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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事
1. 冬季训练 12 月 25 日至 30 日在 Anaheim CA 举
行，报名截止日期 11 月 1 日，补报名请联系蔡福
建 弟兄。
2. 2018 台湾新春华语特会及召会访问行程于 2018 年
2 月 12 日至 18 日在台北市举行。我们 2 月 11 日
在台北一会所集中，一同做旅游车出行。报名截止
日 期 11 月 20 日，费用 250 美金。
3. 主日初信成全班（12 周）即将开始，11/26 预训，
12/3 第一课。鼓励福音朋友及初信圣徒报名参加。
4. 11 月 18 日周六在纽约 Jamaica 会所有姊妹相调聚
会，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提供早、中、晚餐。报
名链接 https://tinyurl.com/sisters2017
5. 11/18 周六在会所有来自 Franklin， Montgomery，
Philadelphia 的青少年的活动（滑冰）和福音爱宴
聚集。欢迎大家参加。
6. 11/22 周三晚 6-9：30 在会所有感恩节爱宴和聚会，
请广邀圣徒和福音朋友一同参加。
召会追求进度
1. 晨兴圣言：第十篇 生命的流带着生命的供应，出
于并为着神宏伟的殿
2. 现场听抄：https://snippetinfo.net/media/117
3. 生命读经：以西结书生命读经第二十七篇
4. 旧约读经：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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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信息主要会讲到三件事。第一，就是这道从殿里流出来，
赐生命、使百物都必生活的生命之流有何特征？第二，这道
流要如何加增、加深？这是本篇信息的核心。最后，这道更
深的流带来怎样的结果？这道流到底是什么？在出埃及十七
章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
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就必有水从磐石流出来，使百姓可
以喝。”恢复本圣经在这一节的第三注，告诉我们这个湧流
出来的水是什么：“从被击打的磐石所流出来的水，预表那
灵（约七 37~39）。基督藉着成为肉体，来到地上作磐石。
祂在十字架上被神公义律法的权柄击打，完成神的救赎。祂
的肋旁被扎，流出活水给神的子民喝（十九 34 与注）。这
活水是在复活里生命的水，就是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作
三一神终极的流出（林前十五 45，見约七 39 注 1）。这生
命水的源头是神和羔羊（救赎的神）的宝座（启二二 1）。
因此，生命水就是湧流出来，作我們生命的三一神。活水的
湧流开始于永远里的宝座，继续经过基督的成为肉体、人性
生活和钉十字架（约四 10、14，十九 34），现今在复活里
继续湧流，将神圣生命的一切丰富供应神的子民（启二二

1~2）。当我们与这被击打的基督联合为一，神圣生命作为
活水就从我们里面湧流出来（约七 38）。在复活里生命水
的湧流，乃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林前十二 13），并预
备基督的新妇（启十九 7），二者都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
冷（二一 9~10，参弗五 23、28~30）。
这道流不是客观上在我们以外的一道流。这道流要进到我们
里面，正如主在约翰七章三十七至三十八节所应许的：“节
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
以到我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
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要喝生命水，首先需要被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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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3~4，徒二 21）。”因此，我们不该把呼求主名看作是一
件小事。因为这与神永远的定旨有关。喝活水以及产生基督
的身体，都与呼求主名有关。这道流有一个目标、标的，就
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并预备基督的新妇。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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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四七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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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河是能使人成为神的河，人可以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
一、这河所有的特征：
1、水从门槛下流出。指明要使水流出，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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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而神的河是往神荣耀的方向流；这也就是说，一切都
是为着神的荣耀。水流不是为着任何事物，不是为着你的荣
耀、你的喜乐、你的满足，乃是为着神和祂的荣耀。倘若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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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治的因素。我们服事主的时候，在我們的生活
和工作中，应该有一个管制的因素：不在于我们有多能干，
多聪明，该居首位的是生命的流。如果没有流，最好停下来；
我们必须尊重这道流，敬重这道流，要让这道流有最高的地
位。在我们的事奉中，必须要有这道流。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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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享受生命的流。（结四七 1）祭坛表征完全的
奉献，意即我们需要持续不断的奉献，甚至每小时都要奉献。
不只在特別的日子要奉献，乃是每小时都应该有更新的奉献。
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奉献是新鲜、完滿的，好叫我们能享受

这道生命的流。
话语
二、这道流要如何加增、加深
1、为着生命之流的增加，我们需要为主这铜人所量度（四
十 3，四七 2~5，启一 15，参约七 37~39）。
量度就是察验、试验、审判并据有（赛六 1~8，结四二 20）。
我们要有这道流，就需要被察验、试验并被铜人所审判。启
示录说到，基督乃是在众地方召会中间行走的人子，祂的脚
好像在炉中锻炼过明亮的铜（一 13、15）。我们都需要被
基督量度，也就是被察验、试验并审判，最终就被基督据有
并得着。
2.量了四次一千肘
2.量了四次一千肘（一千是完整的單位—参诗八四 10），
指明我们这些受造之物需要被主彻底的量度，使祂能占有並
完全据有我们全人（结四七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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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这道更深的流带來的结果
1、河使百物得活（结四七 9 上）。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
必生活，且满了生命。当这道河的水流入死海时，
海水就得医治，并且这河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我们在
召会生活中所需要的，不是属人的办法来解決问題，乃是水
流来吞灭死亡。在我们的聚会中，在我们的事奉上，都需要
更多的水流，好叫更多的生命能吞灭死亡；这才是真正的解
決之道。
2、河流产生树木、鱼和牲畜（7、9~10、12）。
3、河滋润旷野，并医治死海（8）。第一，河滋润干焦之地
并医治死水。第二，這滋润和医治的目的是为着产生生命。
在召会生活中，有很多圣徒需要医治。
4、河无法医治泥泞
治泥泞之地与洼湿
之地与洼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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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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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启
三 15~16）。为着生命的流並为着召會会生活，我们必须绝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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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可洑的河。这样，
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以西结书生命读经，三
八二至三八三页）
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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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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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是神宏伟的
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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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后三 6）。我们应该成为以下这六种人：
一．生命的执事乃是撒属灵种子的撒种者（林前九 11）；
在林前九章十一节保罗对哥林多人说，“我们……把属
灵之物撒給你們；”“屬属灵之物”指属灵的种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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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灵而分赐生命。我们应当运用灵撒种，生命是种子，以

的形式撒播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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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十三 3、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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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人里面生长
并产生基督。
二。生命的执事乃是栽种者，将基督栽种到神的子民里面
（林前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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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们要将基督栽种到別人里面，就需要
在我们灵里真实的经历基督作生命。
三． 生命的执事乃是用基督浇灌人的浇灌者（6）；
一旦我们将基督栽种到別人里面，我们就需要用生命水
浇灌他们（启二二 17）。我们可将神农场上的浇灌者比喻
为有储水槽的灌溉系统，用水供应农场；我们该是神圣的
“灌溉系统”，有活水储存在我们里面，可以浇灌作神农场
的召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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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我们就能作活水的管道，就是神圣的灌溉系
统，能用生命水供应別人（约四 14，七 37~39）。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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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5）；
生育就是产生属灵的儿女，藉着生命的分赐将他们生出
来。我们需要有神圣的“生命胚芽”，为要将神圣的生命分
赐到別人里面，将他们生为神的儿女。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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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三 2）；
给人奶喝或食物吃，就是喂养人（林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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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必定滋养了他们。使徒健全的教训，将健康的教训当作生
命的供应供给人，滋养他們，或医治他们（提前一 10
下，六 3，提后一 13，多一 9）。

六、生命的执事乃是建造者，用金、银、宝石建造（林前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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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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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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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全爱基督的寻求者，将三一神供应給他们，使他
们因三一神的属性作到他们里面成为他们的美德而得变化
（一 1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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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三 12，启二
一 1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