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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事
1.

7/17 日, 万长金姊妹（刘英姊妹的妈妈）在会所受浸归
入主！鼓舞圣徒们广传福音带更多的人信入主耶稣。感
谢主！

2.

年轻圣徒暑期真理训练（YP Summer Truth Training
at 288 ）报名已结止。如想参加请尽快报名（找 Paul
弟兄)。

壹 身为在基督里的信徒和神的儿女，我们不只拥有并能经
历永远的生命，还能将这生命供应给基督身体上其他的肢体
——约壹五 11～16

我们都有那永远、不能毁坏、非受造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
因着我们拥有这个生命，我们都能够经历这个永远的生命，
我们还能够将这个生命供应给人。所以在这个大点你看见，
我们拥有生命，我们能经历生命，我们也能供应生命。

这里的顺序是有意义的。仅仅拥有生命，还不足以使我们能
7/23 日 6:55AM 出生, 重 7lb 3oz，母女平安. 感谢主！ 供应生命。唯有主知道，有多少重生的信徒，在这个地上千
千万万的信徒，他们都有生命。他们有生命，但这生命大多
数是埋藏起来的，受压制的，当这些信徒乃是照着天然生命、
I. 背诵圣经进度: 以弗所书六章 17-24 节
魂生命的能力而活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从两方面来说到
II. 信息追求《供應生命的事奉》
生命的定义：第一，生命乃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分
1.《供應生命的事奉》鸟瞰交通视频
赐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有生命。但是，当我们经历基督
https://snippetinfo.net/media/1660/
作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是经历这生命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带
2. 纲要带经节
着这生命一切的效能；但是另外一面的定义是更重要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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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就是三一神活在我们里面。那就是 生命的经历。拥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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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弟弟兄和 Vicky 姊妹的第三个孩子刘纯依（Zoe)于

召会追求进度

对
了婚 了妻 并
表示
种关系
种甜美 宝贵 情形
我们没有办法供应我们所没有经历的。所以一天过一天，因
着这个生命是一天二十四小时的，一周七天不停止的。我们
要经历这个神圣的分赐，我们也要让主实际的，真实的活在
我们里面。保罗说，要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住在你们里面，
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仲裁。他的意思是说，你可能让
这样的事发生，也可能不让这样的事发生。我们可能让基督
活在我们里面，也可能不让祂活在我们里面。我们经过一件
一件的事，当我们让祂活在我们里面，而祂正在活在我们里
面的时候，祂就是生命成了我们的经历。这个我们所经历的
等

供应生命的事奉

约壹 2:25 祂所应许我们的，就是那永远的生命。5:11 这
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生命也是在祂儿子里面。
5:12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
生命。 5:13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入神儿子之名的人，要
叫你们晓得自己有永远的生命。
林后 4:12 这样，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身上
发动。罗 8:2 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
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8:6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
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8:10 但基督若在你们
里面，身体固然因罪是死的，灵却因义是生命。8:11 然而
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
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祂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
你们必死的身体。 约 10:10 贼来了，无非是要偷窃、杀害、
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11:25
耶稣对她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约壹 1:2 （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
过，现在又作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
生命传与你们；）约 15:4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
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
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约 15:5 我是葡萄树，你们
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弗 3:16 愿祂照着祂荣耀
的丰富，借着祂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
弗 3:17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生
根立基，建造召会的事奉乃是供应生命的事奉。在神眼中，
我们在事奉中若是作很多必须作的事，却没有供应生命，我
们的事奉就算不得数。

生命就是我们所能够供应给人的。

贰 供应生命就是分赐生命；我们有生命的富余时，才能将
这富余供应给人——约壹一 1～2，二 25，五 11～13、16
当我们分赐的时候，似乎都不是有意的，甚至你自己不知道。
你不会去跟一个弟兄打招呼，然后说，弟兄，我把生命分赐
给你。真正的分赐是不花力气的事，自然而然的。但是我们
需要有生命的富余。如果我们仅仅够自己用，我们就没有什
么可以供应给人。服事召会，要求我们为着召会和圣徒经历
生命。我们寻求主，使我们所有的是超过我们自己所需要的。
我们要经历生命，使我们能够对任何人，对每一个人都有富
余可以供应。也许是我们的同事，我们要作葡萄树的枝子，
让生命流到那个人的里面，直到那个人得救。
叁 建造神家的事奉乃是供应生命的事奉——将神圣生命供
应给人的事奉——林后四 12
建造神家的事奉乃是供应生命的事奉。这个供应生命，分赐

服

生命，将生命 事给人，
的里面。这个就是 造神
人的事奉。

建

让生命流过你，透过你，流到别人
家的事奉，乃是将神圣生命供应给

一 召会的事奉乃是供应生命，因为这事奉乃是生命的事奉
——罗八 2、6、10～11：
光是看见这一点就很有亮光。我记得一九六七年，我进到召
会里还不到一年。长老们很忠信地带领召会。每一个人都被
带领进入一种事奉的生活，我们每个周末都有甜美的实际事
奉的时间。那些是已过的日子，好像现在都没有那样子了，
我们需要恢复那样的事。长老们与这些事奉小组聚集，他们
必须强调这一点。当时我只听到这些的事，那对我可能只是
道理。事奉就是供应生命。你不管作什么，那个目标，也许
你是作维护会所的事，整洁厕所，服事儿童，不管作什么，
那个目的就是要供应生命。事奉乃是供应生命，分赐生命。
1 如果我们只作了一些事务，或者只管理了一些事情，却没
有将神的生命供应出去，我们的事奉就是失败、虚空的。
我们若看见这一点，我们就会领悟，在任何时候，借着生命
的感觉，主都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作的事到底是不是在分
赐生命。你完成了，和别人完成了一项的服事，你里面觉得
满了生命，觉得有亮光，有安息，有满足，有平安，那就表
示你的事奉不是虚空的。你服事儿童，你在维修会所，你在
排椅子，你在作整洁，你在开奉献箱的时候，生命都在流通。
但是如果你有不同的感觉，就是死的感觉，那就指明你只是
以天然的方式在事奉。现在你有机会从这个有所学习，向主
敞开。
我记得有一次，因着我需要主的一些对付，我以为我讲了一
篇信息，事实上那也不是一篇信息，在底特律召会的一个聚
会里。之后我跟主交通，主要向我们指出一件事，就是你讲
了错的信息。主给我看见，这不是祂所要说的。如果你接触
了我，我应该会带领你讲另外一个信息。我刚才说，我感谢
主，感谢祂的宽容，祂的忍耐。我的确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
所以，主要从这个时候，从里面来训练我们，借着生命的感
觉和生命的交通，使我们能够这样服事。
2 无论我们作什么，我们都应该清楚，这是我们的凭借，为
将生命供应给别人——约壹五 16，林后四 12。
事奉在实际的召会生活中是必须的，但这事实上乃是供应生
命的凭借。讲一点最近的经历。昨天晚上，相当晚，我进到
一个厕所里面，有两位穿着制服的弟兄，受训者，他们在整
洁厕所。当然那是他们被指派的服事。我有感觉要跟他们讲
讲话，可能不到一分钟。我说，弟兄们，你们知道吗？主不
会忘记这个爱的劳苦。也许开始只是指派的工作，但是你在
作整洁的时候，是表达你对主的爱。那就是爱的劳苦。在你
一生之久，可能有成千成万的像这样的事奉，你是出于爱来
事奉并供应生命。当你见主的时候，会有一个记录，这里有
八十七万，多少次的事奉，在你四十七年在召会生活中，有
那么多的事奉是在这里蒙记念的。那就是希伯来书六章十节，
“因为神并非不义，竟忘记你们所作的工，和你们为着祂的

显 爱
先前供应圣徒，如今还是供应。”这个
直接 指向实际 服事。十三章十六节说道，这是祭物，
喜悦
所以弟兄们，我们要看见，我们有个高的异象，我们活在神
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建造基督宇宙的身体。但是这一切，
乃是实际的在众地方召会里面作出来，在时间和空间里，在
我们这样的人身上，在种种的情形里面。这些事奉都是机会，
都是凭借，为着供应生命。
3 我们必须事奉到一个地步，叫人得着生命的供应；我们要
对这点有极深刻的感觉，在一切事上仰望主，愿意我们的事
奉能作祂生命的出口——约十 10，十一 25，约壹一 2。
这是那灵的功用，祂会给你对这一点有深刻的感觉，就是我
们要供应人生命，并且仰望主，使我们的事奉成为生命的出
口。
二 我们供应给人的生命乃是在那灵里，那灵与我们的灵调
和，而神的生命就放在、住在、长在调和的灵里——林前十
五 45 下，六 17，罗八 4：
1 我们要供应圣徒生命，就得让灵出去，因为神圣的生命是
在我们调和的灵里——七 6，一 9。
有些圣徒也许对于释放灵的观念不够，他们以为要大声喊叫。
你在儿童聚会服事六年级的男孩子，你不需要那样去供应生
命。你需要有更强的灵，但是在你正常的谈话里面，你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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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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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供应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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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们需要看见生命与品德有别——七 21～23，八 2、11：
1 基督徒说到良善，但那是指好品德、好行为、好举止，不
是指神的话里所说的神圣生命——约一 4。
2 为着不拦阻人接受神圣的生命，我们必须要有好行为、好
品德；然而，好行为、好品德不一定是神的生命从我们身上
彰显出来：
所以在你与主同在的生活里，你是否能够敏锐地分辨，什么
是良善，什么是生命？在你这个人里面，什么是良善，什么
是生命。你是否能够分辨，什么是一个人修养的谦卑？他是
因着他所受的训练，因着他的修养而谦卑，或是另外一种的
谦卑，就是耶稣再一次活出来？
你是否因着人摸你的时候摸到死亡，你应该为此悔改呢？这
不在于我们在我们自己里面是否良善，是否有好的修养。如
果不是基督，只是天然的生命，那就是死亡。所有的接触，
与召会生活里每一个人的接触，并且是经常的，这样的接触，
要不然就是摸到死亡，要不然就是摸到生命。
2
是不能
出 ，神圣的生命就
出 。
当我们
的时候，我们会看见， 着这个供应生命的事奉，
着 造 会，我们需要
在神的面 ，使我们能够
有我们所需要的经历，使我们的 能够
出来，神圣的生
命能够不受
地从我们
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