学 5，6 年级的时候就应该受浸。因为你经历过小学
生的时代，能够同情他们容易陷入的失败和软弱，也可以帮助他们怎样向主祷
告，怎样摸着主的爱。不要觉得因为自己年幼弱小就不能向别人供应生命。你
说也许是软弱的,但是他们更软弱。刚得救的中高中生弟兄姊妹，不能来聚会的
弟兄姊妹，福音朋友，刚刚搬迁来的人等原则也一样。关心他们，为他们祷
告，供应主的话。
进一步，在召会生活中，因为主想要恢复相互性，你也应该为召会的服事者
祷告。请读以下圣经。
来 10:24 且当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25 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
好像有些人习惯了一样，倒要彼此劝勉；既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这里，采用“彼此相顾”
，
“激发爱心”
，
“勉励行善”这几个表现，表示召
会生活的相互性的重要性。因此，中高中生的你，也请为青年区的服事者，大
学生的弟兄姊妹，自己的父母，召会的负责人，在特别聚会等尽话语的职事的
同工祷告。
李常受弟兄的见证：从 1986 年 8 月开始 2 年，李弟兄从美国安纳翰转到台北实
行了 FTTT（台北全时间训练）
。有次，李弟兄身体状况不好，那一周，无法在训
练中说话。将这事告知台北召会圣徒们，请求代祷。听到这事的一位高中生的
姊妹，给李弟兄写了封信。内容是，
“我听说弟兄生病了，非常担心。弟兄的健
康状态稍微恢复了些吗？”
。李弟兄因为读了这封信非常受鼓励，让余洁麟弟兄
念给全时间训练的学员们听。余洁麟弟兄说：
“我们需要为李弟兄祷告。这个年
幼的姊妹是很好的榜样。李弟兄从这个姊妹得到了供应，得着新鲜。”

614 召会―その建造
1. めぐみの主よ, 霊の交流！
せつにわれは もとめる！
てつのかべを 押したおして,
主とまじわり, 霊ながす！
2. めぐみの主よ, 霊の交流！
いま霊の交流, 懇願する！
他人, 見下げず, 自己閉ざさず,
主とまじわり, 霊ながす！
3. めぐみの主よ, 霊の交流！
われはいのり もとめる！
もはやからに 閉じこもらず,
ながれ止めず, 霊ながす！
4. めぐみの主よ, 霊の交流！
たずねもとむ, 霊の交流！
もはや自己を かい良せずに,
日ごと, 日ごと, 霊ながす！
5. めぐみの主よ, 霊の交流！
めぐみの主よ, 要求する！
自己をたおし, へりくだらせ,
いのちながし, 霊ながす！
6. わが霊を主よ, ながせや！
めぐみの主よ, われ, ねがう！
建ぞうされて, 主とまじわり,
ひとと調和し, 霊ながす！
614 召会─建造
1. 灵能交流，恩主，灵能交流！
我今切求，恩主，灵能交流！
甚愿一反已往，推倒铁壁铜墙，
灵能交流通畅，灵能交流！
2. 灵能交流，恩主，灵能交流！
我今恳求，恩主，灵能交流！
不再自满自负，不再作茧自缚，
灵能交流无阻，灵能交流！
3. 灵能交流，恩主，灵能交流！
我今祈求，恩主，灵能交流！
不再不凡自命，不再自觉聪明，
灵能交流不停，灵能交流！

4. 灵能交流，恩主，灵能交流！
我今寻求，恩主，灵能交流！
不再自藏自隐，不再独善己身，
灵能交流日深，灵能交流！
5. 灵能交流，恩主，灵能交流！
我今要求，恩主，灵能交流！
打倒自持架格，走下作人宝座，
流出活水江河，灵能交流！
6. 灵能交流，恩主，灵能交流！
允我所求，恩主，灵能交流！
切愿能被建造，不但与你相交，
且能与人相调，灵能交流！
846. The Church - Her Building
1. Oh, may my spirit flow,
Oh, may it flow!
Now I beseech Thee,
Lord, Oh, may it flow!
My past I would forsake,
The iron walls would break,
My spirit free would make;
Oh, may it flow!
2. Oh, may my spirit flow,
Oh, may it flow!
Now I implore Thee,
Lord,Oh, may it flow!
No more self-satisfied,
No more in self-bound pride,
No more my spirit tied;
Oh, may it flow!
3. Oh, may my spirit flow,
Oh, may it flow!
For this I plead with Thee,
Oh, may it flow!
High-minded not to be,
Pride shall not prison me,
I'd flow unceasingly,
In spirit flow.

4. Oh, may my spirit flow,
Oh, may it flow!
For this I seek Thee, Lord,
Oh, may it flow!
No more to isolate,
Nor self to perfect make,
My spirit nought abate,
Deeply to flow.
5. Oh, may my spirit flow,
Oh, may it flow!
I ask Thee, gracious Lord,
Oh, may it flow!
My trust in self o'erthrow,
Down from self's throne I'll go,
That living water flow
In spirit, Lord.
6. Oh, may my spirit flow,
Oh, may it flow!
Answer my prayer, dear Lord,
Oh, may it flow!
Not just commune with Thee,
I long to builded be,
Mingle with others free
In spirit, L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