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用起初的爱来爱主，享受主作生命树， 
并成为金灯台作耶稣的见证， 

为着建造那作神永远经纶之目标的新耶路撒冷 
鸟瞰8/15-21 

I在启示录二章七节，生命树是指钉十字架(由
树，就是木头所含示)并复活(由神的生命所含
示)的基督;今天祂是在召会中，这召会的完成
乃是新耶路撒冷，在其中这位钉死并复活的基
督将是生命树，滋养神所有的赎民，并作他们
的享受，直到永远: 
启2:7 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
赐给他吃。  
II在亚西亚的众召会，包括在以弗所的召会，
离弃了使徒保罗许配的职事;因此，我们看见在
大约二十六年之后，使徒约翰写信给在以弗所
的召会时，他们已经离弃了起初的爱，并失去
了对基督作生命树的真正享受: 
林后11:2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们，因为我曾
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
给基督。 
3 我只怕你们的心思或被败坏，失去那向着基
督的单纯和纯洁，就像蛇用诡诈诱骗了夏娃一
样。 
A真正的新约职事总是挑旺我们用起初的爱来爱
主耶稣，加强我们单纯地吃并享受基督这生命
树作我们生命的供应｡ 
B用起初的爱爱主，就是在凡事上让主居首位，
居第一位，受祂的爱困迫，在我们的生活中尊
祂为一切，并接受祂作一切。 
灵感: 
 
 
 
C保罗在给以弗所人之书信的结语乃是以恩典祝
福“一切在不朽坏之中，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人”;以弗所书一再用“在爱里”这一富有情意
的辞句。 
弗5:25 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
爱召会，为召会舍了自己。 
弗6:24 愿恩典与一切在不朽坏之中，爱我们主
耶稣基督的人同在。 
D以弗所书的目标是要把我们带进爱，就是神内
在的本质里，好叫我们享受是爱的神，并在这
甜美的神圣之爱里享受祂的同在，而像基督一
样地爱别人｡ 
E在以弗所的召会在爱主的事上失败了;这失败
成了历代召会失败的主因。 
可12:30 你要全心、全魂、全心思并全力，爱
主你的神。 
灵感: 
 
 
 
F在启示录二章一至七节主给以弗所召会的书信

中，有四个主要的点;这四个要点的四个英文字
都开始于字母“l”一爱(love)、生命(life)、
光(light)和灯台 (lampstand)。 
G吃生命树，就是享受基督作我们生命的供应，
该是召会生活中首要的事;基督作生命树“好作
食物”，使我们可以吃祂作我们的享受，并被
祂构成，作神的彰显: 
1召会生活的内容在于享受基督—我们越享受基
督，召会生活的内容就越丰富;但我们若要享受
基督，就必须用起初的爱来爱祂。 
2我们若离弃对主起初的爱，就要失去对基督的
享受，并且会失去耶稣的见证;结果，灯台要从
我们挪去。 
3爱主、享受主、以及成为主的见证，这三者乃
是并行的。 
灵感: 
 
 
 
III主的恢复乃是恢复用起初的爱，上好的爱，
来爱主耶稣，并恢复吃主耶稣作生命树，为着
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就是建造那作神永远经
纶之目标的新耶路撒冷: 
A我们要享受基督作生命树，就必须一直告诉祂: 
“主耶稣，我爱你;”如果我们向 着主耶稣有
火热的爱，让祂在一切事上居首位，我们就会
享受祂一切的所是。 
启2:4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
了起初的爱。  
5 所以要回想你是从那里坠落的，并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不然，我就要临到你那里；你
若不悔改，我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B信主就是接受祂作生命，爱主就是享受祂作生
命，享受我们所接受的这人位;信是神所赐我们
的，要我们用以接受基督作生命;爱是由这美妙
的信所发出来的，叫我们在作我们生命的基督
里，能活出三一神的一切丰富｡ 
C我们信主耶稣时所接受的生命乃是一个人位，
我们应用并享受这人位唯一的路，乃是用起初
的爱来爱祂;作我们生命的主耶稣既是一个人位，
我们就必须与祂有新鲜的接触，此时此刻并天
天享受祂现今的同在｡ 
林后5:14 原来基督的爱困迫我们，因我们断定：
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 
D“你当献上自己来爱主。没有别的路如此有效，
也没有别的路如此稳妥、丰富，如此满了享受。
你只要爱祂，不要在乎别的事”｡ 
灵感: 
 
 
 
E我们爱祂，祂会向我们显现，并且祂和父要到
我们这里来，同我们安排住处;因此，我们必须
像这样祷告: “主啊，给我看见你的爱，并且



 

 

用你的爱困迫我，使我爱你并向你活;”“主啊，
保守我一直爱你;”。 我们必须不断地告诉主: 
“主耶稣，我爱你。主，保守我在你的爱里!求
你以你自己吸引我!保 守我一直在你可爱和现
今的同在里。”。 
F我们越爱主，就越在与祂的交通中有祂的同在;
我们要内在地在主的恢复里，就要爱主耶稣;我
们若不爱主，我们对祂的恢复就了了。 
歌1:2 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
美。  
3 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
所以众童女都爱你。  
4 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G基于此，我们应当歌唱并祷告: “我爱我主，
非用天然之爱;我无可以给你。主，我爱你;这
爱全然属你，使我活在你里;”“人的心哪，你
爱什么?若非基督，无安息。哦，主，求你悦纳
我心，上好之爱，来爱你。”。 
灵感: 
 
 
 
 
 
 
 
 
 
 
 
 
 
 
 
 
 
 
 
 
 
 
 
 
 
 
 
 
 
 
 
 
 
 
 

 
 
 
 
 
 

神戸に在る召会 交わりと報告事項 
1. YouTube福音主日集会： 

今日の14:00-14:50の福音主日集会は、
召会全体です。現場は本山1F、2Fで行います。 

2. リジョイスガーデン掃除ブレンディング： 
15(月)各集会所8:30出発。9:10にリジョイス
ガーデンに到着するようにしてください。 
着いてからリー全集追求後、掃除を行いま
す。各自昼食持参。15:00下山です。 

3. ベンソン兄弟のために： 
ベンソン兄弟が一週間前に病気の治療のた
めにテキサス州フォートワースの病院に入院
したということを、彼の家族は、あなたがたに
知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と願っています。その時
点から、彼の状況は非常に深刻で、危機的
で、緊急なものとなっています。彼には肺と
心臓に問題があり、集中治療が必要なほど
悪化しています。 
私たちの親愛なる主が、ご自身の大いなる
喜びにしたがって、私たちのベンソン兄弟の
状況のあらゆる詳細を顧みてくださるように
祈ってください。 

4. 関西責任者・奉仕者ブレンディング集会 : 
20（土）10:00-11:00@本山１F 
Zoom ID:374 864 5537 PW:3131 

5. 召会生活のために次世代を育てる特別集会： 
※参加費2000円が必要です。 
26(金)19:30-21:00 M1 
27（土）8:30-10:00 M2 

10:30-12:00 M3 
14:00-15:30 M4 

28（主）14:00-15:30 M5  
【Zoom ID】:844 4034 0864 PW:144 

6. 聖書通読：今週は通読表の34週目です。 
 



 

 

CP1爱主享受主与成为主的见证是并行的 
IIA真正的新约职事总是挑旺我们用起初的爱来
爱主耶稣，加强我们单纯地吃并享受基 督这生
命树作我们生命的供应｡ 
林后 11:2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们，因为我
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
献给基督。 
3 我只怕你们的心思或被败坏，失去那向着基
督的单纯和纯洁，就像蛇用诡诈诱骗了夏娃一
样。 
F 在启示录二章一至七节主给以弗所召会的书信
中，有四个主要的点;这四个要点的 四个英文
字都开始于字母“l”一爱(love)、生命(life)、
光(light)和灯台 (lampstand): 
1 我们必须在各方面、在凡事上让主耶稣居首位，
以恢复起初的爱;这样，我们就会享 受祂作生
命树，而这生命会成为生命之光。 
2:a金灯台象征三一神—父是本质，化身于子;
子是具体化身，借灵彰显;灵则完满地 实化并
彰显为众召会，而众召会乃是耶稣的见证。 
ｂ在神圣的思想里，金灯台实际上乃是活的、
生长的树，有花萼和杏花;因此，灯台 描绘具
体化身在基督里的三一神，乃是一棵活的、复
活的金树—在我们里面、同着我们、借着我们、
并从我们里面生长、分枝、发苞并开花，产生
光的果子(那灵的果子);这果子在性质上是善的，
在手续上是义的，在彰显上是真实的，使神得
以彰显，成为我们日常行事为人中的实际。G1
召会生活的内容在于享受基督—我们越享受基
督，召会生活的内容就越丰富;但我们若要享受
基督，就必须用起初的爱来爱祂。 
2 我们若离弃对主起初的爱，就要失去对基督的
享受，并且会失去耶稣的见证;结果， 灯台要
从我们挪去。 
3 爱主、享受主、以及成为主的见证，这三者乃
是并行的。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新人篇 
见证1以前上班的时候，在聚会中吃喝享受主，
但聚会结束后主的同在消失了，又回到享受世
界的生活，去看电影，绘画鉴赏，购物等，这
样的情形反反复复。明明里面有“不能再这样
下去”的生命的感觉，却无视了这种感觉。但
是有一天，受主光照，发现自己缺少对主的爱，
没有把主耶稣作为第一位，把自己交给主。我
觉得为了主和召会生活有必要花更多的时间，
于是工作后及周末与弟兄姊妹一起出去传福音。
我愿以起初的爱爱主耶稣，吃喝享受作生命的
基督，为耶稣做见证。 
见证2我从最初开始过召会生活，就和弟兄姊妹
一起爱主，享受主。这对我来说是很好的生活
基础。结婚，孩子出生后，为了去聚会而不得
不出门的时候，还有福音开展的时候，访问新
人的时候，经常会犹豫要不要看孩子的情况才
出去，“如果现在把孩子叫醒出去的话，因为
睡眠不足，聚会中哭了怎么办，长时间在外面
的话真的没有问题吗？”在这样的时候，我总
是如实地祷告。当我向主祷告时，我想起了余
力弟兄的见证。余力弟兄在建本山聚会所时，
在平时没有聚会的日子里，为了监督，下班后
需要去看建筑工地，因此，不能加班。在有加
班文化的日本公司，余力弟兄在工作时间集中
精力拼命工作，到了工作要结束的时间，向主
祷告，“主啊，现在我去看本山集会所。请代
替我加班。”我为此受到鼓励，向主祷告说：
“主啊，我先享受你，顾及祢的需要，请顾及
我的孩子。”。这样在我里面就有了把主放在
第一位的感觉和力量。这样以主为第一位祷告
并实行的结果，不可思议的是我的孩子总是比
我想象的还要被顾到。感谢主。 
祷告哦，主耶稣，在各方各面和各样的事上，
都有必要让主耶稣居首位，恢复起初的爱。享
受主越多，召会生活的内容就越丰富。如果离
开对主起初的爱，就会失去对基督的享受，失
去耶稣的见证。因为爱主享受主，与成为主的
见证是并行的。 
  



 

 

CP2向着主耶稣有火热的爱，让祂在一切事上居
首位，享受祂一切的所是 

IIIA我们要享受基督作生命树，就必须一直告
诉祂：“主耶稣，我爱你；”如果我们向着主
耶稣有火热的爱，让祂在一切事上居首位，我
们就会享受祂一切的所是。 
启2:4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
了起初的爱。 
雅1:2 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
美。 
3 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
所以众童女都爱你。 
4 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你当献上自己来爱主。没有别的路如此有
效，也没有别的路如此稳妥、丰富，如此满了
享受。你只要爱祂，不要在乎别的事。教训、
道理、恩赐和能力，都不是很重要。我们必须
不断地告诉主：“主啊，保守我在你的爱里！
求你以你自己吸引我！保守我一直在你可爱的
同在里！”如果我们这样祷告，我们会发现我
们对主会有怎样的爱，我们会过怎样的生活。
我们会只凭主自己而活。只要我们从全人的最
深处来爱祂，一切就都好了。我们若需要智慧，
祂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若需要能力，祂就是
能力。我们若需要正确且充分的知识，祂对我
们甚至也是知识。我们需要什么，祂就是什么。
不要试着去得任何别的东西，只要仰望祂，求
祂向你启示祂的爱。雅歌一章四节说，“愿你
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们必须求主
吸引我们，然后别人才会与我们一同快跑跟随
祂。 

 
 
 
 
 
 
 
 
 
 
 
 
 
 
 
 
 
 
 
 
 
 
 

应用:青职、硕士生篇 
见证余洁麟弟兄刚治疗癌症归回时，在台湾的
一次特会上被主的爱困迫泪流满面无法讲信息。
这是一次美妙的聚会，被困迫，满了奉献的氛
围。他问我们：“你最后一次在主面前哭是什
么时候？” 
林后5:14 原来基督的爱困迫我们，因我们断定
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  
15 并且祂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
向自己活，乃向那替他们死而复活者活。 
看到他的眼泪，我很感动，那灵在我里面深处
探查。我在在职生活中问自己：“我爱主自己
吗？” 

在我的在职生活中，尤其是在得到祝福的
时候，我问自己：“我是爱主给的在职中的祝
福，还是爱主自己？”并且，祷告“你爱我，
为我而死。主耶稣，我摸着你的爱，在你的爱
里来爱你。你的内住的同在是我的祝福，保护，
引导。没有你，我就失去了一切。愿你怜悯我，
一生爱你。” 
加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
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
与祂联结所活的，祂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 

尤其是这次经历之后，很多次在我个人与
主的交通中，因主的爱困迫我，我泪流满面。
这不是我有特殊的环境，而是在主的同在中与
主亲密交通时，摸着主的爱，被主的爱感动，
更新奉献的经历。“主耶稣，吸引我。我和弟
兄姊妹一起跟随你。” 
祷告哦主耶稣，主的恢复就是恢复用起初的爱、
最上好的爱来爱主耶稣、也是恢复吃主耶稣作
生命树。主啊，用你的爱来吸引我，叫我可以
放下其他事情，单单仰望你，从我生命的最深
处来爱主。不断地告诉主，“主耶稣，我爱
你”，每天时时刻刻享受基督作生命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