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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创世记一章中生命的启示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 

创世记一章一至十二节，十四至十六节，二十至二十一节，二十四至二十八节，二章八

至九节。 

,  

我们在这系列信息要来看圣经中所启示的生命与建造。我们应当赞美主，今天有一代寻

求主的年轻人。原则上，虽然我们在肉身上也许是年长的，但我们在主里，借着被神圣

的生命充满，都该是年轻的、新鲜的、常新的。我们越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就变得越

年轻。我们需要是在基督里’年轻的’信徒，使我们得以作耶稣忠信的跟从者，和基督

身体活的肢体。 

 

生命是宇宙的美丽、宝贵和意义 

字宙中没有什么像生命一样宝贵。倘若各种形式的生命一植物生命、动物生命和人的生

命一从地上挪去，这星球就会像月球一样荒凉。地球周围是一层空气，圣经称之为'天

空’，（创一 7|）那就是维持生命的大气。地的美丽来自生命。生命不但是美丽之源，

也是宝贵之源。我们也许有物质的产业，但这些东西不像我们的家人那样宝贵，因为家

人是活的，而物质的产业没有生命。生命就是宇宙的美丽、宝贵和意义。 

圣经是一本生命的书 

圣经这本书奇妙、宝贵又独特，因为它是一本生命的书。神圣的生命具体化在圣经的每

一节里面。圣经对我们甜美又亲切，因为它是生命的书，为将神作生命分授到我们里面。

照着字句认识神的话是一回事，但照着其内里的实际认识神的话是另一回事。例如，在

马可十二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撒都该人与主耶稣就着复活辩论时，主说，’关于死人

复活，神在摩西书中荆棘篇上怎样对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你们没有念过么？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照着话的字句，’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指这三位列祖的神；但照着话的实际，这名称含示复活的真理。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死了。因此若没有复活，神作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

是死人的神。然而，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就是复活的神。主启示，’亚伯

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名称，乃是关乎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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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从头一卷到末一卷，都启示生命。在圣经开头，我们看见’好作食物’的生命树。

（创二 9。）约翰福音旨不，那是话的基督成了人，（一 1，14，）并且生命在祂里面。

（4。）祂宣告祂就是生命，（十四 6，）并且祂说，’我来了，是要叫羊〔人〕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十 10。）二十章三十一节说，’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

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就可以在祂的名里得生命。’歌罗西三章四节说到’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爱在基督里同作信徒的人，无论他们的国籍或种族为何，因

为他们拥有基督，这位基督不但作他们的救赎主，也作他们的生命。我们信赖他们，也

享受与他们之间的平安，因为他们里面有基督。圣经结束在关于吃基督作生命树的应

许：’那些洗净自己袍子的有福了，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层二

二 14）生命树将是我们永远的分。在新耶路撒冷，我们要吃基督这生命树直到永远。圣

经一贯的启示生命：它开始、继续并结束于生命。所以，圣经不是道理、伦常、科学或

哲学的书，乃是一本生命的书。 

 

 

 

 

 

 

创世记一章是生命的启示 

表面看来，创世记一至二章是创造的记载。然而，这二章太过简短，不足以作为创造的

记载。学实上，圣灵默示这两章，不是作为创造的记载，而是作为生命的启示。 

 

生命之灵覆罩的工作 

一章一至二节说，’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而地变为荒废空虚，渊面黑暗。’神创造的

地有美好的秩序。（伯三八 4〜7，赛四五 18。）但创世记一章二节的’而’和’变为’

这些辞指明发生了一些事，使神的创造变为’荒废空虚’。这剧烈的变动，是神在撒但

背叛后，对亚当以前的宇宙所施的审判。’渊’这辞意即深水。在圣经中，黑暗与水表



征死亡。（创七 17-24，出+21-23，十 021-30，约三 5，罗六 3。）神对亚当以前的宇宙

施行审判，结果全地都被深水覆盖，表征全地都被死亡充满，也在死亡之下。全地满了

死亡与黑暗，并在混乱之中。 

 

然后神进来执行祂的工作，要恢复已受破坏的宇宙，并有进一步的创造。创世记一章二

节又说，’神的灵覆罩在水面上。’覆罩主要是生命的事；因此，这里的神的灵主要不

是能力的灵，乃是生命的灵。正如母鸡孵蛋，以产生小鸡，照样，神的灵作生命的灵来

覆罩在死水上，以产生生命。（罗八 2，参太二三 37。）许多基督徒将那灵联于能力。

虽然这并没有错，但圣经中所启示那灵的主要方面乃是生命。圣经用到’生命之灵’这

辞，（罗八 2，）但严格说并没有用到’能力之灵’这辞。圣经中的那灵联于生命比联于

能力更密切。今天，生命的灵临到罪人，就覆罩他们。那灵来覆罩我们以前，我们满了

混乱、黑暗与死亡，但那灵恩眷我们，祂覆罩在我们里面的黑暗与死亡之上，使祂得以

将神圣的生命分授到我们里面，好重生我们。这就是那灵覆罩和重生的工作。 

 

为着产生生命三个必需的元素：光、空气和地 

为着产生生命三个必需的元素是光、空气和地。那灵覆罩以后，神的话来带进光。（创

一 3。）生命来自光。有光，生命就能产生；没有光，生命就无法产生。地上各等生命，

有许多都需要阳光才能生存。因此，在神恢复和进一步创造的第一日，神说，’要有光，

就有了光。’光驱逐黑暗。光来了，黑暗就必遁逃。（约一 4~5） 

 

我们只能借着光胜过黑暗。我们重生以前，满了黑暗。然而，当我们借着信入主并呼求

主名而接受祂时，祂就开始在我们里面作真光照耀，并驱逐我们里面的黑暗。在创世记

一章六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广阔的空间，将水与水分开。’在第二日，神造了天

空，就是环绕地球的大气。借着造出天空，神就将天空以下的水，与天空以上的水分开，

使地能产生生命。没有天空，就没有生命能在地上产生或维持。我们甚至短时间，可能

不到几分钟没有空气，都无法存活。大气对地上一切活物的生存是很要紧的。在第三曰，

神使天以下的水聚在一处，使旱地从水中露出来。（9。）光'空气和地一这些都是产生

并维持生命的条件一乃是基督的预表。基督是世界的光、（约九 5、）圣气、（二一 22'）

和美地的实际。（西二 6〜7。）我｛|］需要孚受基督作我们的光、气和地。基督是神圣

之光的具体化身。祂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绝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

命的光。’（约八 12。）基督也是我们真正的气。基督在祂复活的晚上回到门徒那里，

并向他们吹入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二十 22。那就是基督将祂自己作为圣灵吹



入门徒里面。’灵’字原文是 pneuma，纽玛，意思是’气’或’空气’。基督在复活里

成了圣气，就是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 45。）不但如此，基督还是地的实际。这由旱

地在第三日露出来所预表。第三曰相当于复活的日子，（4，）而海代表死。正如地在第

三日从海中升起，以产生生命，照样，基督也在第三曰从死人中复活，将神圣的生命分

赐到我们里面。地露出来以后，各种生命一植物生命、动物生命和人的生命一就从地产

生。（创一 11~12，24〜27，二 7。）这预表神圣的生命同其一切丰富，都出自复活的基

督。在第三日，基督在复活里从死出来，产生生命以构成召会。（约十二 24»彼前一 3。） 

 

在第一日，神吩咐光来，光就来了。第一日不确定的光（创一 3）足以产生最低等的生命

一由青草、菜蔬和树木所表征的植物生命。（11。）然后在第四日神造光体一太阳、月

亮和众星。（14~17。）来自第四曰之光体更扎实且更确定的光，是产生较高等的生命

（如动物生命和人的生命）所必需的。这启示一个原则：光首先产生生命；生命反过来

带进较高的光；较高的光又产生较高等的生命。 

 

按照整本圣经的启示，光是为着生命，光和生命总是并行的。（诗三六 9，太四 16，约

一 4，八 12，约壹一 1~7。）起初光产生生命。然后生命反过来带进光。这由约翰一章四

节证实，这节说，’生命在祂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至终，更高的光产生更高的

生命。换句话说，为着我们属灵的出生，’第一日’的光就足够了；但为着在神圣生命

里长大以至成熟，就需要’第四曰’更高的光。 

 

植物生命与动物生命 

在第三日，地从水中露出来以后，表征植物生命的青草、菜蔬和树木就产生了。植物生

命是最低等的生命，因为它是无意识的生命。例如，树木没有思想、情感或意志，无法

彼此相爱或说话。在第五、第六日，表征动物生命的水中、空中和地上的活物产生了。

动物生命是比植物生命更高等的生命，因为动物生命是有意识的生命。譬如，狗与植物

不同，狗有向人并向彼此表现情感的性能。海里的动物生命，预表基督生命的丰富，在

于有能力在祂的生活中胜过死（由盐水所表征）。基督的生命能在任何死亡的情况中存

活；在死亡的环境中，这生命能继续存在。因此，基督的生命能抵挡并胜过死。禽鸟的

生命比鱼的生命高。鱼能活在死水中，禽鸟却能翱翔在死水之上。同样的原则，借着基

督的生命，信徒能超越地的一切阻碍。（参赛四十 31。）地上的牲畜和走兽，是比鱼和



禽鸟更高的生命，具有较高的意识，因为这生命能在地上行动、生活、并成就一些事，

（参利一 2〜3，10，三 1，6，12，四 3，五 6，太二十 28，约一 29，六 38，启五 6-9。） 

 

人的生命一最高的受造生命 

创世记一章头二十五节陈明宇宙连同诸天、地、无数种类的植物生命、各式各样动物生

命的一幅图画。然而，这幅图画缺少宇宙的中心一人。因此，二十六节启示，神格三者

之间举行了关于造人的会议。照着本节，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

样式造人。’’我们’含示神格的三者，’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这话含示人受造要作三一神的彰显。神格的三者:父、子、灵, 举行了会议，定意要造人，

使人彰显三一神。神格的三者似乎在说，’宇宙中的受造之物没有一样彰显我们。所以，

我们必须造人，使人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来彰显我们。’在二十六节，神

接着说，’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

爬物。’人受造不但要按着神的形象彰显祂，也要借着运用祂的管治权管理万有而代表

祂。神要得着彰显，就需要有一个范围，一个领域，使祂可以在其中得显明。这领域就

是神的国，在这个范围里神的管治权得以行使，祂的秩序也得维持，使神得彰显。人受

造要运用神的管治权管理万有，包括每一爬物，其中之一就是蛇，撒但的具体化身。神

给人管治权，祂的心意乃是要人治理地，并对付背叛神的撒但。因此，神不仅需要人彰

显祂，也需要人维持祂的国，这国就是神在其中能得显明的范围。（太六 13。）我们要

荣耀神，就需要成为神的国，在这范围中神能得着彰显。 

 

 

在创世记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

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在二十

八节，神说，’要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并制伏这地。’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二十六节

的'我们要’，启示神格的三者为着人的创造举行了会议。人的生命是最高的受造生命，

这生命能按着神的形象彰显祂，并为神施行管治权以代表祂。人按着神的形象，照着神

的样式被造，以彰显祂，并且人受托以祂的管治权，要治理万有，征服爬物;特别是背叛

神的蛇，撒但，（三 1，14，启十二 9，）并制伏被撒但篡夺的地。神创造人以完成祂的

定旨，好借着人彰显祂自己，并施行祂的权柄。人的生命，最高的受造生命，乃是为着

彰显神并代表神。创世记一章事实上不是创造的记载，乃是生命的启示，因这章的焦点

是生命。这章揭示从满了混乱、死亡和黑暗的情况，进展到一种情形，有最高的受造生



命，这生命有彰显并代表神的潜力。我们该宝贵人，因他们拥有最高的受造生命和潜力，

以完成神的定旨。 

 

人的生命是容器, 神圣的生命是其内容 

创世记一章陈明三种受造的生命，二章启示最高的生命;非受造的神圣生命，就是由生命

树所表征的神自己。（9，弗四 18。）神造人以后，将人放在’好作食物’的生命树跟前。

（创二 8〜9。）生命树表征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 以食物的形态作人的生命。神将人放

在生命树跟前的心意，乃是要人将神当作食物接受进来，好得着永远、非受造的生命。

所以，神的定旨是要神圣的生命作人生命的内容，人的生命作神圣生命的彰显。（林后

四 7。） 

 

我们需要领悟，人的生命乃是为着神圣的生命。人的生命是容器，神圣的生命是其内容。

我们若没有盛装神圣的生命作我们的内容，就会有虚空的感觉，但我们若敞开我们全人，

接受神圣的生命，就会达成我们生存的目的。人即使从未堕落，也需要接受基督作神圣

的生命。正如汽水瓶是特别制作来盛装汽水的，照样，人被造作成器皿，为要盛装基督

作他的内容。 

 

 

 

 

 

 

 

 

 

 



第二章  创世记一、二章中生命与建造的启示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 

创世记一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二章七节，九至十二节，二十一至二十四节，启示录二

十一章二节，十至十一节，十八至二十一节，二十二章一至二节。 

 

圣经是奇妙的生命之书，启示一个奇妙的人位，就是神在基督里，基督乃是我们的生命。

基督的成为肉体，使拥有神性的神，成了拥有人性的人。基督借着成为肉体，将神性与

人性调和。基督是奇妙的人位，祂是神人，是神性与人性调和。所以人称祂为以马内利，

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太一 23。）这名的意义不但含示带着神性的神，也含示

带着人性的人。基督作为以马内利是奇妙的，因为祂是神性与人性调和。许多基督徒留

意基督作了什么，就如祂所行的神迹，但他们不够留意祂是谁。然而，我们若在神圣的

生命里长大，就会珍赏祂的所是过于祂的所作。 

 

马太福音是四福音的第一卷，启示基督是以马内利和我们的救主。约翰福音是四福音的

末一卷，主要启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借着祂救赎的死拯救我

们脱离堕落，祂也是我们的生命。祂经过成为肉体、人性生活、死与复活的过程，好将

祂自己作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基督宣告：’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约六

57。）食物要进入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我们就需要吃、消化、并吸收它。

同样，基督要进入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就需要吃、消化、并吸收祂。我们

若吃基督，祂就会进入我们里面，作我们的生命和加力的供应，使我们因祂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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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树 

创世记一至二章太过简单、简短，无法作为创造或历史的充分记载。这二章是圣灵所默

示的，作为生命与建造的启不。神造人以后，将他放在生命树跟前；（二 8~9;）生命树

表征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以食物的形态作人的生命。神把人摆在生命树跟前的心意，

乃是要人借着吃基督作生命树，接受祂作生命。照着约翰一章四节，生命在基督里面。

不但如此，基督说到它自己是生命，（十四 6）也是树，就是真葡萄树；（十五 1;）因

此，祂作为神的成为肉体，神的具体化身，乃是生命树。 

 

生命水的河 

生命树沿着生命水的河生长。创世记二章说，有一道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8〜

14。）诗篇三十六篇八至九节说，’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

命的源头。’这里神圣的乐河，指那灵作生命水的河，（约七 37〜39，）而生命的源头

指父作生命的源头。以西结四十七章给我们看见水从殿的门槛下流出的异象，这水流成

为一道河，带进树木、鱼和牲畜。（7，12，9〜10）在约翰七章三十七至三十八节，主

耶稣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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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节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

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至二节说，’天使又指给

我看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

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生产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出果子。’在这两节经文里，生命水的

河表征神的灵，而长在河两边的生命树表征基督。正如生命树长在生命水的河中，无法

与河分开，照样，那灵传输基督，也无法与基督分开。为着神建造的宝贵材料创世记二

章给我们看见，随着生命树有生命河，并且从生命水的流产生为着神建造的宝贵材料：

金子、珍珠（一种树脂结成像珍珠的材料）和红玛瑙（一种宝石）。（10〜12。）在全

本圣经中，我们看见为着建造神的居所有三类宝贵的材料。照着使徒保罗，我们建造召

会，不该用没有价值的材料一木、草、禾秸，乃该用三种宝贵的材料一金、银、宝石。

（林前三 12-15。）同样，启示录二十一章揭示, 新耶路撒冷作为圣经的终极完成，是用

金子、珍珠、和宝石所建造的城。（18-21。）金子表征父神同祂神圣的性情，（彼后一

3~4，）珍珠表征基督的身位和工作，宝石表征那灵变化的工作。（林后三 18。）金子、

珍珠、和宝石表征三一神与人调和的结果。 

 

 



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二至十四节说，’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

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

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十二个名字。’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

字写在门上，指明新耶路撒冷包括旧约所有蒙救赎的圣徒。同样，羔羊十二使徒的十二

个名字在城墙的十二根基上，指明新耶路撒冷不仅由以色列所代表的旧约圣徒所组成，

也包括使徒所代表的新约圣徒。作神永远居所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乃是所有旧约与新约

圣徒活的组成。 

 

新妇 

照着创世记二章，神用地上的尘土塑造人以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

帮助者作他的配偶。’（18。）亚当受造时，是渴望配偶的’单身汉’。就此而论，亚

当预表基督是为自己寻找妻子的真丈夫。（罗五 14，太九 14〜15。）创世记二章十九节

说，’耶和华神把祂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

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例如，神把狗带到亚当面前，亚

当可能说，’这是狗，这动物绝不能与我相配，因为它不像我。它不能作我的配偶。’

神把一个又一个活物带到亚当面前，亚当凭着他的直觉，’给一切的牲畜、空中的飞鸟、

和野地各样的走兽都起了名，只是亚当没有找到一个帮助者作他的配偶。’（20。）亚

当绐一切受造之物起名以后，就某种意义来说很失望，因他在全体受造之物当中，找不

着一个与他相配，作他的配偶。神使亚当沉睡，取了他的一条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

领她到那人跟前，作他的配偶，好使她与亚当成为婚配。（21〜24。）亚当的睡预表基

督的死。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时，有一个兵扎祂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水表征基

督复活的生命。（约十九 34。）正如神用亚当的肋骨建造女人，神也用基督复活的生命

产生召会，使召会作祂的配偶。亚当睡醒了，看见夏娃，就说，’这一次这是我骨中的

骨，肉中的肉。’（创二 23。）亚当似乎说，’她是我的另一半，我的第二部分。她是

我的配偶，与我完全相配。’亚当与他的妻子联合，他们就成为一体，一个完整的单位。

正如亚当的妻子夏娃，是用亚当的肋骨建造的，羔羊的妻新耶路撒冷，也是用基督的生

命构成的生机建造。（启二一 9。） 

 

 

 

 



圣经两端彼此对照 

我们需要看见，圣经两端一创世记一至二章和启示录二十一至二十二章一彼此对照。圣

经头二章和末二章都说到这六项：生命树、河、金子、珍珠、宝石和妻子。圣经头二章

表明神建造的蓝图，而圣经末二章表明完成的产品，就是神完成的建造。在圣经头二章

和末二章之间，有神这位建造者和祂的仇敌撒但之间争斗的历史。在创世记三章，古蛇

撒但进入人突里面败坏人性；到了启示录二十章，他要被扔出去。（3,10。）在圣经两

端之间，撒但一直作工破坏神的建造。虽然历世纪以来，撒但一直在作工，阻挠神得着

祂的建造，但至终神要建造基督的身体，预备基督的新妇，并消灭蛇。羔羊婚娶的时候

要来到，祂的妻子也要自己预备好了，（十九 7，）撒但首先要被扔在无底坑，然后要被

扔在火湖里。简单的说，圣经的起头表明神建造的蓝图，圣经的结束陈明完成的产品，

这两端之间有神与撒但之间，关于神要得着祂的建造之心意的争斗。这是对圣经深奥的

领会。我们若有这领会，全本圣经就会向我们开启。 

 

神按着祂的形象造人 

神造人有两个重要的点：祂造人是按着祂的形象，并且造人有灵。神按着祂的形象造人，

（创一 26，）形象可指祂内里的所是，包括祂的心思、情感和意志。神有心思、情感和

意志；因此，祂造人有心思、情感和意志。亚当因着有神所造的心思，就能给一切受造

之物起名。人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目的是为着盛装神并彰显祂。容器是按其内容的形状、

形象造的。例如，手套是照着手的形状造的，为要盛装手。手套是容器，手是内容。同

样，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好使神在基督里进入他里面。人是器皿，就是容器，基督

是宝贝，就是内容。（林后四 7。）为这缘故，罗马九章莒示我们是神所造的器皿，为要

盛装祂。（21-23。） 

 

神是看不见的，但祂有样式或形状，作祂所是的彰显。（腓二 6，来一 3。）甚至在基督

成为肉体以前，耶和华作为基督也曾以人的形状向旧约的圣徒显现。（创三二 24-30，士

十三 6，8，11，15~22。）例如，在创世记十八章二至十三节，有三个人向亚伯拉罕显现。

三人其中之一就是基督，也就是耶和华，其他二位是天使。（十九 1。）耶和华作为基督，

以人的形状显现，来访问祂的朋友亚伯拉罕。我们就是照着这人的样式被造。罗马五章

十四节与此一致，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者的预像’。这意思是照着基督被造的亚当，

乃是基督的预像。我们不该轻视我们自己，以为我们不过是地上的尘土。我们该领悟，

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照着基督所造的人。 



我们按着神的形象，照着祂的样式被造，好使祂有一天能进入我们里面，并成形在我们

里面。在加拉太四章十九节，使徒保罗说，’我的孩子们，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

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意思就是祂已将祂自己构成到我们

全人的每一部分。我们可再以手套为例，说明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这事。我们将手放在

手套里，我们的手就可以在手套里活动，但手还未’成形’在手套里，直到所有的手指

都定位。同样，基督已分授到信徒的灵里，但祂也许还没有成形在他们的魂里。基督要

成形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该让祂占有我们的魂；我们的魂是由心思、情感和意志所组成

的。 

 

我们该让主据有我们的心思。我们也许考虑要买某个东西，但主可能指明，祂不要我们

买。我们也许与主抗争，说，’主，我要买这个。请你留在我的灵里，不要进入我的心

思，不要干预我的思想。请不要管我。’但主必须接管我们的心思，好成形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该让基督浸透我们的情感。例如，一位年轻弟兄受一位年轻女子的吸引，也许感

觉基督不赞同他对她的感情，就把基督局限在他的灵里，不肯让基督扩展到他的情感里。

然而，他若向基督屈服，请祂进来接管他的情感，基督就会据有他的情感。我们若不让

基督扩展到我们的心思、情感或意志里，祂也许会兴起外面的环境，这些环境会使我们

给祂自由的路，扩展到我们的魂，经过并据有我们的魂，使祂得以成形在我们里面。 

 

神造人有灵 

创世记二章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塑造人，将生命之气吹在他鼻孔里，人就

成了活的魂。’神造人用了两种材料：尘土为着造人的身体；生命之气为着产生人的灵。

一面，人的身体是用地上的尘土塑造的。这由三章十九节证实，这节说，’直到你’归

了土，因为你是从土取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另一面，吹入人身体里的

生命之气，成了人的灵。二章七节里的'气’，希伯来文是 neshamah，奈夏玛°这字在箴

言二十章二十七节译为'灵’，这节说到'人的灵’。因此，创世记二章七节里的气就是

人的灵，属人的灵。当人的灵与人的身体结合，人的魂就产生了。人有三部分：灵'魂和

体。（帖前五 23。）在我们的体和灵之间，是我们的魂。人是魂，有两个器官一体（外

面的器官）和灵（里面的器官）。人的魂，就是他的人位，他的自己，有心理的知觉，

能接触心理的范围；人的灵是人里面的器官，使人能接触神；人的体是他外在的器官，

接触物质的世界。 

 

 



我们也许心思被说服，情感也想望，并且意志已决定要与某人争辩，或沉湎于某种属世

的娱乐。然而，在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之外，我们里面深处却觉得，我们的灵禁止

我们作这些事。这样的经历证实主作为那灵不在我们的心思、情感或意志里，乃在我们

的灵里。人的灵是器官，用以接触并接受神到他里面，作他的生命和一切。约翰四章二

十四节说，’神是灵；敬拜祂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我们要敬拜神，必须在我

们的灵里敬拜祂，因为灵乃是神的性质。 

 

我们需要在十四节的光中，领会二十四节里敬拜神的事；十四节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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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里的水就

是二十四节里是灵的神；因此，饮于是灵的神，就是对神真正的敬拜。（七 37-39。）我

们越借着呼求主的名运用我们的灵，就越饮于那灵而敬拜神。（林前十二 3|13。）借着

运用我们的灵，我们饮于是灵的神作活水，好对是灵的神有真实的敬拜。提后四章二十

二节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主作为那灵乃是在我们的灵里。（林后三 17,）电晶体

收音机有接收的装置，使其能接收无线电波。收音机若调对频道，就会接收无线电波并

播出音乐。我们可将人比作电晶体收音机，将接收的装置比作人的灵。人若运用他们的

灵，因而将他们的’接收器’调对频道，他们就会接收属灵的’无线电波’，并能播出

属天的’音乐’。 

 

神造人有灵，作为接触祂的器官，并作属灵的’胃’以接受并盛装祂。（亚十二 1。）在

约翰六章五十七节，基督说，’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我们被造有人的灵，好

盛装、消化、并吸收神的具体化身基督，作我们属灵的食物。正如我们肉身的胃使我们

想吃食物，照样，在我们属灵的胃里，我们也渴求神。（35。）假定你是穷人，你竭力

赚钱，至终得着许多物质的东西，如华屋、美食、锦衣、以及最好的交通工具，来满足

你肉身的需要。即使你付得起许多属世的消遣，来满足心理的需要，无论你有多少物质

的享受和心理的满足，你里面深处仍会感觉虚空和饥饿。这就是你灵里的饥饿，这饥饿

唯有基督能满足。 

 

 

 

 

 



吃基督好被变化为宝贵的材料, 为着神的建造 

我们要完成神建造的定旨，就需要运用我们的灵，吃基督作属灵的食物，好使我们被变

化为宝贵的材料，为着神的建造。我们吃什么，就成为什么并彰显什么。我们所吃的食

物被我们的胄消化，并输送到我们的血液里。至终，其滋养的元素被吸收到我们里面，

成为我们这人的构成成分。我孩提时，我的外祖父母住在海边。我家几乎不吃鱼，但我

的外祖父母却吃很多鱼。每当我去外祖父母家，我就希奇那里总是有鱼的味道。这个故

事说出，我们的吃与我们的构成有关。我们若天天运用我们的灵吃基督，就会被祂构成，

至终有基督的馨香之气。（林后二 15） 

 

我们借着吃神的具体化身基督，就会经历生命里的变化。在圣经中，变化不是仅仅外面

的改变或改正，乃是里面的新陈代谢，是一种将新元素供应给生机体，以顶替并排除旧

元素的过程。可以说，信徒这生机的变化，乃是’神圣的化学’，将神的元素加到人性

的元素里。我们吃基督作生命树，那灵作生命水的河就在我们里面涌流，将作金子的神

带进我们里面，产生我们为珍珠，并将我们从泥土人变化成为宝石，使我们成为作神建

造之召会的宝贵材料。我们若没有经历变化，就会仍是’泥的’，就是天然、轻率且松

散的，但我们若经历变化，就会成为’金的’，就是神圣、有分量且贵重的。例如，我

们若经历充分的变化，即使其他信徒不喜欢我们或批评我们，我们也不会被他们得罪。

反而我们仍能爱他们，并为着他们至终会被变化成为金子、珍珠和宝石，并且建造到新

耶路撒冷里而赞美主。今天我们需要吃基督作生命树并喝生命的灵，好使我们被变化，

成为宝贵的材料，以建造召会。我们完全被变化并在神圣的生命里被建造起来时，我们

就会预备好作基督团体的新妇，祂就要回来，将荣耀的召会献给自己，作祂所爱的配偶。

（弗 526-27。） 

 

 

 

 

 

 

 



第三章  约翰福音 - 一卷生命的书 

           上一篇   回目錄     

读经： 

约翰福音一章一节, 四节，十四节，二十九节, 三章五节, 四章十四节，二十四节，六

章三十五节, 五十七节，七章三十七至三十八节：十二章二十四节，十四章六节, 十九

至二十节, 十五章五节, 二十童二十二节。  

 

圣经开始、继续并结束于生命 

圣经是奇妙的书，因为它是一本生命的书。这书一贯的启示生命；它开始、继续并结束

于生命的启示。在圣经的起头，我们看见神将人放在生命树跟前；（创二 8~9;）生命树

表征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以食物的形态作人的生命。（约十五 1，六 57。）神将人放

在生命树跟前，用意是要人借着吃基督作生命树，而接受祂作生命。在圣经的末了，我

们看见生命树是新耶路撒冷的中心与普及。（启二二 2。）圣经末了一章记载享受生命树

一就是基督连同神圣生命的一切丰富的应许：’那些洗净自己袍子的有福了，可得权柄

到生命树那里。’（14=）十四节启示，信徒永远的定命乃是享受基督作生命树。因此，

圣经的两端彼此对照，因为两端都着重的启示生命。 

 

创世记和启示录之间有条鸿沟；而把鸿沟连结起来的乃是约翰福音，一卷生命的书。这

卷书启示基督自己是生命，（十四 6,）祂是生命的粮，（六 35,）祂有生命的水。（四

14。）在十章十节，基督宣告：’我来了，是要叫羊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基

督来了，不是要给我们道理，乃是要将神圣的生命分授到我们里面。约翰是加利利一个

普通的渔夫，他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然而，他至终成了年长、老练的使徒，他写了深

邃、奥秘的福音书。约翰福音的语句简单而直接，其内容却深奥而奥秘。这卷福音书里

所记载的许多句子都很简短、简单，但其意义却极其深邃。要深入探究约翰福音，我们

需要带着祷告来读这卷书。 

 

 

 

http://www.rucoc.com/Selbooks/WitnessLeeCollection/1974/6/3.mp3


 

话、神、生命、光、肉体和羔羊 

约翰一章一节说，’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这里’太初’一辞，意思是

已过的永远，而创世记一章一节里的’起初’是指时间的起初。话与神有别，却不分开。

话与神同在，所以话与神是二，但既然话就是神，话与神就是一。这是个奥秘。基督是

话，（一 14，厓十九 13，约壹-1，）祂也是神。（罗九 5。）基督作为话，乃是神的解

释、说明、显明和彰显；因此，祂就是解释、说明、显明并彰显出来的神。我们若不认

识基督作为话，就无法认识神，但我们若认识基督，就能认识神。因此，要认识活的神，

我们不该仅仅运用心思研读神学，乃该运用我们的灵瞻仰基督。 

 

约翰一章四节说，’生命在祂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在作为神的话的基督里

面。所有的人都需要那在基督里面的神圣生命，因为他们受造就是要作这生命的接受者。

因着生命照耀，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为着旧造的光是物质的光，（创一 3~5，14~18，）

而为着新造的光是生命的光。 

 

约翰一章十四节说，’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地有恩典，有实际。

我们也见过祂的荣耀，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那是神的话成了肉体，就是神取

了人的生命和人的性情。基督作为神，借着成为肉体，成为名叫耶稣的人，好完成救赎。

因此在二十九节，施浸者约翰看见基督，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

这里神的羔羊是指钉十字架的基督作为救赎主。基督有分于血肉之体，并作为神的羔羊

为我们死于十字架，流出祂的宝血，好洗去我们的罪，并将我们赎回归神。 

 

铜蛇 

在三章五节，主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在十四至十五

节，祂说，’摩西在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远

的生命。’在创世记三章，古蛇撒但进入人突里面败坏人；在启示录二十章，他要被扔

出去。（3，10。）在创世记和启示录之间，撒但总是在作工败坏人。在创世记三章，蛇

将他的性情注射到人的肉体里。当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时，他们就被蛇所晈。（民二一

4~9。）神吩咐摩西为着神的审判，朁他们举起铜蛇，使凡望铜蛇的得以存活。在约翰三

章，主将自己比喻为那铜蛇。主在肉体里，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罗八 3，）这



样式等于铜蛇的形状。铜蛇有蛇形却无蛇毒。基督成了肉体的样式，但祂没有以任何方

式有分于肉体的罪。（林后五 21，来四 15。） 

在神眼中，主在肉体里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时，乃是在蛇的形状里，使我们蛇的性情受

对付，并使我们能得着永远的生命。虽然许多基督徒知道，逾越节的羊羔是主的预表，

（出十二 3-4.）但很少人领悟，铜蛇也是祂的预表。我们堕落之人的难处不但来目罪，

也来自那蛇撒但。例如，许多年轻人因着他们蛇的性情，而染上毒瘾。主在十字架上不

但将祂自己作为神的羔羊献给神，以对付罪；（来九 14;）祂也作为铜蛇被举起来，以废

除古蛇。（二 14。）因为撒但一那蛇一将他的性情注射到人里面，在神眼中，所有堕落

的人都成了蛇。我们得救以前，不但是罪人，也是天生就有蛇性的蛇。例如，小孩因着

他里面的蛇性，没有人教导就自然会说谎。我们堕落之人的性情，乃是撒但的蛇性。 

 

我们可将人比作捕鼠器。要捉老鼠很难，因为老鼠总是会逃跑。然而，我们可以用装了

诱饵的捕鼠器。老鼠想要取得诱饵，就被引诱进入捕鼠器，于是落入陷阱并被除灭。同

样，宇宙中有只’老鼠’，就是撒但。人性成了陷阱，将他捕捉在其中。当撒但进入人

的身体，而使其变质为肉体时，他取得了诱饵，却落入人的肉体这陷阱里。有一天，神

在基督里化身成为在肉体里的人，基督就穿上罪之肉体的样式。（罗八 3。）祂是有蛇形

而无蛇毒之铜蛇的应验。基督上十字架时，就把肉体带到那里钉了十字架。借着将肉体

钉十字架，祂就废除了在人肉体里的蛇。因此，希伯来二章十四节说，’儿女既同有血

肉之体，祂也照样亲自有分于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废除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基督借着祂的死，废除那将目己注射到人里面的魔鬼。基督在十字架上不但是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的罪，也在蛇的形状里，废除魔鬼，古蛇，使我们能得救脱离我们的罪，并得

释放脱离撒但。 

 

生命的水和生命的粮 

我们得救脱离罪并得释放脱离蛇以后，就可享受主作生命和光。在约翰四章十四节，主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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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是赐活水者。在六章三+五节，祂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而在五十七

节，祂说，’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吃就是把食物接受到我们里面，并生机的吸收到我们体内。因此，吃主耶稣就是将祂接

受到我们里面，为重生的新人以生命的方式所吸收；然后，我们就凭着所接受的主而活。

七章三十七至三十八节说，’节期的末曰，就是最大之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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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水的江河（复数），乃是生命多方面的流出，（罗十五 30，帖前一 6，帖后二 13，加 5 

22-23, ） 

这生命源自那独一生命水的河，（启二二 1，）就是神的生命之灵。（罗八 2。）活水的

众江河包括爱的江河、忍耐的江河、智慧的江河、公义的江河、圣别的江河、恩慈的江

河、和节制的江河。我们到主这里来饮于祂作活水，我们就享受活水的江河。 

 

世界的光、门、草场和牧人 

在约翰九章五节，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祂是照耀在世界上的真日光。在十

章九节，祂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要得救，并且必要入，必要出，也必要

找着草场。’基督是门，让神的选民从犹太教，律法的宗教出来，进入祂自己这丰富的

草场。祂是门，让我们从任何宗教的圈出来；祂是青绿的草场，让我们得喂养；祂也是

好牧人，引导我们到祂自己这丰富的草场。在十二章二十四节，主耶稣宣告：’一粒麦

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主是一粒麦子落在

地里死了，并且复活产生许多子粒一在基督里的信徒就是麦子的许多子粒。 

 

复活的基督作为生产的生命，能结出许多子粒。这也见于十五章五节，那里主对门徒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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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葡萄树，借着祂的枝子（就是祂的肢体）结

出许多果子，作祂的繁增。羔羊属动物生命，表征基督生命救赎的一面，而麦子属植物

生命，表征基督生命生产的一面。基督既是动物生命以救赎我们，也是植物生命以生产

我们。基督经过人性生活和钉十字架以后，就进入复活。二十章启示，基督在祂复活的

晚上，回到门徒那里，并且’向他们吹入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22。）基督这

样作，就将祂自己作为圣灵吹入他们里面。（十四 17。）二十章二十二节的’灵’字，

在希腊原文是 pneuma，纽玛，意思是’气’或’空气’。约翰福音首先启示基督是话，

就是神，至终启示祂是那灵，就是圣气。 

 

经历那是生命的包罗万有的基督 

借着享受基督作神的羔羊和铜蛇，我们的罪已得赦免，并得释放脱离蛇；因此，罪与蛇

都在我们脚下。今天我们可以经历复活的基督作赐生命的灵，就是圣气。我们呼求主的

名，就能将祂吸入我们里面。祂进入我们里面时，就成为生命的水解我们的干渴，生命



的粮满足我们的饥饿，生命的光照耀我们，门让我们从任何宗教的圈出来，丰富的草场

喂养我们，以及好牧人将我们领至草场。我们经历基督作为气，祂就成为我们的一切。

这就是我们享受那是生命的包罗万有的基督。 

约翰福音启示基督是生命，给我们经历并享受。在已过的永远里，基督，就是话，与神

同在，并且就是神。生命在基督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借着基督成为肉体，话成了

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地有恩典，有实际。基督在十字架上作为神的羔

羊而死，解决了罪的问题，并且被举起来，应验了铜蛇的预表，好废除魔鬼，使我们可

以接受祂这永远的生命。我们接受基督作生命，祂就成为我们的一切：我们的气、水、

粮、光、门、草塌和牧人。因为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凭祂而活。（十四 19、｝

我们凭祂而活，就主观的认识弛。我们也认识基督在父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祂也在

我们里面。（20。）这就是认识我们与三一神调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