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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事
1. 5 月 1 至 3 日在 Church in Franklin 举行美东春季华语特
会，请弟兄姊妹们报名参加。5 月 3 日在会所没有主日
聚会，所有华语圣徒都在 Church in Franklin 集中主日聚
会。
2. 夏季训练时间是 6/29-7/4 在加州 Anaheim 举行，请圣徒
们为出埃及记第二部分的训练代祷。报名截止期是 5 月
1 日，费用是$155。有心愿的圣徒请找季东弟兄报名。
3. Montessori School 将于 5 月 9 日举行 OpenHouse.请弟
兄姊妹们代祷。
4. 陈秀珍姊妹（杨晶的妈妈）于 4 月 10 号受浸，感谢赞
美主！
5. 吕君君弟兄和荣美姊妹于 4 月 25 号喜得小女儿：愿望。
母女平安，感谢赞美主！
其它报告
1. 晨兴追求：出埃及记结晶读经第十篇
2. 小排的追求进度：出埃及记
3. 生命读经追求:
http://mswe1.org/reading/2013/ls_reading1
4. 新旧约圣经恢复本一年一遍本周进度:
http://rsgamen.org
代祷事项
1. 请圣徒为赵师母和召会年长的弟兄姊妹的身体祷告。
2. 请圣徒为 Hamilton 召会的福音、多结果子祷告。
3. 请圣徒为青少年的聚会和牧养祷告。
4. 请圣徒为晨兴网普及祷告。
5. 为各位身体上有需求的圣徒代祷。
6. 请为服侍弟兄们代祷。愿弟兄们同心合意，奉献全
人，带头享受主，服事召会。
7. 请继续为 Daycare 的招生，如期开办等事宜。
8. 请为蒙哈利的圣徒与英文组圣徒有进一步交通，彼
此牧养与实行，继续代祷。
9. 请为英文组以及青少年组的工作开展代祷。
10. 请为召会的探访负担代祷，加强弟兄姊妹的属灵和
生活的连接，更好的坚固圣徒过正常的教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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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 喝并涌流在复活里生命的水

詩歌欣赏：大本诗歌七百三十一首
一、 永久磐石为我开，让我藏身在你怀；
愿你所流血与水，解决我的双重罪：
赎我免去牠永刑，救我脱离牠权能。
二、 纵我双手不罢休，不能满足你要求；
纵我热心能持久，纵我眼泪永远流，
仍不足以赎愆尤；必须你来施拯救。
三、 空空两手无代价，单单投靠你十架！
赤身，就你求衣衫；无助，望你赐恩典；
污秽，飞奔你泉旁，主阿，洗我，否则亡。
四、 当我此生年日逝，当我临终闭目时，
当我飞进永世间，当我到你宝座前，
永久磐石为我开，让我藏身在你怀。
本篇信息主要说到四件事：第一，以色列人在旷野喝活水的
背景；第二，什么是生命的水；第三，喝生命的水；第四，
湧流这生命的水。因着篇幅原因，周讯里主要集中解释前两
个点，更多信息请阅读：
http://snippetinfo.net/media/1143/。
首先，关於喝活水的背景，我们要留意两段经文，出埃及十
七章和民数记二十章。这两段经文似乎是在说同一件事，就
是以色列民没有水喝，向摩西抱怨，而耶和华神为他们豫备
了磐石，并且有活水从磐石流出；然而，这是发生在不同地
点和不同时间的两件事。出埃及十七章的事件，发生在何烈
山（就是西乃山）下的利非订，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初
期。而民数记二十章的事件发生在美地旁边，寻的旷野加低
斯那里；那时以色列民已经在旷野飘流多年，在行程的末了，
要进美地之前，他们打发探子窥探美地。然而，这两段经文
同样都说到流出活水的磐石。
出埃及十七章一节说，『百姓没有水喝。』这是非常关键的
一句话。以色列人在旷野居住行走，最重要的就是水。住在
沙漠里的人，必须探寻水源，找出那里有绿洲，有水池；他
们如果迷路，就会死在旷野。当以色列百姓没有水喝，他们
就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罢！』摩西对他们说，
『你们为甚麽与我争闹？为甚麽试探耶和华？』百姓在那里
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甚麽领我们从
埃及上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2～
3 。）以色列人作了两件事，第一，他们与摩西争闹；第二，
他们试探耶和华。以色列人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
是？』（7。）有时我们落在一种光景里，就会说，『到底
有没有神阿？』以色列人所作的，就是向摩西发怨言。但无
论是在出埃及十七章或民数记二十章，神都没有责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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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美好的结果。这里也啓示出神圣

三一的三者，有耶和华神在磐石那里，磐石表徵基督，从磐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继续说，『在我们的家庭生活或召会生活
水流出来的水表徵那灵。
里，神常常许可我们来到乾旱的阶段。在召会生活中特别是
如此。没有一个地方召会是一直湧流活水的。…在神的引导
在民数记二十章，以色列人再次没有水喝。神的心意是要将 之下，我们在召会里最终被带到玛撒，那里一点水也没有。
百姓带进迦南地，过程中必须经过旷野；旷野表徵基督徒分 在此我们被摆在试验中。我们有充足的水喝时，很容易行得
别的生活。我们在旷野里不该觉得苦；然而，我们的生活中 合宜。弟兄们的举动都彬彬有礼，姊妹们也和蔼可亲。但在
难免有乾渴；也许因著家庭、财务或健康，我们属灵的情形 没有水喝时，我们可能变得喜欢争闹，不易受管理，甚至抛
难免会落到枯乾的情形。其实这并不奇怪。在我们的经历里， 弃所有的约束。婚姻生活的情形也是一样。当一切都顺适、
我们行经旷野，是会来到乾旱之地的。
都积极时，夫妻也许都很谦卑、仁慈和温柔。但是当我们在
婚姻生活中被引到乾旱之地时，我们的举动就起了激烈的改
在旷野的行程中，有苦难临到基督徒并不奇怪，因为要给我 变，不再是仁慈和温柔，乃是发怨言和争闹。…当饮水供应
们看见神是信实的。林前一章九节说，『神是信实的，你们 充足时，我们可能很有礼貌让别人先喝。但是当我们因著缺
乃是为祂所召，进入了祂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十 水而口渴不满足时，我们就会为自己挣扎奋鬭。这样，在召
章十三节再次说，『神是信实的，必不容你们受试诱过於所 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我们就被暴露了。』
能受的，祂也必随著试诱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这两处经节都说到神是信实的。前者说到，神是信实的，我 神不要我们发怨言、试验祂、拜偶像、或贪恋恶事，但祂许
们乃是蒙召进入主耶稣基督的交通里。後者说到，神是信实 可试验临到我们。此时，我们不该觉得奇怪；我们要知道神
的，必随著试诱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这条出路就是喝活水， 的法则。诗篇一百零三篇七节说，『祂使摩西知道祂的法则，
使我们能忍受得住所临到的试验。在我们基督徒的日常生活 叫以色列人晓得祂的作为。』许多人只晓得神的作为，所以
中，或是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无论遇到怎样的试验和枯乾， 当试验临到时，他们不懂得为甚麽。但我们要像摩西一样知
都能因著喝从被击打的磐石所流出的水，而得以应付一切的 道神的法则；神领我们来到乾旱之地，乃是为了要暴露我们。
遭遇。这不是道理，乃是绝对可以经历的。我们在日常的生
活中，何等需要喝那灵。在基督徒的路程中，神乃是藉著这 接著，我们要来看第二个点，就是生命的水。在约翰七章，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
个方式来顾到我们，使我们能继续往前行。
到我这里来喝。』（37。）这里的背景乃是犹太人的住棚节。
出埃及记生命读经说，『我们需要晓得，今天我们的光景也 出埃及记生命读经说到，『多年前我读到一篇文章说，古时
是一样，免得我们受试探嘲笑以色列人或是批评他们。在十 在耶路撒冷，以色列人庆祝住棚节时，立起一块磐石。根据
七章一至六节，有一幅我们自己的照片。在道理和教训上， 这篇文章，有水在磐石上流，作为一种提醒：犹太人的祖先
我们也许清楚并有知识；但到了实际的情形里，我们就忘了 曾在旷野飘流，并且喝过从被击打的磐石所流出来的水。磐
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对我们来说，甚至好像没有神了，因为 石附近也有帐棚，显示先祖们住在帐棚里，并在旷野飘流，
我们会质问神是否在我们中间。这时，我们可能不认识主在 但有被击打的磐石同活水解他们的乾渴。当主耶稣站著呼召
我们里面。』以色列人忘记了，其实是耶和华带他们来到这 口渴的人到祂这里来喝时，这一幅图画也许就是当时实在的
无水的地方。如果要责怪，就该责怪云柱；是云柱引导他们 背景。』但这已沦为一种宗教的仪式，所以在约翰七章，在
到这个无水的地方。
节期的末日，『耶稣站著高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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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埃及记生命读经另一处又说，『二节告诉我们，百姓「与 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著信入祂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
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罢！」以色列人与摩西争闹并试 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著荣耀。』（37～39。）这
探耶和华的时候，云柱在他们中间，立在天地之间。但是百 里给我们一幅清楚的图画，活水的江河就是基督自己，就是
姓就在这柱子的面前，向摩西发怨言。摩西回答百姓说， 从永远流到永远之湧流的三一神。
「你们为甚麽与我争闹？为甚麽试探耶和华？」』百姓似乎
忘了云柱与他们同在。
保罗在林前十章四节说，我们『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
是出於随行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保罗在这里告诉
『我们也许认为自己比以色列人优越，在这样的环境中，绝 我们，这磐石在以色列人的行程中一直随著他们。磐石怎麽
不会争闹、埋怨或试探主。我们要晓得，对以色列人来说， 能随著以色列人呢？我们不知道。吗哪从天而降又是怎麽一
云柱是在他们外面。但今天对我们来说，云柱是在我们里面。 回事呢？我们也不明白。有些考古学家和圣经学者试著要解
常常当我们埋怨为甚麽落在某种环境或是某种光景中，我们 释，然而我们只要对神的话说『阿们』就好了。吗哪怎麽可
里面有深的感觉，知道是那位住在我们里面的主把我们带进 能每早晨从天而降呢？我们要说，『阿们！』磐石怎么可能
这种景况中。我们很多人能作见證，许多时候我们正在发怨 从利非订到加低斯，一路随著以色列人呢？我们要说，『阿
言时，我们感觉里面有主的同在。有时我们埋怨召会的长老， 们！』我们相信神的话。因为出埃及十七章里的磐石与民数
或是指责他们所作的某事时，就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批评 记二十章里的磐石是指同一磐石，所以摩西在出埃及十七章
长老时，我们就感觉到里面的云柱。故此，我们不该认为十 里击打磐石，到民数记二十章就不需要再击打，只需要吩咐。
七章一至六节是单单描述以色列人的。这段话也是今天我们 以色列人喝了出于随行的灵磐石的灵水，那磐石就是基督。
的一幅图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