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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篇 金灯台的意义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三十六节，三十七节，撒迦利亚书
四章二节，十节上，启示录一章十二节，十三节，二十节，四章五节下，五章六节，一章
四节。 
 

从今天早晨起，我们有六次聚会，专门来看圣经中的金灯台。我先要和弟兄姊妹说清
楚，表面上看，约翰写的书信、福音，还有他的启示录，和旧约的出埃及记毫无关系，也
可以说很难看出这个关系来。好像这一个人穿西装，那一个人穿中装，看不出来有什么关
系；但是我愿意告诉大家，从骨子来说，约翰所写的东西都是发挥出埃及记。 
 

约翰的著作与出埃及记的关联 
 

羔羊和帐幕 

 
出埃及记里头有几件重要的东西：第一是羔羊。出埃及记所以成为出埃及记，是因为有

逾越节的羔羊，叫他们从埃及出来了。第二是帐幕。以色列人过了逾越节，出了埃及，到了

旷野，神就要他们为祂造一个帐幕；所以你读到出埃及记末了第四十章，就是一个帐幕竖立

在那里，神的荣耀充满在其中。这样我们知道，出埃及记里第一个东西是羔羊，末后一个东

西是帐幕。那么现在我问你们，约翰的福音、约翰的书信、约翰的启示录，头一个东西是什

么？末一个东西是什么？约翰写的东西有两个「看哪！」在约翰第一章里头有一个「看哪」：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里头还有一个「看哪」：「看

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你看在出埃及记里头有羔羊和帐幕，羔羊是为着帐幕；在约翰的著

作里头也有羔羊和帐幕，同时这个羔羊也是为着帐幕。 
 

圣膏油 

 
在羔羊和帐幕之间还有好几件东西，一件是圣膏油。这圣膏油在出埃及记里头有，在约

翰的书信里也有。约翰所写的膏油涂抹，并不是约翰的创作，乃是约翰从出埃及记里头引来
的。可是若光看约翰的书信，你知道圣膏油，却不知道它是什么成分。你要看它的成分，就
要回到出埃及记里去。在那里你看见它的成分有一欣橄榄油，这是一个主体。在这一欣橄榄
油之内，有四种香料：没药五百舍客勒，香肉桂二百五十舍客勒，菖蒲二百五十舍客勒（这
两个二百五十舍客勒合成五百舍客勒）；还有桂皮五百舍客勒。这些就是圣膏油组成的成分。
在基本的橄榄油里加上了、调进了四种香料。不再是油，乃是膏油。而在这个分量的里头。
包含着三而一的神，其中第二位被裂开。它的数字「五」，又包含创造的神和受造的人。第
二个单位被裂开，含蓄着基督的死。此外，菖蒲是从淤泥中长出来的，象征复活；桂皮的香
气有驱逐邪虫的能力。你把这些统统加起来，就看见圣膏油的成分，也看出圣膏油的功能。 
 

需要读旧约的古典 

 
所以我们光有新约不够，还需要旧约。在新约里头有圣膏油，有膏油的涂抹，但是看不出

那个成分和功能；要看出成分和功能，非要到古典里找原图不可。这个古典在那里呢？就在出
埃及记。整本出埃及记是古典。「看哪！神的羔羊。」这是什么意思？要去找古典。你找来找
去，就找到出埃及十二章：各家都要预备羔羊。启示录又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这
是什么东西？也要回到古典里去。在出埃及记里就看见帐幕是怎样建造的，是什么成分，什么
料子，怎么一个局面。要知道这些，非到古典里头找不可。所以我们大家都得读古典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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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灯台是基督，也是教会 

 
我们在古典里看过了膏油，现在来看启示录第一章，使徒约翰说，「我转过身来…就看

见七个金灯台。」这是什么？也要去找古典。我不知道你们找过这个古典没有？我再对你们
青年人说，一定要学习读古典。好比你们今天要在中文方面有基础，非读经典不可，否则不
过是跟着人家，人家说什么，你也说什么，究竟怎么一回事，你也不知道。属灵的事也是一
样。今天不要说一般基督徒，就是神学家，他们也只是跟着人说说就是了。七个金灯台就是
七个教会，为什么呢？大家就说，因为灯台是发光的，教会在今天黑暗时代，也是发光照亮。
这些就是人云亦云。金灯台不是这么简单，要找古典。羊羊、帐幕、圣膏油都有它们的古典，
金灯台也有它的古典。出埃及记里不光有羔羊、帐幕，还有圣膏油和金灯台；约翰的著作里
不光有羔羊、帐幕，也有圣膏油和金灯台。约翰的著作都是出埃及记的发展。出埃及记是个
苗圃，种子种在那里，小苗长在那里；而约翰的著作是个大园地，不再是苗圃了。我鼓励你
们回家去读古典，到苗圃里挖掘去。 

 
我在最懂得圣经的弟兄会，七年半之久，曾经参加一千多次的聚会，没有一次不查经、

不讲道；他们不闲谈，没有多少祷告和唱诗，来在一起就是读经、查经、讲经。我在那些教
师跟前受教一千五百多次，关于帐幕、羔羊，也不知听了多少。但以理第九章末了的七十个
七，第七章的四个兽，启示录里的两个兽，但以理第二章的大像，我都听过了。从一九二五
年到一九三二年夏天，足足听了七年半，听得太熟，印象太深，直到今天我章节都能背出来。
但我的点在这里：我听了那么多，弟兄会的教师们只告诉我说，金灯台预表基督是光。因为
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们告诉我，金
灯台在圣所里预表基督是世界的光。我也接受了。等到一九三二年以后，在我家乡烟台有了
教会，我一个礼拜讲五次道，也告诉人说，主耶稣就是金灯台，是世界的光，没有祂我们就
在黑暗里，有了祂我们的脚就行在光中。我讲得很响亮，也很感动人。但是从来没有人告诉
我说，金灯台和教会有关系。不光有关系，并且金灯台就是教会。你们听见过么？赞美主，
在教会中近二年我们听见了。 

 
不错，在出埃及记里金灯台是基督，但是到了启示录的发展里，金灯台不再仅是基督，

而是教会。在出埃及记里金灯台是基督，到了启示录一章金灯台是教会。在苗圃里是基督，
到了园地里是教会。金灯台扩充了，一个变作七个。在出埃及记里是一个，在启示录里是七
个。一个灯台是基督，七个灯台是教会。原来只有基督，后来基督变作许多的教会。弟兄会
的教师们一再教导帐幕不光指着基督，也指着教会；他们对这点看得很清楚。但是他们从来
没有告诉人说，灯台不光指基督，也指着教会。在这里他们的光不够。但感谢主，今天主给
我们更进一步的亮光，叫我们看见金灯台一点不错是基督，可是这位基督已经从一位变成多
位了。 

 
没有主观真理亮光的人，一听这话就会说，「李某人讲异端，一位基督竟然会变成多位

基督，那我们不是有多位救主了么？」不是这样说法。基督可以从一位变成多位，但救主不

能变。林前十二章十二节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

身子；基督也是这样。」能不能把「基督也是这样」改成「救主也是这样」或「神也是这

样」？这就是一般基督教中反对的人的辩证法。我的确告诉人说，基督能够扩增，从一位变
多位。他们就说这是异端，把一位救主变成许多位救主了。但无论如何，「肢体虽多，仍是

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这清楚告诉我们，基督今天也是身子。身子是教会，所以基督

也是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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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埃及记里的金灯台是基督，是独一的；到启示录里，金灯台是七个，是多数的。在
出埃及记里是基督，到启示录里就变成教会。你若不赞成，回去安静一下，祷告主，主一
定给你亮光，给你看见，旧约里的金灯台是基督；到了新约里，特别是新约末了，金灯台
就是教会。在旧约里，光有基督还没有教会；到了新约的时候，基督就从一粒麦子变作许
多粒，一个灯台变作许多个灯台。不要想和我辩论，回去安静祷告，亮光会照耀你，叫你
看见今天每一个正确的地方教会都是一个金灯台；基督如何是一个金灯台，每一个地方教
会也如何是一个金灯台，毫无二致，一样一式。 

 
四十多年前，我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以为在旧约里的那个灯台，是一个座七个灯盏，

而在启示录中的七个灯台，是七个座七个灯盏。今早我要告诉你们，这是错的。在启示录里
的金灯台，每一个座也有七个灯盏。怎么证明呢？证明就在七倍加强的灵。四十多年前，我
只看见圣灵，没有看见七倍加强的灵，所以以为新约里的灯台是一个台一个灯盏。但今天我
清楚看见，新约的灯台和旧约的灯台一样一式，也是一个台七个灯盏，而这七个灯盏就是神
的七灵。 
 

金灯台就是三而一的神 

 
再者，你能否想到，金灯台象征三而一的神？你看，在金灯台里有「三」这个数字。

它是一个干分出六个枝子，左边三个枝子，右边三个枝子，三是象征三而一的神。同时金
灯台的干和枝上有杯、球、花三层，也是象征三而一的神。但除此以外，还有别的点给我
们看见，这金灯台乃是象征三而一的神。 
 

性质预表父神 

 
第一，金灯台是纯金的，没有杂质。在圣经的预表里，金是指着神的性情说的。如同这

个台子的性质是木头，这本书的性质是纸；金灯台的性质就是金子。金子预表神的性情。神
的性情如同精金一样，是独一的，是纯洁的，是不锈的，是不变化的。无论什么金属都会变
化，只有金子不变。神的性情就是如此。所以在这里按着灯台的性质说乃是预表父神。父神
的性情在这里，父神的性质在这里。金灯台的本质、本性就是父神。 
 

形体预表子神 

 
第二，金灯台是个站台，有个形体，这个形体就是预表基督。基督是神的形体，是神

具体的表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在这里就看见有本质、本
性，还有形体。假使这里有些金子，仅仅是一片、一堆、一块，或者一球，它就没有一个
确定的形体。但是金灯台的一他连得金子，不光是一堆，它有具体的形状；它这具体的形
状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就是神的具体表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
形有体的居住在祂里面。所以这里有父神是性质，还有子神是形体。 
 

发表预表灵神 

 
第三，金灯台有七个灯盏。七个灯盏是什么？你在旧约圣经中找不出解答；在撒迦利亚

书能找出一点解答，但不是太清楚。撒迦利亚第四章说，七个灯盏就是神的七眼。金灯台上
有七个灯盏，那七个灯盏就是神的七眼。今天神在祂的行政、经营里有七个眼睛。基督徒喜
欢画图表现属灵的事，我从来没有看见人用图画表现神有七个眼睛。在你们的观念里，神有
几个眼睛？定规是两个。但圣经说，神有七个眼睛。七个灯盏就是神的七个眼睛。七个灯盏
既是神的七个眼睛，灯台当然就是神。你不能把七个眼睛剜出来摆在空中，说，这是七个眼
睛。要知道金灯台就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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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不是那么简单。到启示录里来看，这七个灯盏不光是神的七眼，还是神的七灵。
七灯盏就是七眼睛，七眼睛就是七灵。七灯盏就是神的七灵，而神的七灵就是圣灵。圣灵
是神的灵，神的灵是一，为什么这里说七呢？这好比有的电灯泡，光度能够加以调整，叫
它一倍、两倍、三倍。你若不需要很强的光，一倍就可以了；你若需要较强的光，就可以
加一倍、两倍。神的灵就是神的灯。光到了黑暗最厉害的时候需要加强七倍。等到约翰写
启示录的时候，那是最黑暗的时候。今天我们需要一灵呢，还是七灵？太黑暗了！需要七
倍加强的灵。今天在地方教会中的亮光是几倍呢？七倍！许多人都能作见证，自从来到教
会，这亮光把我们盯牢了。这光不是马马虎虎的光，不是像萤火虫、火柴、蜡烛的光。今
天在地方教会的光是七倍加强的光。 

 
从前你作教友时，回家打两下太太没有问题；但是现在聚完会回家，看见太太事情作

错了，正要责怪的时候，「嗤！嗤！」光来了！光太强了，把脾气都照掉了。有时候作丈
夫的说话厉害一点，姊妹刚要回嘴，「嗤！」光来了！就是为这缘故，大家能见证，从我
们进入教会，家里不大吵嘴了。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意见；有时候我的意见来了，上升到
鼻孔了，但是「嗤！」光来了。我就能说，「哦，主阿！赞美你！万有是我们的，连我的
太太有点不妥当，也是我们的。感谢赞美主，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
不吵嘴。 

 
但是你到基督教许多团体去，他们开董事会、负责人会，常是吵嘴的，有的明吵，有的

暗吵。但感谢主，我信你们好多人能作见证，在地方教会不同。因为光太强了，刚要吵，
「嗤！嗤！」不但照到了我的嘴唇，也照透了我的脑子。这七倍加强的光比任何透视的光都
厉害。不光吵嘴如此，许多事也都如此。在地方教会中亮光是强的，因为有七倍加强的灵！
但我的点是在这里：这个金灯台，它的本质是父神，它的形体是子神，它的发表是灵神。父
子灵都在这里。 

 
当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祂是那个金灯台，祂走到那里，大光就照耀到那里。特别

是马太第四章，祂到了加利利，那里就说，有大光照在黑暗中死荫之地的人。同时祂在地上
行走的时候，祂有一个形体。耶稣基督是那个形体，在祂里头的本质、本性是神自己，祂身
上的发表就是灵。三而一的神就是金灯台，金灯台就是三而一的神。 
 

父子灵是不能分开的 

 
今天的基督教一直保守传统的三而一道理，说，父是一个单位，子是一个单位，灵又

是一个单位。他们说，父子灵是三个不同、独立的单位。他们缺少亮光。启示录中说，神
的灵（七灵）不光是神的七眼，也是羔羊的七眼。羔羊是基督，七眼是圣灵。你能不能说
人的眼睛和人是分开、独立的两个单位？神的七灵（就是圣灵），乃是羔羊基督的眼睛；
这告诉我们，圣灵和基督是不能分的。如同你的眼睛和你是不能分开的。灯盏和灯台也不
能分开。七盏灯乃是神的七灵，这七灵是不能和灯台分开的。圣灵和基督永远不能分开。
无论如何，请你接受一个深刻的印象：灯台实实际际就是三而一的神，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歌罗西二章九节）；这位基督发表出来了，祂的发表就是
七倍加强的灵。 

 
灯台到底是一个，还是七个？两个都是。就着它的本质来说，灯台是一个；就着它的发

展、功用、行政来说，灯台是七个。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神，祂是父，又是子，又是灵。祂
是父就是本质，祂是子就是形体，祂是灵就是发表。本质在形体里，形体是在发表里。父是
本质，子是形体，父在子里面；子的发表就是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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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图画胜似千言万语。三而一的神太奥妙了，用我们的言语不能形容。我们连人的脸
面都无法形容，怎能形容三而一的神呢？但感谢神，在圣经里有图样！这里有一幅图样，就
是金灯台，它的性质是金，它的形体是台，它的发表是七灯。这是三而一的神。 
 

当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祂就是三而一的神。为什么？因为祂就是精金。表
面上看祂是拿撒勒人耶稣；实际说来，祂是一他连得的精金。你我都是八十五磅的泥巴，但
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摸不出泥巴，越摸越亮，越摸越宝贵。我们样子打扮得蛮好看，
一摸泥巴都出来了。但是你摸摸耶稣，甚至用水来冲，越摸越亮，越冲越光。主耶稣在世上
的时候，走遍各城各乡，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希律党的、拉比、长老、文士，一切的人都
来摸过祂，在祂身上浇水，但是越摸越亮，越浇越光。祂是精金。不仅如此，祂站在那里就
是光。祂就是那七盏的灯光，祂到那里，那里就有七倍的光。祂是金灯台，这金灯台就是三
而一的神，父在那里，子在那里，灵在那里；父的本质在那里，子的形体在那里，灵的发挥
和光照也在那里。这是基督。 
 

教会是基督的复制品 

 
赞美主，这位基督是一粒麦子，埋在地里死了，又活了，一粒就变作许多粒了。阿利

路亚！从祂死而复活以后，教会产生了。祂是独一的，教会是多数的；一地一地的教会都
是基督的一个出现，所以一盏灯台就变作多盏了。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复制品。
基督是一位，经过死而复活，就成为复制品。阿利路亚，今天的教会是基督的复制品。基
督如何，教会也如何。这不是道理，这是主观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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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篇 圣灵带着基督为着教会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三十一节至三十二节，三十七节，撒迦利亚书三章九节，
四章二至十节，启示录一章四节，十一至十三节，二十节，四章五节，五章六节。 
 

关于金灯台启示的发展 

 
圣经里的启示是逐渐发展的，多半是在创世记里头撒一个种子，接着在以后的各卷书里

一点一点的发展；大部分的发展都是到启示录为止。可以说在创世记有种子，到启示录就有
收成。金灯台这个启示也不例外，很清楚它第一次是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题到。在这里我必
须加上几句话。金灯台这个东西，在人类历史中，以及任何经典中，找不出这一种的观念来。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今天任何高明的设计家，也无法设计出这个图样来。因此，几
千年来，金灯台一直是独一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不是出乎人的观念，而是出乎神的构想。
所以这个图样是很特别的，一个灯台有七个灯盏，它的每一点都有属灵的意思。 

 
在出埃及记里已经把金灯台说得够透切了，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发展。比如说，在出埃及记

二十五章说到灯台的时候，只题到是用精金锤出来的，没有题到油。等到撒迦利亚第四章就加
上东西了，说到灯台旁边还有两棵橄榄树，这两棵橄榄树到了第四章末了就成了受膏者。在希
伯来原文，这里的受膏者乃是油的儿子。这两个受膏者就是两个油的儿子，是满了油的。以后
到了启示录十一章，这两棵橄榄树，也就是这两个受膏者，两个油的儿子，就是要来的那两个
见证人。当教会大部分被提到天上去后，神在地上的见证就落在这两个见证人身上。要知道到
了启示录第十一章，那两个见证人也是两个金灯台。 

 
我的点在这里：在出埃及记里只有金灯台，并没有橄榄油，乃是撒迦利亚第四章才题到

油。那里说，灯台的旁边有两棵橄榄树，先知撒迦利亚问说，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说，
「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这就是说，到了撒
迦利亚第四章，灵的构想带下来了。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只有金的构想－金灯台，还没有说
到油。到了撒迦利亚四章就说到油了。这油就是圣灵。先是金灯台，再是橄榄油（就是圣
灵）。然后到了启示录一章就给我们看见，不是一个金灯台，乃是七个金灯台。一个变成多
个了。 
 

关乎金灯台三步的说法 

 
所以在圣经中，关乎金灯台有三步的说法：头一步是金灯台，第二步是金灯台带着橄榄

油（就是圣灵）；第三步是单数变作多数，一个灯台变作多个灯台。这是非常有意思。在出
埃及记二十五章，灯台是重在基督；到了撒迦利亚第四章，灯台是重在圣灵；到了启示录第
二章，灯台是重在教会。三处都是灯台，但是第一处重在基督，第二处重在圣灵，第三处教
会出来了。 

 
 
 

 

http://www.rucoc.com/Selbooks/WitnessLeeCollection/1977/9/2.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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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是怎样出来的？是基督加上圣灵出来的。基督加上圣灵就是教会，就是金灯台。从
神永远的愿望来看，从神永远的经营来看，从神永远的计划来看，金灯台不光是基督，金灯
台也不光是基督加上圣灵；金灯台乃是基督加上圣灵产生出教会来。教会才是神最终的目标。
从基督经过圣灵达到教会。光有基督，没有教会，神的计划还不能完成；光有基督加上圣灵，
若没有教会，神的经营还没有达到终极目的。我们都要看见，在圣经末了一本书说到灯台的
时候，不是重在基督，也不是重在圣灵，乃是重在教会。我必须在这里说几句叫人不愉快的
话，因为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也很乐意说人好，有的时
候我都立了志，下了决心，在讲道的时候决不题基督教了。但是在讲信息时，膏油又这样膏
抹，所以我也没有办法不说。基督教实在可怜。神的启示先是基督，再加上圣灵，最终就是
教会。但你看今天基督教有没有教会？根本没有。甚至有一班所谓追求属灵的人说，「我们
只要基督，不要教会。」这个变作他们的口号。他们要基督，不要教会，那就是说他们只要
出埃及记，不要启示录。我问你们，启示录是讲基督，还是讲教会？约翰不是说，「我转过
身来就看见基督。」他是说，「我转过身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他说，「灯台中间，有
一位好像人子。」这是一个完整的异象。 
 

要基督，也要教会 

 
我们今天必须看见教会，也看见基督行走在教会中。我们好多人都能作见证，从前我

们在公会里，没有看见多少基督，也没有享受多少基督。自从我们进入主恢复的教会里，
在众地方教会中，我们的确看见那位人子行走在地方教会中。那些喊「只要基督，不要教
会」的，越喊越空。但教会在这里说，「要教会！」为什么要教会呢？因为基督是在教会
中。你若真要基督，就非要教会不可。就好像你要喝水，却说我只要水不要杯，结果连水
也没有了，因为没有杯，水也了了。 

 
一九五七年四月间，从英国和丹麦来了几位弟兄，非常称赞在台北那个大会的听众；

一位老弟兄说，他一生服事主，从来没有看见这样的听众。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却想要
把教会打掉。他们在这里住了八个礼拜，很欣赏中国茶。一天，我们在工人之家坐下来喝
茶，正在品尝的时候，我就抓住机会来说话了。因为我确实知道他们肚子里的故事，他们
认为我们什么都好，就是可惜香膏里头有一个死苍蝇，这个死苍蝇就是教会问题。但是他
们不敢明言，更不敢明打。所以这一天坐在工人之家，大家喝茶，我就抓住机会说，「你
们来到这里，很欣赏这个茶；但是很可惜我发觉一件事，你们想要把我们的茶杯、茶壶打
光。」我又说，「请问，你若是把我们的茶壶茶杯打了，茶倒到那里去呢？茶也就没有
了。」他们彼此看一看，心里明白。但是从那时候起，在我们中间，有少数青年同工受了
影响，喊一个口号说，要基督，不要教会。到今天二十年了，事实没有法子否认。二十年
的历史证明说，要基督，不要教会的人都光了，了了，空了。 

 
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喝茶壶，不喝茶。我们之所以要茶壶，是因为我们要喝茶。

我在家里喝茶，茶壶、茶杯相当讲究。我花一百块钱买茶壶，只花五块钱买茶。请问，你
的钱花在茶壶上多，还是花在茶上多？我们打了二十多年的仗，今天这个仗还在打，这个
仗并不在基督身上，都是在教会身上。大家的争执点不在基督，乃在教会。 

 
 

二十年的历史证明，只要基督不要教会的人一定光。他们只要茶，不要茶壶；但是我
要茶，也要茶壶。圣经不是停在出埃及记，乃是一直达到启示录。到了启示录末了有一个
大茶壶－新耶路撒冷。那是宇宙的茶壶，它的名字叫新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大茶壶，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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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茶壶。无论怎样，神的启示不停在出埃及记，也不停在撒迦利亚书；神的启示是一直达
到启示录。 

 
 
 
 
 
灯台、耶和华、羔羊和石头 

 
现在我们再来看什么是金灯台。我曾说过，金灯台就是三而一的神。父是本质，子是形

体，灵是发表。所有看见光的人都要说，「阿利路亚！这个金灯台就是三而一的神。」但今
天早上我还要点几点给大家看：第一，圣经说这个金灯台上有七个灯盏。到了撒迦利亚书就
说，这七个灯盏是耶和华的七个眼睛。七个眼睛等于七个灯盏，那么耶和华呢？就等于灯台。
灯台、七个灯盏；耶和华、七个眼睛。这里说得很清楚。七个灯盏是七个眼睛，那么灯台就
是耶和华。 
 

第二，这七个眼睛也是羔羊的七眼。原来是灯台，以后从灯台转到耶和华，又从耶和
华转到羔羊。这告诉我们，灯台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羔羊，灯台上的七个灯盏就是耶
和华的七个眼睛，耶和华的七个眼睛就是羔羊的七眼。接着撒迦利亚书又说，这七眼也是
一块石头上的七眼；所以这块石头也就等于羔羊。灯台等于耶和华，耶和华等于羔羊，羔
羊等于石头。四件东西等于一。灯台的七个灯盏就是耶和华的七个眼睛；耶和华的七个眼
睛就是羔羊的七个眼睛；羔羊的七个眼睛就是一块石头上的七个眼睛。 

 
不要以为这个很简单。二十多年前我搞这些东西，灯台、耶和华、羔羊、石头，搞得

我头昏眼花。不过今天早晨我给你们找出路来了。我若没有给你们找出路来，你们读出埃
及记二十五章，撒迦利亚书三、四章，启示录一章、四章、五章，就是读了一天还找不出
结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我们的神当初默示圣经的时候，不把它弄得简单一点。
我再问你们，四个东西是什么？灯台、耶和华、羔羊、石头。三个东西是什么？七灯、七
眼、七灵。 
 

七灯、七眼、七灵 

 
七灯是七眼，七眼是七灵，七灵是七灯，你可以一直这样转的。那么你告诉我，灯是什

么意思？眼是什么意思？灵是什么意思？怎么灯又变作眼？眼又变作灵？灵又是灯？你们有
人说，「七灯照亮、七眼传神、七灵浸透。」有道理。但还不完全。现在我再问你们，为什
么灯台又是耶和华，耶和华又是羔羊，羔羊又是石头？ 
 

历代这些真理都埋藏在圣经里，就是最高的神学学府，他们读到这里，也都是略而不
谈。他们说，「不要管得太多，圣经里头有一些地方我们是很难明白的，我们只管我们所
能明白的。」最后他们只管约翰三章十六节和提前一章十五节。你去请教所有的神学家，
去读所有的解经书，没有一个地方告诉你，灯台是三而一的神。也没有地方告诉你，出埃
及记的灯台重在基督，撒迦利亚书的灯台重在圣灵，启示录的灯台乃是教会。因此，今天
许多基督徒才不重看教会，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光，没有这个启示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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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买了一个很好的表，外面的盒子十分好看；我家里的小孩子看到了，不要表，
却要那个盒子。他看那个表盒蛮好，他欣赏那个表盒子，因为他的「异象」、他的「启示」
就是那么多。那是他的糊涂异象、他的低下异象。但是我却非常精明，表一来，放在口袋里，
表盒子给他。因为我有眼光，我能看见那个精明之处。 

 
 
 
 
有一天，我在德克萨斯州休士顿讲道，讲完了，一个太太来对我说，「李弟兄，你这个

道很好，不过你为什么只讲教会生活，不讲家庭生活？」我说，「讲家庭生活的人已经够多，
不需要我讲了；就是因为没有人讲教会生活，我才补这个缺，专讲教会生活。」我说，「认
真说，你看是教会生活宝贝，还是家庭生活宝贝？那个高？那个低？那个重？那个轻？」我
越说越多，说到末了，我说，「你若没有正确的教会生活，你难得有正确的家庭生活。」这
位太太是和丈夫分居的，所以盻望我这个传道人再来讲一点家庭生活，帮助他们和好起来。
其实她不知道，他们之所以分居，就是因为没有教会生活。有了教会生活，我不信一个家
庭会分居的。我们可以夸耀说，「今天教会生活中没有离婚的！没有分居的！」吵了一顿
之后，先打自己、先认罪、先流泪，然后到太太跟前说，「对不起，原谅我，教会生活逼
着我认罪，逼着我道歉！」所以我就对那位太太说，「今天你需要教会生活。我所以来到
这里，就是受神的托付告诉你们，你们需要教会生活。」 
 

金灯台是为着教会 

 
这些宝贵的真理都在圣经中，但是人的眼睛太肤浅，看不透，看不进去。金灯台之所

以是金灯台，还不是为着基督，也不是为着圣灵，乃是为着教会。教会从那来的？从基督
加上圣灵而来的。永远不要忘记，这一位基督加上圣灵就是教会。 
 

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救主，就是耶和华作了我们的救恩。所以这一个耶和华也就是
羔羊。「看哪，神的羔羊！」这个羔羊是谁？就是耶和华救主，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在
肉身里来背负我们的罪孽。祂是我们的耶和华羔羊。祂是永远的神来作了我们的救赎主。所
以耶和华的眼睛就是羔羊的眼睛。而这羔羊不仅在十字架上死了，担了我们的罪，祂还从死
里复活了！祂一复活就成了那一块石头。怎么知道呢？这个解经不太容易，你需要读使徒行
传三章、四章。 

 
行传三章十五节，彼得在那里传福音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祂从死里复

活了。」四章十一节彼得又说，「祂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在那里成为房角首石？在复活里。犹太人看拿撒勒人耶稣这块小石头，不值得注意，将祂
丢到一边，甚至丢到坟墓里去。但是，神却打开坟墓，叫这块小石头从坟墓里出来，并且
成了房角的头一块石头。在这一块石头上有七眼。这块石头就是羔羊，羔羊就是耶和华，
耶和华就是金灯台。这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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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故事呢？这故事是说，永远的神，祂成了肉身，作了羔羊，担了罪，赎了罪，
受了死，复活了，成为一块石头。这一块石头就是灯台，灯台就是这块石头。大家都知道，
灯台是为着发光照耀，石头是为着建造神永远的居所。圣经中头一次题到灯台，乃是为着建
造会幕。神的建造永远脱不开灯台。没有灯台，就没有神的建造。神的头一个建造就是帐幕，
在帐幕里乃是金灯台。而后，在圣殿里还是金灯台。再后圣殿被毁；等到圣殿要恢复建造的
时候，撒迦利亚第四章又出现灯台。所以在神的建造里总脱不开灯台。 

 
所以在撒迦利亚第三、四章，一面讲灯台，一面也讲那一块石头。在灯台上有七个灯盏，

在那块石头上有七眼，而这七眼就是耶和华的七眼。这证明说，那块石头就是耶和华。耶和
华的七眼就是那块石头的七眼，这岂不等于说，耶和华就是那块石头么？复活的基督就是耶
和华。但是现在的耶和华乃是一块石头，这一块石头乃是为着建造神的居所。在撒迦利亚四
章里是为着圣殿建造的恢复，在启示录一章里是为着教会的建造。启示录这本书题到神的建
造，这个建造开始于救会，远到永远的目的在新耶路撒冷。这个建造完全是在于基督来作那
块活石。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把这些摆在一起，就看出一幅画远超过千言万语。你把这些摆在一起

来看，就知道什么是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耶和华作了赎罪的羔羊，从死复活，成了建
造的石头；这块建造的石头就是灯台，带着七眼，带着七灵，带着七灯，在这里就产生出教会
来。这个金灯台就是教会。这个金灯台教会或者教会金灯台不是那么简单。耶和华在里头，赎
罪的羔羊在里头，复活的石头也在里头。灯台在这里，七灯在这里，七灵在这里，都在这里。 
 

要出去到各地作教会的见证 

 
你们现在认识教会了吧！就是这一个教会，要到各地去；就是这一个教会，要到各地

去作见证。不是今天的基督教。说到这里，我里面的火点起来了。我实在愿意激动你们都
出去，传这一个教会，作这一个教会的见证。哦，台湾岛上各城、各镇、各乡、各村都需
要这个见证。我这一次来真是快乐，因为看见这么多青年人，热心爱主，担负这次大会一
切的服事，但我今天要激动你们出去！先跑遍台湾全岛，到各地去设立教会，不是设立基
督教，乃是设立主恢复中的教会。 

 
今天早晨我要搅动你们的巢穴，从今天起你们不要想平安了，要出去传福音，「所以你

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把他们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阿们！
先跑遍台湾全岛，再跑到南洋。今天是你们的时代，不光是出去传那叫人罪得赦免、灵魂得
救的福音，不光是那样低；要传一个福音带着荣耀的教会。我们的新郎一定要来，但新妇在
哪里？一定要有一处一处的教会在地上起来。正确的教会才是祂的新妇。 
 

今天主在美国、在欧洲、在南美所作的工就是这个。所以欧洲的基督教、美国的基督教，
几乎全体反对。主今天需要一个金灯台的见证，需要一地一地有金灯台的教会。不在人数的
多少，只在乎灯光的明亮，黄金的闪耀。这一个见证的希望就在你们青年这一代。我们感谢
主，主的见证在台北这里，从一九四八年起到今天二十九年了，你们这许多在职青年，就是
这二十九年见证的结晶。你们若再不起来，这一个见证就没有多少前途，没有多少希望。 

 
 
 



12 
 

所以今天我盼望你们的眼睛被开启，看见在圣经中，最后主所要的就是这灯台，带着基
督，满有圣灵，灯光照耀，精金闪耀，为主作见证。在台湾全岛上，每一城市、每一乡镇，
都有这个见证，普遍全岛。这里有三十位聚会，那里有四十位聚会，另一个地方有二十位，
再一个地方有五十位，处处都是灯台。你们听得够多了，吃得够多了，享受得够多了，你们
今天应当接受这一个使命。 



13 
 

第 3 篇 基督是顶石为着神的建造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撒迦利亚书三章九节，四章七节，行传四章十至十二节，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二节，
马太十六章十八节，彼前二章四至五节，林前三章十二节，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一节，十八至十
九节上。 
 

教会是基督的翻版 

 
我实在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经过这一次的特会，都能有一个清楚的异象，教会乃是圣灵带

着基督的翻版。教会是一个翻版，一个复制品。今天的基督教把这个失掉了。基督教只是一
个宗教、一个人意的组织，不能说是圣灵带着基督的翻版。主今天的恢复就是要在这时代的
末了，恢复教会来作圣灵带着基督的一个翻版。就是为着这一个我们有一个负担，不光在一
地，不光在一国，乃是在各国各地都有活的教会的见证；不在人多，也不在人少，乃在乎有
一些圣徒在主的名里，也就是在主的人位里，聚集在一起，他们应该是基督的翻版，基督的
复制品。 

 
今天早晨，我愿意和大家一同来看，圣灵带着基督的翻版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大家都

知道什么是翻版。这里有一篇文章，版已经排好了，字字准确，一无所缺，现在就需要把这
一个版翻印在一张一张的纸上，一个版可以印成千万份，这就是翻版的意思。基督是一位，
圣灵是一位，但圣灵要带着基督，把基督翻印到教会的身上来。原排的版是如何，每一本的
翻版也是如何；一字不差，一点不缺。这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翻版，教会就是圣灵带
着基督复印出来的书。 

 
那么这个翻版的内容如何呢？圣经中凡是关乎这样的启示都不简单。因为不简单的缘故，

所以反而用简单的表号来表明。比如帐幕预表神的居所，其中的讲究太多了，若是没有一个图
样，光用话语来讲解，怎样讲也讲不透，怎样讲也讲不清楚；所以神的智慧就给我们一个帐幕，
作一个图样，你看了这个图样，自然就领会了。这种表达比千言万语都更清楚。教会是圣灵带
着基督的翻版，这个用千言万语也讲不清楚；所以在圣经里就有一个表号来表明。但这个表号
又不是太容易了解的。我们都看见金灯台表面看来很简单，但真进到里面去又不简单。 
 

灯台、耶和华、羔羊、石头 

 
我信你们都记得，前一篇信息所题到的四个东西：灯台，耶和华，羔羊和石头。我们证  

明过，灯台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羔羊，羔羊又是石头。这个证明的关键点就在于七盏灯。  
这七盏灯就是七眼，七眼就是七灵。灯台的七盏灯就是耶和华的七眼（撒迦利亚四章二节、  
十节），这自然就表明，灯台就是耶和华。耶和华有七眼等于灯台有七灯。圣经又说，耶和  
华的七眼就是羔羊的七眼（启示录五章六节），所以这也证明，耶和华就等于羔羊，羔羊就  
等于耶和华。圣经又说，这个七眼是一块石头上的七眼（撒迦利亚三章九节），所以这又证  
明，这块石头就等于羔羊。灯台等于耶和华，耶和华等于羔羊，羔羊等于石头。末了又说这  
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启示录五章六节）。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灯台等于耶和华，耶和华等  
于羔羊，羔羊等于石头，石头等于神。七灯、七眼、七灵；七灯是灯台的，七眼是耶和华的、  
是羔羊的，也是石头的。七眼又是神的七灵，所以说到末了石头也等于神。 

 

http://www.rucoc.com/Selbooks/WitnessLeeCollection/1977/9/3.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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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若把这几处圣经的话摆在一起，就看见圣经中的确有这个说法：七灯就是七眼，七眼
就是七灵。根据这个，就能说灯台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羔羊，羔羊就是石头，石头就是神。
这个说法神学家听了扎耳朵。他们会说，怎么可以说灯台就是耶和华，石头就是神，这是什么
神学？我们要说，这才是道道地地圣经中的神学。他们不懂圣经，他们只懂传统的神学。他们
没有看见神直接的启示，就是神的话。比如，若不是主耶稣亲口说，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
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我绝对信没有一个神学家肯这样说。即或主耶稣这样说了，今天的神
学家也不太去讲它，因为他们讲不清楚，他们也不明白。他们不懂，怎么主耶稣是一块石头，
并且这块石头越过越大，成为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将尼布甲尼撒王所梦见的大像砸得粉碎，
最终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但以理二章三十一至三十五节）。 
 

耶和华－神来与人发生关系 

 
现在我们把神学家忘掉，回到圣经来看。圣经说这个灯台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羔羊，

羔羊又是石头，石头又是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若是要认识教会，非看清楚这些故事不可。
先说灯台。我们不能忘记，灯台就是三而一的神。那为什么接下去灯台又是耶和华呢？要清楚，
在圣经中，「耶和华」这个称呼是专用在神来和人接触，神来和人发生关系。创世记第一章讲
到神的创造，没有一次用过「耶和华」，都是「神、神、神」。祂是创造的主。等到第二章说
到祂与人的关系时，「耶和华」这个称呼才用进来。我们也要知道，「耶稣」这个名字，「耶」
就是指着耶和华说的，「稣」是指着救主和救恩。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作了我们的
救主，也成了我们的救恩。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指着三而一的神来和人接触，和人发生
关系。不错，这个金灯台是三而一的神，但祂不是和人没有关系；三而一的神来作金灯台，是
要和人接触，和人发生关系。所以这三而一的神－金灯台，也就是耶和华，祂要来和人接触，
和人发生关系。 
 

羔羊－除去人的罪 

 
怎样发生关系法呢？怎样和人接触呢？人是有罪的，祂是无罪的；人是邪恶的，祂是圣

洁的。无罪的不可能和有罪的发生关系，圣洁的不可以和凡俗的有接触。换句话说，要三而
一的神来和有罪的人发生关系，没有可能；除非有羔羊来流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
以光是耶和华还不够，还必须耶和华成了耶稣，作了羔羊。 
 

石头－为着建造神的居所 

 
在这里你看见，祂是一步一步的。三而一的神来和人接触，必须作耶和华；耶和华要和  

人接触，必须作羔羊除去我们的罪。但是作羔羊不是目的，乃是手续。除去人的罪不是目的，  
除去人的罪乃是手续。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建造神永远的居所。所以羔羊之后就有石头，而  
这块石头是连在羔羊的上面。羔羊是除去罪孽的，这块石头也是受过雕刻的。因为祂受雕刻，  
因此在一日之间，神子民的罪孽全都除去。 
 

神在什么地方雕刻这块石头？在十字架上。主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十字架上的苦难，就是
神的雕刻。神在十字架上雕刻了主耶稣，那个雕刻在一日之间就把世人的罪孽都除去了。所以
你看见，石头是连在羔羊上。石头是为着建造，羔羊是为着救赎；救赎和建造连在一起。羔
羊和石头是衔接的，因为在石头上有雕刻，那个在石头上的雕刻就是指着羔羊的受死、羔羊
的被杀、羔羊的流血；所以一日之间，这石头上的雕刻把神子民的罪孽完全除掉。结果怎样？
结果总其大成来说，就是神的自己。从灯台说起，经过耶和华，经过石头，末了就是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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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首石和顶石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现在清楚了没有？最需要花工夫的，不是金灯台；不是耶和华；也不是

羔羊；乃是这块石头。在今日的基督徒中间，我不太相信有一篇道是关乎石头的。撒迦利亚书
三章说，大祭司约书亚面前有一块耶和华所立的石头，这块石头上有七眼。四章又说，所罗巴
伯必搬出一块顶石，安在殿顶。在那里，约书亚是祭司，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后裔，代表王室，
也就是代表王的权柄。在那里有祭司，有王权。祭司和王权合在一起，搬出这块石头来。三章
九节的石头就是四章七节的石头。三章九节的石头有七眼，四章七节的石头是一块顶石。 
 

犹太人造房子时，用三种主要的石头，一种是基石，根基的石头；一种是房角的首石、  
房角石；最后他们的房盖是一块顶石。他们的房子是平顶的，上边有一个顶石。先是有基石，  
而后有房角首石把两面的墙连起来，再后上面就有顶石。把顶石放上去，就是说这幢房子建  
造成功了。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基石，主耶稣也是房角首石，主耶稣还是顶石。把顶石  
摆上去，神的建造就完成了。主耶稣是神建造的基石、角石，还是顶石。在顶石上有七眼，  
这就如同金灯台，不是在底座那里有七个灯盏，也不是在半腰那里有七个灯盏，乃是在灯台  
上端有七个灯盏。这就是说，主耶稣作神建造的材料，带着七眼，不在基石，也不在房角石  
上，乃在顶石上。 
 

成为顶石的过程－死而复活 

 
你可以了解，这块石头一定是经过了相当的手续，才达到顶石的地步。这里头就含蓄着

死而复活。主耶稣在马太二十一章告诉犹太人说，你们所弃绝的那块石头，神已经使它成为
房角的头块石头。到了行传第四章，主复活之后，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传福音说，你们当
知道，你们所钉十字架的那位拿撒勒人耶稣，神已经叫祂从死里复活了。你们匠人弃绝了那
块石头，神却叫祂成了房角的首石。 
 

当主耶稣被杀以先，祂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受到犹太人的逼迫弃绝，那个时候祂是一块  
没有复活的石头。祂是一块石头，没有经过手续、没有复活。那个时候你在祂身上看不见多  
少荣光，只看见一块小拿撒勒石头。犹太人看不上这块石头，对这块石头没有尊敬，看祂不  
过是加利利拿撒勒的一块小石头，因此就把这块石头丢弃了，甚至把祂埋到坟墓里。这一丢，  
这一埋，神进来了，神叫这块石头从坟墓里出来了。在钉十字架以先，祂是个小拿撒勒人，圣
经说祂没有佳形美容，我们看见祂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祂。但是等祂从死里复活，
祂就成了荣耀的人子。这就是说，祂从死里复活，就变成复活的头一块石头。祂被丢弃的时候，
是一块拿撒勒的小石头；但是祂从死里复活就变化了，那种光景如同祂在山上变像一样，整个人
都变化了，脸面发光，全身都光明。祂不再像拿撒勒人的样子，祂不再是没有佳形美容。当主在
山上变像的时候，彼得在那里说：在这里真好！要知道，那就是主耶稣复活的小影。主耶稣从
死里复活就是全人变像。换句话说，那块拿撒勒小石头变作了一块极光荣，极光明的宝石。 
 

泥土－石头－宝石 

 
在这里你看见，先是金灯台，而后是一块石头。金灯台－耶和华－羔羊－石头；这非常

有意义。金子不是变成的，但宝石是变成的。越变越荣耀，越变越宝贝。金子是指着主的神
性，石头是指着主的人性。就着祂的神性说，祂是金子；就着祂的人性说，祂是石头。祂的
神性是不变的，但祂的人性，在祂没有死以先，在拿撒勒人的里面，不是那么光荣，不是那
么明亮；等到祂从死里复活，就变作光荣、光辉、灿烂，如同一块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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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重复这句话：祂在肉身的时候，以石头来作表明，就像一块拿撒勒的小石头，没有
光采，没有灿烂，所以犹太匠人看不起祂，把祂丢在一边。他们以为这算什么，拿撒勒还能
出什么好的么？于是把祂丢在一边，埋到坟墓里去。但是神却叫祂复活了。这块拿撒勒的石
头变了。祂的神性变了么？没有。什么变了？祂的人性变了。不是那永远的神变了，乃是拿
撒勒人耶稣变了。神性没有变，黄金、精金是不变的；但是祂所穿上的那个人性变了。 

 
感谢主，我们原来都不是石头，我们原来是泥巴。可是有一天我们得救了，精金进来了。

「凡接受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你作了神的儿女，你里
头当然有神的性情，这个神的性情就是精金。你我里头今天都有一分永远不变的精金。但是
我们这个人呢？是泥巴。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二节记载彼得一被带到主面前，主马上给他改名
字。他原来叫西门，但是主说，「你要称为矶法。」矶法翻出来就是石头。「你是一块石 
头。」我相信彼得在那个时候成了一块石头，但是我也相信彼得在那个时候不是宝石。我
在福音书里看彼得一点不宝贝。一方面我很喜欢他，因为他和我的性情很近，很直、很快。
但另一面我有点讨厌他，因为他不宝贝，他仅仅勉强是一块石头。但是到了新耶路撒冷，
那里有十二道宝石的根基，其中有一道就是彼得。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那块名叫彼得的
石头，不再是平常的石头，乃是宝石。他变了。他来见主的时候，泥巴被主变成石头；而
后他跟随主多年，这块石头变成宝石了。 

 
马太福音十六章记载，有一天主耶稣把他们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那里的天气

实在晴朗，不像在耶路撒冷那样，宗教空气太浓厚。就在那里，主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
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主耶稣就说，「你是彼得，你是石  
头。」这是再一次提醒他说，「你是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你所认识的这块磐石上。」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见，彼得原是泥巴，因着认识主就变作石头。以后彼得在他的书信里说，
「主乃活石，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祂如何是活石，我们也如何是活石。我们是活
石，同被建造成为一所属灵的房子，就是一个圣洁祭司的体系。 
 

今天的基督教也都说他们是教会。我绝对相信，在他们的头脑里，只要有一班人奉耶稣  
的名领了洗，成立了这么一个基督教的组织，这一个就是「教会」。但今天你我的眼睛要开  
启，教会不是那个东西。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班土人。不是印地安土人，也不是高山族土  
人，而是泥土的人。这里有一班泥巴人、泥土人；有一天，有一个新生的性情进到他们里面，  
泥巴人就变作石头人，而石头人还要变宝石人。 

 
我看你们这些青年弟兄们都是很有心的。请想想看，在你们得救以前，你们是不是泥巴？

真是泥巴。有一天你们得救了，里头有了精金，但是石头还看不见多少；也许有一点石头，刚
在那儿开头变，谁也看不见。但是慢慢地，看见一点石头了。我前几年回来的时候，看见你们
一些小石头倒是不错，却不大宝贝。但我这次回来再看，你们好多位起码开始宝贝了。  
这就是说，在你们身上不仅看见石头，也看见宝石了。 
 
 

要用宝石建造教会 

 
保罗在林前三章十二节说，我们在基督的根基上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不光是石头，

还是宝石。要知道，教会终极的完成是新耶路撒冷，在新耶路撒冷里不只没有泥巴，连石头
也没有。新耶路撒冷所有的都是宝石。光是石头还不够，要宝贝。不要把这些当作道理听。
主今天需要一个宝石的教会。主不要草木禾秸，主要金银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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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仔细看新耶路撒冷，那个精金还不大是为着建造。因为新耶路撒冷的整个基地就是精  
金的。那里说街道是精金，不是指着用金子铺路，而是指着整个新耶路撒冷的基地就是一座  
金山。整座的山就是精金。所以严格的说，金在那里不是为着建造。用什么建造？用宝石。  
建造是重在围墙，墙都是宝石造的。你我里头都有精金，你得救了，我得救了，我们里头都  
有精金。就是在公会里得救的弟兄姊妹，里头也有精金。甚至在天主教里，只要人真得救了，  
里头也有精金。但是你要认识，人在天主教里、在公会里，没有办法和爱主的人同被建造。  
建造不是在精金上，建造是在宝石上。 

 
你得救了，你里头有精金，这个精金的成分可能加多，因为神的成分会加多。这不是变，

这是加。但是你究竟是泥巴呢，还是宝石呢，还是石头？这不是加的问题，这是变的问题。我
们里头的精金需要加，我们这块泥巴、石头需要变。今天在一般的基督徒中间，没有教会可言；
他们名义上是教会，实际上不是教会，他们没有教会的实际。教会的实际在哪里？教会的实际
在黄金、在宝石。黄金要加，宝石要变。 

 
金灯台就是教会。金灯台终极的大成就是教会，教会乃是金灯台的翻版。金灯台先是精

金，后是宝石。今天的教会必须先有精金，后有宝石。在一般的基督徒中间，精金太缺了。
你今天碰到一个教友，虽然他得救了，可是你要摸三个半钟头，才摸出他里头好像有一小片
精金。你不摸得久一点，还不敢说他到底是否得救，是否重生，是否有神的生命。那一点点
的精金怎样能够有教会？怎样能够有新耶路撒冷？不可能。 

 
但是有的时候，我去到一个主恢复中的教会，虽然看见有精金，却看不到太多的石头。

我看见许多的泥巴，甚至许多的泥浆。没有石头，怎样建造教会？我愿意说直话，弟兄姊妹
要有感觉，不能一年一年这样下去；要带出石头来，要带出宝石来。要把泥浆弄干净，还有
把泥巴变作石头。泥浆该倒空，泥巴要变化。要看见教会是金灯台，而后是一块石头，是宝
石。 
 

要作宝石的工作 

 
主今天没有差遣我出去奉承人，也没有差遣我去得罪人。主今天差遣我供应人生命，用

七盏火灯来焚烧，把泥浆烧干，使泥巴变石头，石头变宝石。不要作模棱两可的工，泥巴一
大堆，石头看不见，宝石更没有。我盼望你们年轻的一代站起来，要出去。主今天要这样的
一个教会。我的确没有负担回来再讲几篇道，我这次回来，不会给你们平安的日子。每一个
礼拜我们讲道，讲了这多年，一块石头也没有出来，还要讲么？不讲了。今天不是讲道的时
候，今天是要把泥浆烧光了，叫泥巴变化，要泥巴变石头，石头变宝石。精金要加多，泥巴
要变化，连石头也要变化，变成宝石。 

 
若有人在这根基上建造，各人要谨慎自己的工程，是用金银宝石呢？还是用草木禾秸？

若是用草木禾秸，你的工程作得越多，你的燃料越多，倒不如少作。要作出宝石来。我们不
是在这里混日子。不是！没有多少日子可混。主实在是近了，我们应该背起一个担子。是泥
浆，就一定把它倒空烧干；是泥巴，就一定把它变化，变石头，变宝石。感谢主，这个灯台
先是精金的，后是一块石头。请记得，一到石头就不光是救赎问题了。救赎的问题是在羔羊
那里，一到石头乃是顶石问题。石头上了殿顶，建造已经在这里，所以大家能呼喊：恩惠恩
惠，归与这块石头。只有在这块石头上才有恩惠。我们都需要回到主面前，时日已经不多。
今天在主的恢复中，亮光是加倍的强，瞎混是不可能的。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是清楚的。应付一
文钱不值，敷衍更没有价值，必须作宝石的工作。我们需要带人得救，但是光带人得救还不够，
我们必须看见我们的工作是在那里，一针一针地把生命扎到人里面去，叫泥巴变石头，叫石头
变宝石，这是主今天所要有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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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篇 七盏烧着的火灯为着神的行动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三十七节，二十七章二十至二十一节，三十章七至八节，

启示录四章五节，一章四节，诗篇七十三篇十七节。 
 

我们曾看过金灯台的许多因素。在其中我们看见三而一的神，看见神和人的关系，也
看见羔羊的救赎，还看见基督作神建造的材料，最后就是神自己。我相信你们大家都看见
了这些。若是我们对这些还不够认识，我们对教会永远不会看得透亮。若是我们对教会要
有彻底的认识，我们就必须了解，在教会的身上挂着三而一的神，挂着神和人的关系，挂
着基督的救赎，也挂着神的建造。最终一切的一切就是神自己。 

 
历代神的儿女对教会的认识，都是片面的，星星点点，没有像今天神给教会的光是这样

完整，就是教会完全在于金灯台。已过到现在好些基督徒、神学家、圣经教师，他们对金灯
台的认识只到基督。他们只知道金灯台是基督。他们没有往前进一步到撒迦利亚书去看，金
灯台也是指着圣灵；他们更没有进到启示录里来看，金灯台最后的终点乃是教会。 

 
认真说，金灯台就是神在宇宙中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开始于基督，经过圣灵，达到

教会。其中讲究相当多，并且都是重大的：三而一的神、神与人的关系（就是「耶和华」
这一个名字）、基督的教赎和神的建造，都在这一个见证里；最终就是神自己。神是一切
的一切，神就是祂自己的见证，神的见证也就是神自己。你们永远不该忘记先是金灯台，
再是耶和华，再是羔羊，再是石头，再是神自己。 
 

灯台的七灯就是神宝座前的七灯 

 
今天早晨我们来看七灯。七灯是金灯台一个重要的点。金灯台的重点就在于发光，而

发光是在于七灯。这件事不简单。你若是单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看不出多少；只看见那
里记载在一个灯台上面有七个灯盏，这七个灯盏互相对照；它的干在当中，两面杈出六个
枝子，一面有三个。这两面的枝子是彼此对照的。这是在出埃及记里所看见的。 

 
到了启示录第四章，我们可以看见这七个灯盏乃是在神宝座前点着的七盏火灯。启示

录一开头，在一章四节就说，「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祂宝座前的七灵。」
一开头就把神的宝座摆出来。为什么？我们都知道，神的宝座就是神的行政中心。在宇宙
中，神有一个行政中心，神的行政中心就是神的宝座。 
 

圣经的话是非常经济的，没有废话。「神宝座前的七灵」，就是「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
着」。并且到了启示录四章五节，在说到七盏火灯在神宝座前点着之先，先说有闪电、声音、
雷轰从宝座中发出。这是一个表征、象征，象征神在那里行政。闪电、声音、雷轰，表示神
在那里有行动，神在那里执行祂永远的政策。宝座是神行政的中心，祂在宝座上执行祂永远
的行政、永远的旨意。在这里神有祂的行动，神有祂的行政，神有祂的管理，神有祂的经营，
神有祂永远的作为。 

 

 
大家都要看清楚这点：金灯台上面的七盏灯就是神宝座前的七盏火灯。这表明七盏灯

对于神的行政、对于神的经营、对于神的行动，有绝对的关系。神的行动就是靠着这七盏
灯。 

 
 

http://www.rucoc.com/Selbooks/WitnessLeeCollection/1977/9/4.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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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帐幕里只有灯台的光 

 
我必须在这里稍微花一点工夫。我们要知道灯台当初是放在帐幕里。帐幕没有门、没

有窗，换句话说，帐幕上下左右前后都没有洞、没有口。外面的日光、月光一点都透不进
去，里头是暗的。不错，帐幕有门洞，但帐幕的门洞完全被门帘遮蔽了。今天任何人造房
子若没有窗户，那是个大笑话。但是很奇妙，神造一个居所，就是祂的帐幕，没有窗，也
没有门，门洞上又挂了门帘。门帘就是幔子，把光遮住了。所以在帐幕里是暗洞洞的，没
有日光，也没有月光。但是在圣所里却有一个金灯台。这金灯台不只有一盏灯，乃是七盏
灯在那里发光照耀。 

 
日光、月光是天然的光，叫人对大自然有认识，叫人认识山、水、花、草、树木，狮

子、老虎；但天然的光不能叫人认识神的行政、神的经营、神永远的旨意。你要认识神的
行政，你要认识神的经营，就必须有金灯台的光。你进到神同在的范围内，若是没有金灯
台就没有光。在神同在的范围以外，你有日光、月光，你能有大自然的眼光，但是你绝不
能有神经营、神行政的眼光。 
 

比如一个大学教授，得过三个博士学位，在大学教书已经三十年；讲起科学、文学、
哲学，他都懂；因为他得了三个博士学位，所以一讲这些，他的月亮越变越大，他的太阳
也一直放明。但是他的光都是日光、月光、自然的光。他能认识科学、文学、哲学。可是
等到他来到神同在的范围里，就两眼墨黑；他对神的行政一点也不懂，对神的经营一点也
不懂；这些对他而言完全是外国话。 

 
但你们有的青年人年纪不大，在教会里只过了二年、三年，你们却晓得神永远的经营；

换句话说，你们懂得神的经济学。这不是一件小事。大学教授只懂得他研究室范围里的东西，
到了神同在范围内就完全两眼墨黑。我们却懂得神的经营。懂得神的行政，懂得神行政里头
的时代。 

 
不要忘记，在神同在的范围内，那个光不是日光、月光，乃是金灯台的光。金灯台的

光是神行政的光。帐幕虽小，里面却有一个地方叫施恩座，那个座就是神的宝座。神的宝
座在帐幕里，神的宝座前有七盏点着的明灯。你进到帐幕里，若没有这七盏明灯，什么也
不能干，因为你什么也看不到。一个祭司进到帐幕里去，他的行动都是靠着这七盏明灯的
照耀。这七盏明灯的光支配祭司在帐幕里一切的行动，那就是神的行政、神的管理、神的
经营。 
 

灯台的光叫人明白神的行政与经营 

 
我必须把这件事深刻地印在你们里头。金灯台到末了是教会，帐幕到末了也是教会。这

就是说，教会的光照在教会中。在教会以外有日、月的光，没有金灯台的光；在教会以外有
天然的眼光，没有神灯光照出来那个启示的光。就是为这缘故，今天在地上，不要说非基督
徒，连好些基督徒也不知道什么是神的经营、神的行政；因为他们不在神的圣所里，不在神
的宝座前，不在这七盏灯光的照耀之下。这七盏灯光的照耀乃是在圣所里。我再说，金灯台
是教会，帐幕是教会；这就是说，灯台的光乃是在教会中。你在教会之外有日光、月光，你
在教会之外没有灯台的光；你在教会之外有天然的眼光，你在教会之外没有神启示的光，看
不见神的行政、神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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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稍微作一点见证。我得救是在老基督教里，那时我只懂得我是罪人，我信主能上天堂。
后来我被带到弟兄会去听圣经，圣经知识懂得很多，但是对神的经营、神的行政一点不懂。
他们没有这个光。有的时候我也听见说，你们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但那个意思是：假使你
是作儿女的，你要好好寻求神的心意，叫你知道该如何听从父母。当你要读中学时，他也需
要寻求神的心意。因为你这城里有十三个中学，你要祷告，照着神的意思来读一个中学。慢
慢你到了结婚的年龄，你要祷告：「主阿，求你叫我清楚你所给我的对象是那一个。是李家
的？张家的？还是王家的？刘家的？」他们还教导我说，连我去买鞋都得祷告：「主阿，你
是要我买布鞋呢？还是买皮鞋？你的旨意是要我穿什么鞋？」那个时候我觉得这样很好，很
有意思。读书祷告，买鞋祷告，择配更要祷告，都得问问神的心意是什么。 

 
但感谢主，以后主把我带到教会里；我告诉你，我头一天到教会，就看见了光。不是日

光、月光，我真是看见了金灯台的七盏灯光。在那一天我看见了。我不是看见皮鞋、布鞋；
我不是看见了李家、张家、王家、刘家。我乃是看见了神永远的旨意。我看见了神永远的行
政、神的经营。这件事实在了不起。从我看见这个之后，我懂得皮鞋也可穿，布鞋也可穿，
穿什么合式就穿什么。问题不在布鞋、皮鞋，问题乃在神的经营、神的行政。 

 
弟兄姊妹，你若不信我的话，你今天离开主恢复中的教会，到一个公会去聚会，试试

看你有没有本领在那里待半年。我可以担保，在那个情形中，你礼拜作得越多，你的帕子
越厚，头脑越昏涨，你绝没有一点光。但是好些人都能作这个见证，当他们的脚一踏到教
会的聚会中，光就照耀在那里，他们明亮了，晓得了；不是晓得穿布鞋、皮鞋，乃是晓得
神的行政，晓得神的经营，晓得宝座就在这里，在宝座前有七盏火灯点着。这是什么光？
这不是天空的光，这是圣所的光。 
 

在教会里有圣所的光 

 
我盼望你们学习用这个字眼：「圣所的光。」哦，金灯台的光是圣所的光，不是天空

的光，不是日光、月光、天然的光。圣所的光乃是金灯台橄榄油点出来的光。这一个叫作
圣所的光。今天的圣所就是教会。教会是灯台，教会也是圣所；灯台在圣所里，就是指着
教会在教会中。这是个很特别的说法，但你从经历中能证实这个说法是对的。 
 

诗篇七十三篇，写诗的人看见一种光景，很纳闷、很难解，越看越不明了，越分析越
不通，越看越糊涂。但他说，「等我进了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这表明等他
进了圣所，他就明白了。照样，我们中间好多人都能作这个见证：「等我进了教会，我就
明白。」很多时候我们遇见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但是等我们一到聚会中，立刻明白。你
们有没有这个经历？我有。我能作千遍的见证，很多时候，我难为了，我糊涂了，我莫知
所从，我也不了解；但是等我一进到聚会中，我就完全明白。为什么？因为在圣所这里有
七盏灯照耀。 

 
今天在有些地方，特别是美国，有些人听见我们说我们是教会，感觉很不愉快。在安

那翰我们是教会，在洛杉矶我们是教会，在旧金山我们是教会。这个声浪实在扎公会的耳
朵，他们说，「难道我们不敬拜神么？难道我们不信主耶稣么？难道我们没有圣经么？难
道我们不祷告么？难道我们不靠宝血么？为什么你们是教会，我们就不是呢？」这个很难
争。是与不是，不是争的问题。 

比如说，我是李常受，你说，「你是李常受，难道我不是李常受么？」你争，你气，结
果我还是李常受，你不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争也没用。同样，公会说他们是教会，但
人一到公会就糊涂。即或你外面挂一个牌子写着：「我们是教会」，但人一进来暗洞洞，没
有光。可是在安那翰的教会、在洛杉矶的教会，会所外面并没有牌子写着：「我们是教会」，
但成百、成千的人一进到教会中就说，「我明白了。」人一来到教会就看见光。是教会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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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关键点就在这里－人进到里头有没有光？有没有灯台在哪里？不是谁说他们是教会
就是教会；而是人进去碰得到碰不到光。 
 

有的地方，讲道先生天生口才高明，声音宏亮，口齿清晰，讲得头头是道，又引经据典，
都是能吸引人的，既好听又悦耳，像音乐一样。你听了很受感动，可是没有光，两眼墨黑。
但是你到教会聚会中来，可能有一个弟兄说起话来有点结巴，讲得不太清楚，你的耳朵听得
不太顺，但是光蛮明亮，光在这里。你看见没有？口才是一件事，亮光又是一件事。 

 
我信你们好多人都有这个经历，到教会聚会来，圣经还没有读，就是在那里一坐，明亮

了！清楚了！不光穿皮鞋、布鞋清楚了，我一生的路清楚了。所以是教会不是教会，不在口
才，不在高言大智，不在讲论，不在学问，乃在七盏灯照在这里。这个不是人为的，这个不
是日光，也不是月光；这个乃是圣所里金灯台七盏灯的光。今天不要说是一般基督徒，就是
好多牧师、传道人、神学教授，也不知道人生的究竟，他们对于神的行政、神的经营更是外
行。可是我敢担保，你只要来到教会，你只要进个教会圈内，你只要坐在聚会中，一次过一
次，你的里头就明亮了，你对于人生能够看得透切，你对于神的旨意能够了然，你对于神的
经营以及今天是什么时代，都能够清清楚楚。这是什么？这就是圣所里的光。 

 
哦，我喜欢用这字眼：「圣所里的光」。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等我进

了神的圣所，我就明白。一到圣所，我就明白。因为在圣所这里有宝座；在圣所这里有坐宝
座的，就是神；在圣所这里有神的同在；在圣所这里，在神的宝座前有七盏火灯点着照耀。
我一到这个范围内，我马上清楚，我懂得神永远的旨意，我懂得神的心意，我懂得神的经营，
我懂得我应该在那一条路上走我前头的路程。这就是圣所的光。 
 

灯台的光根据祭司事奉的强弱 

 
但原谅我说，有的时候，在有的地方教会里，灯光不明。不是没有光，而是只有一点点

的光。你记得撒母耳记上第三章记载，当撒母耳还是童子的时候，他在以利面前事奉耶和华。
当那些日子，「神的灯在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意思是就要灭了。为什么呢？
因为祭司老以利太弱。 
 

出埃及记说，圣所的灯是祭司来点的。祭司早晨收拾灯、黄昏点灯的时候都要烧香。你
们都知道，烧香是祷告。一个地方教会的灯明亮不明亮，和祭司在神面前的烧香有绝对的关
系。灯所以不明亮，原因就在于那个事奉、那个祭司体系、那个烧香没有了。一点都不错，
是真的圣所，是真的灯台，但是祭司的职事弱，像老以利一样。今天在有的地方教会中，那
个圣所的光，就是不明的光景，这是因为祭司太弱。所以灯光的明与不明，和祭司体系的事
奉有绝对的关系。 

 
 

弟兄们，你们来自各地教会，我实在希望你们不要管自己是不是负责；无论你是从那里
来的一位弟兄，你身上就有责任，你回去非烧香不可，非点灯不可。一定要使地方教会里的
灯光明亮起来，叫人一来到教会就觉得满了光，要隐藏一点都不可能。在亮光之下无处隐形，
没有法子隐藏。每一个地方教会，都应该明亮到这一个地步，人一进来，一切的光景全都暴
露，叫他们不能不说，「神真在你们中间了，因为我的隐情都在你们灯光之下照耀得透彻。
这个光比任何透视的光还能透视。」这就是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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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是圣所，教会是灯台，教会是灯台在圣所中。不仅如此，教会里还有祭司体系，有
烧香的人。千万不要以为说，「哦，祭司体系!?李弟兄的意思恐怕是指着长老说的。」不！
祭司体系，每一个人都有分。我们都是君王，我们都是祭司，个个都要学习尽职烧香。点灯
的时候就要烧香。你们要所在的地方教会灯光明亮么？你们就要烧香。烧香作什么？烧香点
灯。晚上点灯要烧香，早晨收拾灯要烧香；这就是说，晚上要祷告，早晨要祷告，叫神的灯
光在你们中间明亮，明亮到一个地步，这个灯光就变作神的行动。灯光的照明变作了神的行
动，变作了神的行政，变作了神在宇宙中的管理，变作了神今天在地上的经营。这不是一件
小事。 

 
若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的特会，不过就是基督教中一班人的大召集，这就是极大的失败。

我们必须看见，也必须清楚并且了解，今天这个特会乃是大光照耀，这个照耀就是神的行动，
就是神的行政。这是神今天在地上的一个经营。若是在这个聚会中，你看见自己已过的错误、
失败，这个很好。我感谢神，这是神眷顾你，叫你看见。但如果只是这么多，这个大会就失
败了。我所盼望的，就是你们年幼的、年长的，无论那一位，都能在这里说，「在这个聚会
中我是在大光照耀之下，在这个聚会中我了解了人生，我了解了神永远的旨意，我对教会认
识了，我知道教会就是神的经营。」这是应有的结果。这样一个大会的结果就是大家都被带
到圣所来，在圣所里都在灯台的光照之下，在这个光的底下你知道神的路在那里。 

 
今天许多传道人虽然在那里传道，却不知道神的经营在那里。我确实知道这事。好些西

教士在国外天天布道，然而里头还是很纳闷，到底神的路在哪里？到底我应该怎样走才是走
神的路？可是也有许多人作见证，等到他们一转到教会中，马上就看见神的光在这里，他们
就了解神的经营，认识神的道路。 
 

灯台是在教会所在之处 

 
现在我要题起一个难解的问题来，请你们准备。启示录第一章说，约翰在灵中听见有大

声音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与以弗所、士每拿、别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
拉铁非、老底嘉那七个教会。」他听见声音之后，接着：「我转过身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
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问题在这里，请你们大家想想看，那七个金灯台是在天上呢，
还是在地上？历代的圣经学者分两大派，一派主张在天上，一派主张在地上。说天上的有天
的理，说地上的有地的道。今天早上我就问你们，请你们举手表示。你们大多数说是在地上，
少数人说是在天上。但是对不起弟兄们，我要告诉你们，这七个金灯台既不在天上，也不在
地上，是在教会所在的地方。教会是不分天不分地的。你若没有得救，你才有天有地；你得
救了就没天没地。这个说法不大好听，但确实是如此。真正活在教会中的人是没天没地的。 

 
教会在那里，那里就是神的居所；并且教会在那里，灯台就在那里；教会在那里，帐幕

就在那里。因为教会就是帐幕，就是灯台，并不在于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第一章
时，不要费那么多的思想去研究这七个金灯台是在地上呢，还是在天上？这七个金灯台就是
教会。教会在那里，主耶稣就在那里；教会在那里，神的居所就在那里；教会在那里，灯台
就在那里；教会在那里，那里就是神的圣所！不在天，不在地；也在天，也在地。那里都在。
不是天的问题，也不是地的问题，乃是教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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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爱仁爱路新建成的会所，但是请记得，那个不是教会；教会乃是我们这班人。若
是我们这班人不在仁爱路那个会所里，那里就没有光，也没有灯台。那里只有钢筋水泥房子，
没有帐幕。但现在我们这班人来到这个球场，我们在这里，这就是帐幕；我们在这里，这就
是灯台；我们在这里，这就是神的居所。假使有一天我们都能上到半空，那么半空也就是
神的居所、神的金灯台了。不在乎天，不在乎地，乃在乎教会。教会在那里，那里就是神
的居所。 
 

七盏火灯是为神的行动 

 
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七盏灯的照耀。这时候我里头有一种冲击力，我盼望把你们个个都冲

到半空去。你听，这七盏灯是宝座前点着的火灯；不是微弱的一点光，乃是点着的火灯。在
这里我知道你们多半领会成两个意思：一是照耀你，二是把你点着。你们很可能这样领会：
「七盏火灯把我们照亮了，我们里面什么光景都不能隐藏，真的假的都得摆出来。在太太或
丈夫跟前我们可以装假，在众人面前也可以装假，就是在这个火灯跟前没法装假，完全照亮
了。」我承认有这一面的意思。 
 

或者你们还有人以为这个火灯是点着的，意思是说我们灵里发烧。那个发烧就是点着。
我们灵里点着，我们个个都点着了。这也是对的。但是请记得，照着启示录第四章来看，七
盏点着的火灯不重在照亮，也不重在发烧。 
 

你们听见这话，也许会说，「李弟兄，你在六、七年前回来时，告诉我们说，火灯是
为点着、照亮我们，叫我们发烧。你怎么这次回来又把前面的话打掉了？」这就好像一个
人的头，从后面看一个洞孔也没有，从前面看有七个洞孔，从旁边看有一个洞孔，三个说
法都对。同样，任何的道也都有几面的讲法。 

 
比如有一位弟兄写信问我：「李弟兄，在罗马书生命读经里你曾说，律法是神完全的见

证，把神完全见证出来；但你又说应该把律法丢在一边，你这样不是打自己的嘴巴么？」在
这里我要说，律法对神的功用是一个见证，但律法在神对人的对待上，在旧约时代固然有用，
到新约时代就没有用了。这叫作律法的原则。律法的原则在新约时代已经废弃了，但律法的
道德不废弃，反而主耶稣在马太五章里将之加高。因此律法有几方面，不是把律法两个字拿
来就是一切了。从它的功用来说，它的确为神作见证；但是从它的原则来说，今天律法不能
用在我们身上，一用就要杀死我们。今天的原则是信心的原则。但律法的道德要提高；而另
一面，律法的礼仪也废弃了。 

 
所以我们知道，任何的道都有几面的讲法。不错，七盏火灯有照亮的一面，也有点着、

发烧的一面。不过还有一面你要知道，这个七盏火灯点着，是来推动神的行政。这是神的行
动。这不光是一个照亮，不光是一个焚烧点着，这是一个行动。 
 

若是这次大会过去了，台北的青年弟兄姊妹回家了，个个说，「这十多天累死了，现
在可以大睡一场了。」或者南洋来的弟兄们回去说，「唉呀！这次去台北被李弟兄骂了一
场，算了，我们还是睡觉吧！」也可能还有一种稍微好的光景，弟兄们回去了，说，「感
谢主！大会真好，我真得帮助阿！我从前骂太太都没感觉，现在回来再也不敢骂了。因为
李弟兄说有七倍的光，所以我不敢骂了。从今天起我要作好丈夫了，因为我经不起光照
阿。」 

 
你们看见没有？这不是宝座前的七盏火灯点着。七盏火灯点着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

经过这次大会之后，青年人就有了行动，到台湾各乡镇去建立教会，到大城市里各学校去
得人。 



24 
 

我十年前回来的时候，曾经讲得很清楚，我说，「你们眼睛要开启，不要在外面忙碌太
多，要作青年、作初中、作高中，还要作儿童。你们要把儿童作到最少一万。每一个礼拜最
少有一万儿童在这儿受教导。假使他们现在是六岁或七岁，再过十年就是高中生了。你们若
是肯作，你们绝对能作到。」因为那时弟兄们告诉我，台北教会在情况表上有名的有两万三
千名，大约最少有八千个家。如果一户有一个半儿童，合起来就是一万二千个儿童。弟兄们
就说，「那么儿童聚会的地方怎么办？」我说，「不必到会所，也不一定在礼拜天，礼拜六
也可以，晚上也可以。就在弟兄姊妹家里作。从八千户选出三百个家作儿童聚会的地方，一
个家容纳三十几个儿童，一直作，看能作多少！」从一九六六、六七年我就谈这件事，盼望
教会实行，因为你们的确有这个基本力量，绝对实行得来。 

 
若是从那时候作到今天一九七七年，这一万儿童都是十六、七岁的高中生了，立刻在各

高中的学校里就有一万个种子。我那个时候还说，你们也要作国中、高中以及大学，各得几
千。这样儿童加青年，最少两、三万。并且儿童是一直生生不息的，这一万升入中学，后边
一万又补上来了。可惜你们却没有实行。 
 

感谢主，在台北这里有那么多在职的青年弟兄姊妹，但是还不够。台北教会已经有二
十八年了，你们许多弟兄姊妹都在教会里受了多年的栽培，你们每一个都能作。亲爱的弟
兄姊妹，我盼望神的火灯在这里照，叫你们眼睛明亮。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时代？主就
在面前了。你看世界的局势、以色列的情形、中东的光景，主耶稣就在面前了。现在就是
火灯来照的时候，火灯来催的时候，火灯要把我们都照动，我们都要起来有行动，统统起
来有行动。上个主日擘饼的时候，足足一万人以上；假使这一万人里头都给火灯照得动起
来了，福音马上传遍全岛，这个见证马上带到东南亚各地。 
 

不顾一切，接受火灯推动 

 
火灯的点着不光是为着照耀和焚烧，乃是为着推动。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

就在这个宝座前七盏火灯点着，推动你。你也许说，「李弟兄阿，我不会作。」你越不作就
越不会作。这是圣经上的一个原则：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不用的），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过来给那有的。（太二五 28。）就是因为你不作，所以你才不会作。我会作是因为
我作得多。我越作得多，我越会作。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中，七盏火灯在这里点着，不光照亮我们、焚烧我们，
更是推动我们。今天在这里若遭了大火焚烧，你跑不跑？你不会还坐在这里欣赏火的。火
一烧，大家都动。七盏火灯在地方教会中点着，你们各地教会动不动？动！我们今天不光
在圣所里，乃是在宝座前，而宝座是神行政的中心。宝座是神的行动，是神的经营。七盏
火灯在这里点着，推动我们。 
 

据我观察，台北教会最少有五千位活动分子。你们这五千人，如果每一百人负责一个
全时间的，最少有五十个人可以全时间。也不要去管够不够资格；主就要来了，让我们全
时间事奉。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职业，每个月的收入五个家都用不完。有一天，主临到了
我，呼召我，逼着我离开职业作工去。我说，「主阿，怎么生活？」主说，「我负责。」主
说祂负责，我虽信，但又信不来。但是主要我，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就对主说，「主阿，好
了，我就这样跟随你了，我决定去吃树根、喝山水，为你传福音去。」于是我辞了职业。我
的岳父听了就摇头说，「没有你这么一个糊涂人，你白天去作事，晚上和礼拜天讲道不可以
么？而且你赚了钱还可以帮助需要的人，现在你把职业丢了，你这一家吃什么呢？」我心里
就说，「反正我是要吃树根、喝山水的。」但是感谢主，这多年来我树根也没有吃过，山水
也不需要喝。阿利路亚！主是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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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被工作打发到台湾来时，工作并没有安排一块钱给我。我一家十二个人，身边只
有三百多美金；但是在这个岛上主要的几个教会会所，都是我这里职事的钱买的基地。你
们问我说，「李弟兄，你的钱从那儿来的？」总有个地方；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主知道我
是准备吃树根、喝山水的，但是感谢主，祂把我们所没有要的都给了我们，超过我们所求
所想。 
 

我的点在这里，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是可靠的神，祂是又真又活的。青年人，不必
计算你的前途，最荣耀的前途就是事奉祂。没有一个前途比这个再光荣。不要看眼前，眼
前你说没有职业怎么办？我告诉你，地无办法，天有办法；人无办法，神有办法。我鼓励
你们要认识时代，时日已经不多了。宝座就在教会中，宝座前的七灯在这里点着，不光照
耀你、焚烧你，更是要推动你！推动你！ 

 
我何等快乐，看见许多青年人起来作接棒的人。我不愿意鼓动你们，但我盼望在我们

中间实在是七盏火灯点着；主在这里，主在这里说话。不必太顾虑你的前途，也不必太顾
虑你的环境，环境在祂手中。我们感谢主赐福与台湾，我们相信主还要祝福台湾；抓住时
机尽力传福音，尽力把教会的见证带到各城、各乡、各村去，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今天
在圣所中宝座前有七盏火灯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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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篇 神的七眼为着传输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撒迦利亚书四章十节，历代志下十六章九节上，启示录五章六节，四章五节，

诗篇三十三篇十八节，三十二篇八节。 
 

七灯的照亮与焚烧 

 
我们已经看过，金灯台有好多的讲究。在前一篇信息里，我们看见金灯台的七盏灯最终成

为七盏的火灯。不要以为七灯和七盏火灯是完全相同的。它们很近，但并不绝对相同。在出埃
及记里的七盏灯，是七盏明亮的灯，并没有烧着的火在那里。等到启示录，这七盏灯，不光是
七盏灯，更是七盏烧着的火灯。我们知道，灯平常只是明亮而已，并没有火烧；可是到了启示
录里，这灯台上的七盏灯，不光是明光照耀的灯，还是火烧的灯。中文把「烧」翻成「点着」。
有七盏火灯在神的宝座前点着，实在就是七盏火灯在神面前烧着。那里不光有灯，还有火；
不光有灯照明，还有火焚烧。就是为着这一个，我们才指出来说，这七盏的火灯，不光是照
亮，也是焚烧，并且这焚烧就是推动。 

 
你读启示录第四章，那里说，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在宝座前有七盏

灯，火一样的烧着。你看这一幅图画，就知道神在那里要有行动，神在那里要有管治，要
有经营。神是在火中行动。但是很奇妙，启示录四章又说，这七盏烧着的火灯，就是神的
七灵。到第五章又说，这七灵就是神的七眼。 
 

圣经中关于金灯台启示的种子与收成 

 
千万不要以为这些是很凑巧的一点一点摆在圣经里；这不是凑巧的。圣经的启示是逐渐

发展的。正如一粒种子种在地里，开头的时候，你只知道有一粒种子种在那里、埋在那里，
可是你看不见什么东西。过了一段时间，你看见青苗长出来了，但只有一点，你很难分辨这
是稻苗，还是麦苗？再过一段时间，长出茎来了；慢慢地茎上有了小枝，小枝上有了叶。再
过一段时间，开了花，结了果，最后就有收成。到收成的时候，大家都一目了然，知道这到
底是什么东西。 

 
圣经的启示，大部分都像种子一样，种在创世记里；也有一小部分种在第二卷书，就

是出埃及记里。金灯台这个种子没有种在创世记里，乃是种在出埃及记里，而后在列王纪
长出来。列王纪里的金灯台是在圣殿中；在那里虽是长出来了，但还不够清楚，因为还看
不出金灯台和圣灵的关系。一直等到撒迦利亚书第四章，就看见那里的金灯台重点不在基
督，乃在里头的橄榄油就是圣灵。所以在撒迦利亚书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步是一
个大步，但是还没有收成。 

 
收成在那里呢？收成在启示录里。到了启示录，你看见金灯台发展到了终极的目标。金

灯台的终极目标就是教会。教会这里有基督，教会这里也有圣灵，教会乃是圣灵带着基督的
复制品，也就是圣灵带着基督的翻版。在这翻版上，你看见圣灵，也看见基督；基督和圣灵
二者加起来就成为教会。教会是什么？今天我们很可以说，教会是基督和圣灵加在一起的出
现。基督和圣灵加在一起出现了，就是教会。我实在盼望，在主恢复中的众圣徒，个个眼睛
都明亮，认识教会到这一个地步：教会是基督加上圣灵的出现。哦，在这里基督和圣灵出现
了，这就是教会，这也就是金灯台。 

 

http://www.rucoc.com/Selbooks/WitnessLeeCollection/1977/9/5.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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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灯台在出埃及记－明灯照亮 

 
金灯台上有七盏灯。在出埃及记里，七盏灯在暗中照亮，所以事奉神的祭司，在神同

在的范围内，就是圣所中，就能有所行动。假如在圣所里没有金灯台，也没有门、窗，一
点光也没有，祭司要进到圣所中事奉神，就无所适从，不能行动。但在圣所里有一个金灯
台，上面有七盏灯在那里照耀，光是明亮的，祭司一进到圣所里，马上晓得神的行动，晓
得神的经营。 
 

金灯台在启示录－火灯焚烧 

 
但是到了启示录，这七盏明灯就发展为七盏烧着的火灯。不仅是明灯，还是火灯；是

烧着的火灯，有火在那里烧着。请记得，火灯包含审判的意思。七灯不光在那里照明、在
那里焚烧，还在那里审判。实在说来，这七盏明灯到启示录第四章，就变作神宝座前的七
个大火炉在那里焚烧。 
 

你记得林前三章十至十二节说，「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若有人用金、银、
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用什么显露呢？就是用火。
那里说，有一天有火发现。你在教会中的工作，若是金、银、宝石，那好得无比，不怕火烧；
若是草木禾秸，就要成为燃料被火烧去。所以这七盏灯，不光有照亮、有焚烧，在这焚烧里
就带着审判。大家要知道，在神的行动里，每一次神行动，祂的行动都是审判。拖泥带水的
人，没有法子跟随神的行动。神在行动时总带着审判。 

 
我们都喜欢明灯。夜间在我们的屋子里，四围黑暗，当然我们喜欢有一盏明灯照在那里。

我想我们大家都不喜欢火灯。假如你晚上回家去，看见你的屋子里起火了，不是明光照耀，
而是火灯焚烧，你一定会吓得魂不附体。但不要忘记，金灯台在出埃及记里是明灯，到启示
录是火灯。在出埃及记里，金灯台是重在照耀，并没有烧的意思；但是在启示录里，金灯台
不光在照耀，并且从照耀往前发展，成为焚烧的火灯。 
 

七灯焚烧的经历 

 
我们都喜欢作见证说，「自从我进到教会来，我看见光了。阿利路亚！」但我请问，你

所看见的光，过了三天之后怎样呢？你所看见的光，最后有没有烧你？你所看见的光，开头
是照亮，而后是焚烧。一切老旧的观念、老旧的思想、传统的遗毒…都烧光了。 

 
在这里我要用「草包」这个字眼来形容一下。这个字眼虽不好听，但很有意思。从前你

满身背着「草包」，你很宝贝你的「草包」，进到教会以后还不肯丢下。我说实在的话，特
别在西方，许多弟兄姊妹都是从基督教中出来的，当他们来聚会的时候，我看着他们，暗中
笑他们。我心里说，「你进到教会来了，身上还有三层天高的草包。」但这些背了三层草包
的人，过了一个礼拜再来到聚会中，我清楚看见，上面那层草包烧起来了。他不知道，但我
看见。我暗中欢喜，感谢赞美主说，「烧吧！」再过了两个礼拜，我看见三个草包都烧没有
了，连衬衫、长裤都给烧了。我不是讲笑话。在座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们已往作牧师、作游
行布道家，作了一大堆草工夫，全身是草；但是他们进到地方教会里来，看见光了；过了两
天，这光变成火烧起来了。是什么烧他们呢？不是道，乃是光。教会中圣所的光，最后变作
宝座前的火烧。 



28 
 

请想看，你们的经历是不是如此？我信你们姊妹们也会有这个经历。你刚进到教会中，看
见光了，但不到几天，这光就烧了，把这个也烧掉，把那个也烧掉。开头你还说，「进到教会
中真是好！有主同在真是甜美！感谢赞美主！」但这「感谢赞美主」还没有说完，里头就有
东西来为难你了：「怎么样？你对丈夫的态度改改吧！」你对主说，「哦，主阿！不光我错，
他也错，为什么要我改，不要他改？主阿，你要改的话先改他。他是头，他要先改。他向我
对付罪认错了，我再到他跟前认罪，这是可以的；他还没有认罪，要我先认错，这个不好意
思。」但是里头烧了，烧得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着。从前是：「主阿！教会生活真甜美
阿！」现在不太甜美，要吃苦莲了，只好去认罪。这是什么？这是烧。 
 

有些人说，「为什么你们是教会，我们不是教会？」大家都争著作教会。你争吧！你
要教会，吃点苦莲才是教会，烧一烧才是教会。把你身上的草包烧光了，把你里头的脾气
烧光了，烧得净而光，那就差不多了。那就是金灯台。金灯台是烧出来的。 
 

这个主日集中大擘饼的时候，那个大饼摆出来，弟兄姊妹的眼睛都看见了，大家都兴
奋。可是等到要擘饼的时候，这个亮光就变作火烧了：「你要擘这个饼么？你和弟兄姊妹
之间还有意见，对付了没有？」这是烧。这些都是我们的经历。 
 

主的怜悯叫我们懂得金灯台的奥秘 

 
属灵的事是用千言万语也说不透的。我们这几天看见了金灯台，金灯台就是耶和华，耶

和华就是羔羊，羔羊就是石头，石头就是神。我相信我们经过这几天的聚会，都懂这些新名
词了。但是你若把这这些告诉马路上的人，他们一定认为你发疯了，他们不懂你在讲什么。
不光马路上的人不晓得，我绝对信就是神学院里的圣经博士也不懂。他们手里拿着圣经，却
不懂这些。但是今天蒙主的怜悯，我们懂。阿利路亚，我们懂。我们懂金灯台就是耶和华，
耶和华（那与我们发生关系的神）就是我们的羔羊，这一位羔羊就是经过神雕刻过的石头，
一天之内，这个雕刻把神子民的罪孽一概除尽，而这块石头最终就是神。现在我们都懂了，
比听了千言万语都清楚。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金灯台，金灯台是耶和华，耶和华是羔羊，
羔羊是石头，石头就是神。这就是教会。你无法用人的话来解释教会，教会太奥妙了。 

 
你也可以换一个说法：教会就是圣灵带着基督的翻版。你今天若到一个神学院去，问他

们说，「请告诉我，教会是圣灵带着基督的翻版，这是什么意思？」他会说，「在我们的系
统神学里没有这么一个东西。我们只有圣教会，没有说教会是圣灵带着基督的翻版。我们听
不懂这个。」但是我们都听得懂。今天早晨，我们中间最年幼的都听得懂。什么是教会？教
会就是圣灵带着基督的翻版，就是圣灵带着基督的出现。这就是教会。 
 

神的行动带着审判 

 
不仅如此，在金灯台上面，先是七灯照明，后是火灯焚烧；焚烧是为行动，行动里带

着审判。每一次神在行动时都审判。神从来不作拖泥带水的工作。神自己身上从来不背着
草包，神是干干净净的。合乎祂旨意的，祂要；不合乎祂旨意的，祂不要。 
 

你记得士师记第七章，题到神要基甸去击杀米甸人，基甸召了三万多人来。然后神来
了，神要行动。你也许问说，「神有没有审判？」神审判了。神告诉基甸说，「跟随你的
人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喝水就是审判。一喝水就试
出来，只有三百人可以跟着基甸行动，其他的人都回家去，不能跟着行动。我告诉你，这
就是审判。请你们记得，神的行动是火烧，火烧就是审判，审判是为着行动。 



29 
 

神的七眼传输 

 
今天早晨我还要告诉你，这七盏火灯在我们身上烧来烧去，结果这七盏火灯就变成了

七个眼睛。真奇妙，明灯变火灯，火灯变眼睛。我们都知道，人全身最可爱的部分就是眼
睛。假使我站在这里，把我的眼睛闭起来，你们就看不出什么可爱。人身上可爱的点就在
于眼睛。感谢祂，照明的灯、焚烧的灯，结果变作可爱的眼睛。我能作这个见证，凡经过
神烧的，凡经过神审判的，凡经过神纯洁的，凡是草包给神烧光的，都能说，「神阿，我
感谢你，焚烧的火灯就是可爱的眼睛。」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眼。 
 

也许你要说，「李弟兄，有时这眼睛也很可怕，怒目会吓人的。」那我就问你们，这七
个眼睛是可怕的眼睛呢，还是可爱的眼睛？七灯就是神的七灵，也就是七眼，这七眼是可怕
还是可爱？这位弟兄说，有时候是可怕的，有时候是可爱的。但我要这样说：是可怕还是可
爱，这不在祂，乃在你。你若是作乖孩子，祂的眼睛是可爱的；你若调皮，祂的眼睛是可怕
的。但是可爱也罢，可怕也罢，终归不是火灯。感谢赞美祂，是眼睛。我能作见证，我信许
多人也能作见证，到今天这七盏火灯在我们身上不是火灯，是七眼了。 

 
我们都知道，眼睛不只是为看东西，也是为传神。传神是什么意思？传神就是在你里头的

所是传输到你所看的人里面去。我若很喜欢一位弟兄，当他来到我这里，我两眼一看，我里头
的喜乐、甜美，就从我这两个眼睛传输到他里头去了。若是一位弟兄很调皮，我一看见他，心
里说，「哦，原来是你阿！」我里头的故事也传到他里头去了。这就是传神。传神就是灌输。
感谢主，是爱的传神也罢，或是怕的传神也罢，无论如何，神是传过来了。 
 

教会是神传神的地方 

 
我又要说一个新名词。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神传神的地方。你听见过这话没有？我

们每一次来到一起聚会，就是让神来向我们传神；这就是教会。我们从前很多人都在基督
教里，在老公会里，每个礼拜天早晨，打扮整齐去作礼拜。等到礼拜快结束时，袋子会传
过来，你就把钱放进去。凭良心说，在那里有没有神在那里传神？我不知道有什么在那里
传神，但总归不是神传神的地方。 
 

可是当我们来到教会的聚会里，你实在觉得是坐在主面前，你觉得主的眼睛在看着你；
你若是顺服祂，你觉得祂可爱；你若是不顺服祂，祂也可爱，但你觉得不大好意思。你说，
「哦，主阿，已过这一个礼拜，我没有顺服你。哦，主阿，赦免我，宝血洁净我。」你有没
有这个经历？这就是传神。这就是主耶稣里头的所是灌输到你这个人里面来了，你就变化了。
不是大光的改变，乃是主的传神把祂那可爱的自己，传输到你里面。 

 
然后你回家去，流着泪对主说，「主阿，这一个礼拜怜悯我，我不愿意再得罪你了，我愿

意讨你的喜欢。」但是你还不够认识祂，你不知道你这个人不能讨祂喜欢。你错了。你的心很

对，但你不知道你不能讨主喜欢。好比一只蜈蚣，只能爬在地上，不能飞到天空。你说，「主

阿，我上礼拜满地爬，一点没有飞到天空讨你喜欢，我实在得罪你。主阿，从这礼拜起，我不

愿再爬在地上了，我愿飞到天空和你在一起，我愿讨你喜欢。」结果，礼拜一祷告之后，礼拜

一晚上就在地上爬起来了，又爬了一个礼拜。下个礼拜天又来了，你一到聚会中，神的七眼说，

「你来了。」你说，「哦，主阿，真羞耻阿，这个礼拜我又是在地上爬。哦，主阿，我没有飞

起来。主阿，赦免我。」主说，「不必哭，不必哭，我一点不见怪你，你就是蜈蚣，你怎么会

飞起来？我没有意思要你飞，你知不知道飞的生命是我？」有的时候主也不讲话，就是传神。

经过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的传神，蜈蚣飞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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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家里的人很惊奇，不知道什么事发生了；他们说不出来，只觉得你现在奇妙得很，大改
变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教会。 
 

七眼在教会中。不要忘记，七眼是在灯台上，你离开灯台就没有七眼；灯台是在圣所
里，你不在圣所里就没有灯台，没有灯台就没有七眼。圣所是教会，灯台也是教会，你要
得着七眼的传神，非在教会中不可。在教会中，不光是听道、讲道的问题，听道、讲道是
小问题。有些老年姊妹能作见证，好多次来到聚会中，听了什么道一点不记得，但是记得
一件事：「我到聚会中，好像有什么东西摸着我，有什么东西进到我里头。我说不出一个
名堂，反正去聚会就好得很，不去聚会就不好。所以礼拜天去了，礼拜二还要去，礼拜四
定规去。感谢主，讲些什么我是记不清楚，但我这个里头真好阿！」就是这样，这就是主
恢复中教会的特点。 

 
也有人说，「你们这个教会，就有本事能把人抓住，人到你们那里聚了两次会，听了

两次道，就被粘上了，天天跑会所。老的跑，小的也跑；男的跑，女的也跑；礼拜天跑，
礼拜二也跑；早晨跑，晚上跑。」有人亲自来问我：「这有什么秘诀？」七灯、火灯、七
眼，就是秘诀。 
 

是教会不是教会，不在外表的组织，乃在其中有没有七眼。不是七眼光照你，乃是七
眼传神，把祂自己传到你里头。一个大学教授，学问高、头脑大，但他到聚会中不一定就
能得着启示。一九四七年我到上海，上海教会有了复兴。有个大学教授非常爱我，他说，
「李弟兄，我就是陪陪你，给你提提圣经包都觉得美好。」以后他就真作了。但难处就在
这里，他虽然是医学院的教授，把我讲得道篇篇都听过了，但听到末了，一点不懂。可是
我也看见在上海有些老姊妹，年龄蛮大的，国话也说不太清楚，圣经也读不太通顺，但听
我所讲的道，篇篇都通。这就是教会。教会不是有学位的人，教会不是大头脑的人，教会
乃是一班给神传过神的人。神能传神。上海的那些老姊妹，我实在能替她们作见证，她们
的里头明亮，神的「神」能传输到她们里面去。这是教会。 

 
要知道，我们作工有果效的秘诀就在这里，我们若是用头脑讲知识，虽然能把大学教

授讲明白了，但没有传神。我们作工的秘诀不在讲多少好道，乃在乎在每一次聚会里，在
每一次传信息之后，有多少的神能传到人里面去。不同点就在这里。有的人很有口才，讲
起道来像音乐一样，讲到末了，一点神也没有。感谢赞美祂，七灯就是七眼；今天的羔羊
有七眼，不是七灯；那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不是七灯。眼睛在这里一直看着我们，向我们
传神。 
 

神用眼睛引导我们 

 
历代志下十六章九节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耶和华

的眼睛在全地上跑来跑去，要寻找那向着神心存（或存心）完全的人。今天神的眼睛在地
上跑来跑去。诗篇三十二篇八节说，「我要用我的眼睛引导你。」（原文）不是用话话或
别的暗示，乃是用眼睛引导。 
 

眼睛的引导是最亲密的，是用在亲密的人对亲密的人。两个最亲密的人讲话不一定用
口，乃是用眼睛。有许多时候，我到弟兄姊妹家，看到他们夫妇讲话对答都不用口，眼睛
一看，就知道现在要泡茶，或者作什么别的事。有的时候我也懂，我一看他们的眼睛，就
知道我应该走了。亲密的夫妇作久了，三十年、四十年，我担保丈夫就变成了妻子，妻子
也变作了丈夫。因为他们彼此传神了三十年。这才是甜美的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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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你在教会中，久而久之，神之所是、主之所是，都灌输到你里头来。这也不是
特意去学的，乃是天长日久，就产生一个结果。祂是一直的在传神。我们一个礼拜至少有
四、五次的聚会，每次都有两个钟头的传神。这正像拿着电池来充电一样，充足了就再去
跑两天，等到电池差不多光了再回来充电，充了电再跑，跑光了再来充。我这个电池已经
充了四十五年了。这就是传神。 
 

教会是太奥妙的一件东西，人的言语无法形容。我绝对相信在座许多弟兄姊妹都能作
见证，在这次大会以前，你们对教会的认识不是这么透切；经过了这个礼拜，你们能说，
「阿呀！教会原来是如此阿！」是的，这个是教会。这是金灯台，金灯台上面的七灯变成
火灯，火灯烧到结果变成眼睛，眼睛就在这里传神，有的时候也有责备。 
 

若是一个聚会，你进去以后，没有传神的感觉，你就要打问号：「这是教会么？」也
许是，但不正确，有毛病了，因为不发光，也不传神。好像电灯的保险丝烧断了，电就断
了，这时要快快去找保险丝接上。有的长老或青年弟兄懂得这个，立刻释放祷告，就接上
了火，整个聚会又传起神来了。那就是教会。若没有传神，就不是教会。 
 

七灵供应生命 

 
今天早晨我还必须再说一点。七眼传来传去，这七眼就是七灵。七灯是七灵，七眼也是

七灵。哦，这就是圣灵。我年轻的时候，已经得救了好几年，但是一讲起圣灵我就纳闷。我
不敢说没有圣灵，但圣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圣灵在那儿？我不明白。慢慢的，尤其到了今
天，我确实知道，圣灵就是神的传神。让我先形容一点：很多时候我们聚会久了，习以为常，
碰到要聚会的时间，就无所谓地提着圣经包去聚会；但是刚坐下两分钟，莫名其妙地，说不
出有一种什么能力、什么光景，叫我们里头被摸着了。原来是没有心的、是无所谓的，但就
是在聚会里坐一坐，我们里头被摸着了。也许那次聚会并没有讲圣灵，也没有讲传神，可是
我们坐在那里，里头被摸着了。有的时候非常的感恩，有的时候又非常的自责。有的时候蒙
光照，有的时候受责备。有的时候很释放，有的时候非常得滋润、有平安。我问你，那是什
么东西？那就是圣灵的行动，那就是圣灵的工作，那就是圣灵。 

 
一个聚会越是满了教会的性质，那个聚会里头就越满了圣灵的运行。这就是七灵在传神、

灌输。灵就是生命。七灵在这里就是为着叫你得着生命的供应，受到生命的装备。灯变作火，
火变作眼，眼变作灵。神先在你里面照明，而后在你里面焚烧，再后是传神灌注，结果就是
生命的供应、生命的装备。最后你这个人就在教会中显出功用来，生命长大，同被建造。结
果不光是一个教会，并且还是一个尽功用的教会，圣徒们个个都能尽职。你在教会里不光蒙
光照、被焚烧、得灌注，并且还得着生命的供应、生命的装备，你就在身体中作一个有功用
的肢体。 

 
一转到灵，全数是生命。灯是照耀、火是焚烧、眼是传神，灵完全是生命的供应、生

命的装备。这就是教会。弟兄姊妹，这里先有五件东西：金灯台、耶和华、羔羊、石头、
神；还有四件东西：灯、火、眼、灵。你把这九件都了解透了、认识清楚了，你才知道什
么是教会。教会就是这一套九件东西的讲究。我进到教会中来，先是蒙光照、明灯照耀，
再就是火灯焚烧，再就是眼睛看顾，传神与我，把神的所是、主的所是灌注到我里面，而
后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生命的供应、生命的装备。这就是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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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篇 烧着的火灯变成涌流的水河 

                                                                              上一篇  回目錄     

 
读经：出埃及记十七章五至六节，哥林多前书十章一至四节，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

至三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启示录一章四节，四章五节，五章六节，二十二
章一节，十七节，二章一节，七节上，二十一章二十三节。 
 

约翰的著作与出埃及记遥遥相对 

 
圣经是一本特别的书。在出埃及记里，当以色列人漂流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渴了，神

叫摩西带着杖去击打一块大的磐石；击打之后，水就从磐石里流出来，众人喝了就解了干
渴。在这里我要说：第一，你在任何别的书中，别的经典里，找不出这样一个故事来。第
二，这故事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里头的涵意却不是那么简单。在出埃及记里，我们找不出
它的涵意；等到了新约，我们就看见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三十八节说，「节期的末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来。」 

 
我已经说过，约翰写的书，里面的重点和出埃及记恰恰一样。在出埃及记里有羔羊；

约翰也说，「看哪！神的羔羊。」在出埃及记里最终是帐幕；约翰的著作最终也是说，
「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出埃及记里有金灯台，这是帐幕里一件最重要的东西，能影
响到神的行政，以及事奉神者的行动；而在约翰的著作里，也说到教会是金灯台。你看见
约翰的著作和出埃及记遥遥相对。 
 

在出埃及记里还有一件东西，也是约翰说到的，就是活水从干的磐石流出来。关于这一
点，约翰的著作说得更妙。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主耶稣这里来喝。他没有说主耶稣是磐
石，但他说，凡信主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希腊文里，这里的江河是多数
的。不是一条河，而是多条河。这里有一个涵意：这些喝的人结果也变作小磐石了。在出埃
及记里是一个大磐石，流出水来，解人的干渴；到了约翰的著作里，他也说有活水流出来，
但不是指一位的磐石，而是指许多的小磐石。 

 
今天早晨，我们大家都要了解，你我一喝主耶稣所赐给的水，我们也变成小磐石，个

个里头都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一道又一道，一条又一条。我们不光是流出一道的河水，我
们是流出许多道，有许多条的河水从我们里面流出来。 
 

我再说，出埃及记是许多真理的苗圃，而约翰的著作乃是那些真理的园地。在出埃及记
里有一块磐石，在约翰福音里则有许多块小磐石。在出埃及记里是一道水流，到约翰福音里
则是多道水流。不光磐石是多个的，连每一块磐石所流出来的河流也是多道的。这是什么意
思？这就是繁生了，增多了。一块磐石变作多块磐石，一道水河变作多道的江河。 

 
也许有人想要辩论说，「这恐怕是李弟兄的一个说法。」但是你再往下读，到林前第十

章，保罗的解释来了。保罗说，「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
受浸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真奇妙！在出埃及记里的
水是山上磐石流出来的，但保罗竟然说那是灵水。你们告诉我，那是物质的水呢，还是灵水？
我们大家都要说，「按照图样来看，那是物质的；按着实际来说，那是灵的。」在出埃及记
里磐石所流出的水是一个图样、一个表征、一个象征、一幅图画，给我们描绘出一个属灵的
情形。那是以物质的水来表明属灵的水，这个属灵的水就是那灵。 

http://www.rucoc.com/Selbooks/WitnessLeeCollection/1977/9/6.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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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水不光是圣灵。在主耶稣还没有被击打，祂这块磐石还没有被裂开之先，圣灵早就
在那里了，但是「那灵」却还没有。这就如同磐石被击打之先，在宇宙间早有雨水了，但
乃是等到磐石被击打裂开了，雨水就变作从磐石里流出的活水。在磐石被击打之先，雨水
在那里，但是活水还没有。这就是说，在主耶稣钉十字架死而复活之先，圣灵在那里，但
是那灵还没有。等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击打，祂裂开了，随即有水和血流出来，（约十
九 34，）那就是活水流出来了；而这个活水，约翰告诉我们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祂
之人要受那灵说的。」（七章三十九节，原文）约翰清楚点出来，这从被击打的耶稣里头
流出来的水，乃是那灵。 

 
保罗在林前十章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当初在旷野所喝的是灵水。在这里保罗越说越奇

妙。他说那水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我问你们，当初那块磐石会不会行走？还是有一辆
车子拖着它？保罗说那磐石是随着他们的，这怎么讲法呢？若是把今天正统的神学家请来，
他们又要说保罗是曲解神的道。他们可能会问保罗说，「摩西所打的磐石是在山上，打了之
后，磐石还在那里，你怎么能说这磐石是随着他们？」这就如同以色列人所喝的水，我们已
经说过，按着象征来说、按着图样来说，是物质的水，而物质是用来表明属灵的。那么现在
我问你们，那磐石是活动的，还是不动的？按着图样、预表来说是不动的，按着实际来说是
动的。 

 
比如这里有一幅画，画了一只大老虎，你说老虎是动的，还是不动的？你说老虎不动就

错了。在图画上它是不动的，实际上它是动的。照样，在图画里的那块磐石是不动的，但是
从神眼光看来，那块磐石就是基督。「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林前十章四节）就着那块磐石说是不动的，但是就着基督说是动的，是随着他们的。以色
列人走到那里，就有一块磐石跟到那里。今天早晨，我们都要说，「阿利路亚！我们确信在
我们中间有一块磐石，这是一块灵磐石。我们在仁爱路聚会，这个磐石在那里；我们在体育
场，这个磐石在这里；我们到了阿里山，这个磐石也上了山顶。这是一块灵磐石，随着我们
的。」 

 
现在这里还有一个难题。我们说那磐石就是基督，而这个水，从圣经中读出来就是那

灵。水从磐石流出来，就是指着那灵从基督流出来。正统的神学说，圣灵是圣灵，基督是
基督，二者绝对分开。今天早上我问你们，到底这二者是不是绝对分开的？我曾经题过，
羔羊就是基督，羔羊的七眼就是那灵。你若说圣灵是一个，基督又是一个，二者是绝对分
开的；这就如同把我眼睛剜出来，摆在我旁边，说，「眼睛是眼睛，这人是这人，眼睛和
这人二者是绝对分开的。」这就是正统遗传的神学所讲三而一的道。 
 

正统遗传的神学不可靠 

 
我愿意趁这个机会给你们青年弟兄姊妹看见，所谓正统的三而一的道是不可靠的。正

统遗传的神学，一直说他们相信使徒信经，英文字叫作 Creed，就是信条。这个信条，或
者说使徒信经，是主后三百二十五年在奈西亚的奈西亚大会决定的。我要稍微说明一点。
在那以前，在第二、第三两个世纪里，初期的圣经学者，就是教会历史中所说的教父们，
对于主耶稣的身位、对于三而一神彼此的关系，其争论达到极点。他们的辩论，多半是关
乎三而一的神、其次是关乎基督的身位，究竟基督是谁，基督是神还是人。两百年之久，
大家争到一个地步，相持不下。就在这个当儿，三百一十多年，康士坦丁大帝得着罗马帝
国，作了皇帝。因着康士坦丁大帝接受基督教作罗马的国教，并且鼓励罗马百姓都来领洗
入教；凡领洗入教的，他都给他们一套白衣服，还给他们多少两白银，所以成千成万的罗
马百姓在那时候入了教。原先罗马帝国是逼迫基督教的，但是从康士坦丁大帝开始改为欢
迎基督教，基督教变成罗马帝国里最有势力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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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时候，康士坦丁大帝为了维持国内的正当秩序，不愿大家彼此争闹，就在三百
二十五年下令，召聚一切的圣经学者，也就是当初各处所谓的主教，到奈西亚参加一次大
会。大会的主席是康士坦丁大帝，那些主教们，也就是圣经学者，就在他跟前辩论。辩论
的结果，就定规了一个信条，叫作使徒信经；直到今天，罗马天主教和正统更正教（如圣
公会、美以美会…等大的公会）都共同相信承认它。 
 

使徒信经里说到三而一的神，说到圣父、圣子、圣灵，但是没有一个字题到圣灵是赐生
命的灵。乃是又过了五十多年，我若记得不错，是三百八十一年，才加上一个补充，说，这
圣灵乃是赐生命的灵。虽然是加了一点，但是你把这使徒信经怎样读，也读不出七灵来。今
天在新约圣经里，有圣灵，有那灵，有赐生命的灵，也有七灵；但是使徒信经里没有七灵。 

 
我们在美国打真理战的时候，就说，「你们说要根据使徒信经，我们说使徒信经不完

全。我们不根据使徒信经，我们根据圣经。」我告诉他们说，「五十多年前，主在中国兴
起祂的恢复来。感谢主，那时我们就清楚，我们不应当根据任何信经，因为信经是不完全
的；我们必须回到圣经来，圣经是完全的。」我们就在那里问说，「你们的使徒信经有没
有七灵？」没有。 
 

为此我就引了一句中国的成语：「削足适履」。我说，「你们的使徒信经就好比是主
后三百二十五年的时候作的一双小鞋；那个时候，人对圣经的认识，就好比一对小脚。鞋
是三寸半，脚是二寸八五，所以穿进去还蛮舒服。但是教会对圣经的认识是进步的。圣经
不会进步，教会对圣经的认识却是进步的。如同地球是不会进步的，但人类对地球的认识
是进步的。哥伦布航海之先，人只以为地球是平的、四方的，不知道地球还是圆的。地球
没有进步，但人对地球的发现是进步的。圣经也是这样，永远不会进步，一次完全就永远
完全；但是我们对圣经真理的认识，其发现是会进步的。 

 
主后三百二十五年，那些圣经学者、大主教来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对圣经有认识，但

是那个认识只是三寸半，于是他们作了一双三寸半的小鞋给大家穿。那时候，一般人对圣
经的认识最多也不过是二寸八五，所以每一个人都穿得下去。但是从三百二十五年到今天
一九七七年，经过了一千六百多年，基督徒对圣经的认识，越过越发现，越过越明亮，不
光从马太到使徒行传，从使徒行传到书信，特别到了今天，乃是经过书信到了启示录。我
们在启示录里看见了七灵。今天基督徒对圣经认识的脚是一尺半，但你们却要把一尺半的
脚放在三寸半的小鞋里。」所以我就对美国那些神学家说，「你们现在所作的，就是要把
我们的大脚割小，放在你们的小鞋里。」 

 
这个挑战出去了，现在还没有听见他们的答案。他们没有办法答。你说要根据信经，

信经里没有七灵，怎么办？难道是把七灵割掉么？今早我要问你们，你们是跟随圣经呢，
还是跟随信经？信经里没有七灵，圣经里有七灵。你要不要七灵？要。你要不要信经？不
要。感谢主，我们都不要。早在一九二五年冬天我就把信经丢了。感谢赞美主，我们不光
有马太福音，不光有约翰福音，不光有使徒行传、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我们不光有一
本一本的书信，我们还有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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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问题在这里：他们说圣灵就是圣灵，圣子就是圣子，圣父就是圣父，三位是单独的。
说到这里，我必须题一件事。今年五月间，我们有一、二十位弟兄们，去了圣地，看耶路撒
冷；在此之先我们也去看了罗马和梵谛冈。在梵谛冈那里有一座教堂，教堂里每一个房间的
墙壁上，都是最好的古代油画。其中有一幅描写三而一的神：一个长胡子的老父亲坐在那里，
一个中年的儿子站在那里，还有一只鸽子飞在上头。接着我们又看到一幅，在这一幅图画里
多了一个女人站在当中，就是马利亚。这就是他们所讲的三而一。圣父是那白胡子老父亲，
圣子是那位中年儿子，圣灵就是在上面飞着的鸽子。你说他们有没有圣经根据呢？有。但
是半有半没有。这就叫作似是而非，也叫作一知半解。 

 
传统神学家所说三而一的道，表面看是如此；但我要问问他们，磐石是不是基督？活水是

不是灵？若二者答案都是「是」，那么基督和圣灵是不是分开独立的？不是！因为活水就是从

基督里出来的。再者，羔羊就是基督，羔羊的七眼就是灵。眼睛是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七眼就

是羔羊的一部分，两个是不能分开的。这一幅图画，比任何的话语都清楚，表示圣灵就是基督

的流出。当基督传神到我们里面就是圣灵。我的神气怎样传到你里面呢？是借着我的眼睛。所

以传神就是把我的实际传到你里面。圣灵就是基督的实际传到圣徒的里面，所以你没有办法把

圣灵和基督分开。你若是把基督和圣灵分开，就如同把活水从磐石分开了；一分开，活水就没

有源头，磐石也没有涌流。活水乃是磐石的涌流，磐石乃是活水的源头，二者虽是二，却是一，

没有办法分开，如同眼睛和身体没有办法分开一样。 
 

烧着的火灯变成涌流的水河 

 
现在请听，出埃及记里说到活水涌流，约翰的著作里也说到活水涌流，可是在这里有

一个讲究：约翰的著作比出埃及记多了一点。在出埃及记里你没有看见七盏火灯在那里烧
着，但在启示录里记着，在宝座前有七盏火灯点着，实在说来就是大火烧着。大火在那里
烧着，施行审判，推动神的作为。这是火灯。在宝座前有这七个火灯，这就是圣灵。但是
到了启示录末了，这些火灯就变作一条生命的水河。你看见没有？在启示录开头，是七盏
火灯焚烧；到启示录末了，火灯没有了，变作一条水河在那里涌流。 

 
我曾经说过，当你初初进到教会中，你觉得这里有光，你觉得光照；可是等你在教会中

停留一些时候，你就觉得这照耀的光变作焚烧的火。然而你若仍留在教会中，让这光照你，
让这火烧你，照来照去，烧来烧去，这火又变作生命的水在你里头涌流。你看对不对？可能
在一个晨更里，这三个经历都有。你初在晨更里的时候，你觉得这里真是明亮，有明灯照耀。
可是过了十分钟，你觉得不得了，这个明灯变作大火。先是照亮，末了烧起来了。整个晨更
就不断地烧你，也许烧了四十八分钟，你所以的罪恶都给烧出来了，到末了也都给烧光了。
等到烧过了，你就觉得烟气没有了，火苗没有了，火光也没有了，只剩下一点明亮的灯光在
那里；马上你就觉得那火焰变作生命的水在你里面流通。到了晨更末了十分钟时，哦，生命
水在那里流通，你就在那里喝这生命水。 

 
我信你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在半个小时里就有这三种的经历。先是照亮，后是

焚烧，然后是生命活水涌流。照亮是把你的本相显出来。没有灯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还不错，
谁也赶不上你这么完全。但你来到教会中，进到光中一看，立刻原形毕露，这时你才发觉自
己不行，觉得你赶不上任何人，你太可怜了。这光照明，刚照五分钟就烧起来了，于是你恨
恶自己，有的时候你捶胸，恨自己，觉得天底下最坏的就是你。五分钟以前，天底下最好的
是你；现在天底下最坏的是你。你认罪、流泪；这火一直烧了二十分钟，烧到无可再烧了。
这时焚烧的火就变作涌流的水。活水在你里面涌流，先是冲刷，再是滋润，三是解渴，四是
生命供应。这样经过半个小时，你不敢再说自己是顶好，也不说自己顶坏；好也算了，坏也
算了，你觉得：「我也不顶好，我也不最坏，阿利路亚！我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在我这里
没有好坏的问题，在我这里只有活水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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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你也许得救不久，我绝对相信你在教会中有这些经历；从前你也许不够清楚，说也

说不出来，但是今天有一个人站在这里，把你的故事都说出来了。我告诉你，这不是凭着我
的头脑，而是我和你们有同样的故事。我得救已经五十二年了，多少年蒙光照，多少年被焚
烧，多少年生命涌流。千万不要忘记，这不是一次就完了的事，这是永远毕不了业的。 
 

呼吸不能毕业，喝水、吃饭也不能毕业，一毕业就不得了了。同样，属灵的经历也都不

能毕业。不错，这天早晨你有了半个小时的经历，你觉得好极了，你说「阿利路亚」！但我

告诉你，恐怕这个「阿利路亚」最多维持到中午十二点。到了中午吃饭时，莫名其妙你觉得

和你一同吃饭的人不合你的口味；这么一来，你里面的水流没有了，也没有灯光，也没有焚

烧，又变成暗洞洞的了。别人说阿利路亚，你什么也说不出来；就是勉强说了阿们，也很不

自然，好像生了病似的。但是过了两天，你又去参加晨更了。感谢主，有福的晨更，蒙福的

地方。在晨更里，头两分钟，别人阿利路亚、阿们，你觉得很蹩扭。但是晨更是蒙光照的地

方。过了两分钟光来了，于是你又恨自己。你在那里觉得：「我也不要怪东，我也不要怪西，

也不是烧饭的人烧不好，也不是同吃的人不对口味，乃是我这个人太坏了。我这个人孤僻、

古怪，就是不肯入流，我绝不甘心服在人之下。我这个人可恨！可恨！」可恨了五分钟，烧

起来了。你捶胸，厌烦自己。这样烧了两分半钟，都烧光了。真是阿利路亚！烧光之后，里

头真是晴朗，清爽，真好阿！解渴了，满足了，滋润了。 

 
这一次的经历维持了较长一段的时间，从早上七点半到晚上七点半。等到晚上七点半来聚

会时，碰到招待，他不知道你是个初生的婴孩，碰了你一下，非要你上楼坐不可。这一逼，你
的里头又老病复发了。你在那里埋怨说，「这是什么招待？什么安排？来聚会还有强迫人坐位
子的呀！我一定要去见长老办个交涉！」就这样你在聚会中什么也听不进去。回到家里气得一
夜不能睡觉，第二天还气。感谢主，蒙恩的人，他的恩典就在这里，尽管闹了两天，第三天早
上醒来，虽然还有点不愉快，心里却想：「去晨更吧！」于是又去晨更了。坐在晨更里，头五
分钟不开窍也不开腔，过了五分钟亮起来了，你就在那儿说，  
「哎呀！我这个人真是坏，为什么我不守大会的规矩呢？假使这八千人都像我这样，这个
会也不要聚了。哎呀！我真坏阿！」光照之后烧起来了，这一次烧得厉害，嚎啕大哭：
「主阿，我真坏阿，谁也不能坏到我这样坏阿！我该死阿！」哭得大家都不能晨更了。到
末了，哭过之后，笑起来了。得活水了，滋润了，又解渴又舒服。 
 

感谢主，这一次的经历维持了三天半。在这三天半里你天天阿利路亚，仿佛飞到天上；
你高兴地到处作见证：「真好阿！教会生活太好了，你们都要到教会来阿！」但是三天半之
后，因着你的太太看你什么事也不作，就是阿利路亚，她就开始啰嗦你。开头两、三天你也
不在意，但是啰嗦到末了，你身上的老荆棘又烧起来了，大发脾气，对太太说，「你怎么回
事？你看我这样蒙恩，还不喜乐么？你闹什么呢？」于是老病复发。 

 
你若要我说这样的故事，说不胜说。你问我：「李弟兄，你这是从那儿学的？」我不

是说你们，我是说我自己。一次又一次，我经历这些故事。但是有一个好处，第一次维持
了五个半钟头，第二次增加到十二小时，第三次就维持了三天半。我告诉你，等再一次就
是两个礼拜，再一次又成为一个月，再两个月，越过越长，长到一个地步就再没有什么可
以复发的了。 
 

我是一个常常旅行的人，每一次旅行就要种牛痘。我最早种牛痘是在作孩子的时候。等到
三、四十岁要出去旅行了，需要种痘。这一次种痘距离上一次已经有三十年了，所以一种就发
了一个大红疙瘩。隔了一些时候我再去种，这一次红疙瘩就发得小了。等到这一次我来台北之
前又去种痘，什么疙瘩也没有了。我已经发了七十多年，再也发不出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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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属灵的事上正是这样。到今天你再逗我，我也不太容易发脾气了，因为脾气都发光了。
一次又一次的发，发了之后，明灯照一照；照亮之后烧一烧，烧了之后水冲一冲、涧一润；
就这样到了今天，再没有什么可发的了。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在主里经历年日久
了，有一种光景，就好比种牛痘时用刀子在他身上划两下，也不发疙瘩了。作太太的再啰
嗦他，说，「你怎么回事？」在他身上也不起作用了。不管别人怎样对他，他还是阿利路
亚。 
 

在新耶路撒冷只有一道生命水的河 

 
请记得，到这时候就是新耶路撒冷了。在新耶路撒冷里不是忽然一阵火，忽然一道水，

又火烧又水浇。不是这样。到了新耶路撒冷里只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永远长流在那里。火烧
没有了。烧的圣灵最终就是流的圣灵。没有一次圣灵在你里头烧，烧过了而不流的；烧了之
后都是流的。流了之后再烧不烧呢？这就要问你里头还有没有可烧的。要一直烧，直到烧光。
烧到有一天，人怎样对付你，你也不再冒火了，这时就不要火烧了。到这个时候就是水流。
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一直涌流到永远。 

 
虽然在我们中间有的人还没有达到这个境地，但感谢主，你们正在这条路上。我知道，

你们正在这条路上。但是我也可以说一句话，凡是在公会里的人，不懂这些故事。他们没有
明亮，也没有焚烧，也没有活水涌流。这些他们全数没有。乃是你实在进入了这个主观的经
历里，开始是七盏灯，再是七盏火灯，而后火灯变成河流，在你里头有一道活水的江河一直
涌流，使你被灌溉、被滋润、得供应，也使你成为供应别人的人。这一个就是教会。今天的
教会在正确的光景中，就是新耶路撒冷。 

 
我知道你们有的人还没有到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乃是在启示录第四章里，有闪电、声

音、雷轰，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烧着。感谢主，这是对的；但是不要忘记，启示录第四章是
朝着第二十一章去的。四章不是一个终局，四章乃是一个过程，终局是在二十一章。到了
二十一章，第四章的宝座又出来了；还是那个宝座，不过在二十一章里的宝座流出来的不
是火，乃是水流。 

 
今天在教会中，该有这种见证，该有这种生活：在我们中间，不光有灯光照明，也不

光有火焚烧，还有活水涌流。要火有火，要水有水。但是火不是结果，乃是手续；水才是
结果。教会终极的结果就是把人带到涌流的活水里面去。那灵和新妇说「来」，听见的人
也该说「来」，口渴的人都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这一个是救恩，这一
个是福音，这一个也是教会生活。 
 

到了末了，羔羊就是灯。在启示录开头是说，七灯就是七灵；灵是灯。可是到启示录
末了，羔羊是灯。开头是说羔羊有七眼，这七眼就是灵，而灵就是灯。但到末了，羔羊就
是灯了。为什么呢？因为到了这时，就是在永世里。在新耶路撒冷里只需要灯，不要火。
在新耶路撒冷里，有光却没有火；在新耶路撒冷里，满了水。 
 

在教会开始的情景中，一定有光照，一定有火烧，而后火烧变作水流。等到教会成熟
了，只有光没有火，但是满了水。水就是灵，光就是神，灯就是基督。这是三而一的神。
神是光，基督是灯，灵是流。当教会成熟了，进入正当的光景中，只有光和水，没有火。
因为再没有失败者，再没有堕落者，再没有退后的，仅仅需要光来照亮我们的行动，需要
水来供应我们的需要；不需要火来审判，也不需要火来焚烧。这是新耶路撒冷的光景。感
谢主，今天在教会中，我们可以预尝新耶路撒冷的光景。阿利路亚！在这样的教会中，有
光、有水，却没有火，因为所有的火都到火湖去了，都受过审判；剩下的就是神的同在。
在神的同在中，祂是光，基督是灯；从祂里头流出来的，就是圣灵作了我们的活水。阿利
路亚！在这里有光、有水，却没有火。这是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