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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 10/12 

背诵经节 

耶利米书 2:13 因为我的百姓，作了两件恶事，就是离

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

的池子。 

相关经节 

耶利米书 2:13 

2:13 因为我的百姓，作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

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以赛亚书 12:3-6 

12:3 所以你们必从救恩之泉欢然取水， 

12:4 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呼求祂的名！

将祂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祂的名已被尊崇。 

12:5 你们要向耶和华歌颂，因祂所行的甚是超绝！但

愿这事传遍全地！ 

12:6 锡安的居民哪，当扬声欢呼，因为以色列的圣者

在你们中间乃为至大。 

诗篇 36:8 

36:8 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

喝你乐河的水。 

哥林多前书 12:13；15:45
下
 

12:13 因为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或

自主的，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且都

得以喝一位灵。 

15:45
下
 ……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以弗所书 3:21 

3:21 愿在召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荣耀归与祂，直

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约翰福音 7:37-38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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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 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

水的江河来。 

建议每日阅读 

耶利米书可比喻为核桃：外面有硬壳，里面有核

仁。……渐渐地，主打开了耶利米书的外壳，给我看见

核仁。所以，……我有负担说到耶利米书的核仁。 

这核仁包括三件事—神要从我们得着什么、我们

在堕落光景中的所是以及基督之于我们的所是。耶利米

向我们有力地陈明这三件事，但它们是隐藏在外壳之内。

要看见这三件事，我们需要“打破”耶利米书的外壳，

专注于里面的核仁。 

神要从我们得着什么，这主要的是在二章十三节

提起，这节启示神是活水的泉源。神要我们接受祂作活

水的泉源，为着我们的生活。这就是说，祂要我们接受

祂作我们全人的源头、泉源。我们如何能接受祂作我们

的源头？接受神作活水的泉源，唯一的路就是天天饮于

祂。借着喝，我们将流自神这泉源的活水接受到我们里

面（耶利米书生命读经，三一一至三一二页）。 

在神眼中最邪恶的事，就是离弃祂这源头，这活

水的泉源，而转向别的源头。所有别的源头都是偶像。

在耶利米二章十三节里，偶像被比喻为破裂不能存水的

池子。今天人忙着为自己凿出各种的池子；事实上，这

些池子都是偶像。我们思想这光景时，需要领悟，神要

我们接受祂作我们生命和我们全人的泉源、源头（耶利

米书生命读经，三一二至三一三页）。 

接受神作我们救恩的路，乃是从救恩之泉取水，

就是喝祂（诗三六 8，约四 14，七 37，林前十二 13，

启二二 17）。为了作我们的救恩，三一神经过过程，

成为赐生命的灵作为活水，生命的水（林前十五 45，

约七 37～39，启二一 6，二二 1、17）。活水进到我们

里面，就渗透我们整个人，使我们得滋养、变化、模成

并得荣（罗十二 2，八 29～30）。圣经旧约和新约都给

我们看见，神实际的救恩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自己作

为活水（圣经恢复本，赛十二 3 注 2）。 

源是源头，泉是源头的涌出、流出，河是流。救

恩之泉〔赛十二 3〕这辞含示救恩乃是源头，就是源。

神作我们的救恩乃是源（2）；基督是救恩之泉，给我

们享受并经历（约四 14）；那灵是在我们里面这救恩

的流（七 38～39）。 

基督作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 45），是救恩许多

的水泉，从三一神救恩之源涌出来；信徒从祂汲取生命

的水作他们的享受（赛十二 3 下，约四 14，启二一 6）。

基督是神成为肉体，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约一 14 上，

西二 9）。耶稣—耶和华我们的救主并我们的救恩（太

一 21），已经借着祂代死的过程，完成神永远的救赎，

而成为我们永远救恩的根源（来九 12，五 9）。基于祂

的救赎，祂这位救赎主成了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的救恩

（赛十二 3 注 1）。 

团体追求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七章 以撒的特点

（开头） 

 

 

周二 10/13 

背诵经节 

约翰福音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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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经节 

约翰福音 4:10，14 

4:10 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请给

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祂，祂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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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利米哀歌 3:22 

3:22 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因祂的怜

恤不至断绝； 

3:23 每早晨这些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 

3:24 我的魂说，耶和华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祂。 

哥林多前书 1:9 

1:9 神是信实的，你们乃是为祂所召，进入了祂儿子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 

以弗所书 1:4-5，9，22-23 

1:4 就如祂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爱里，在祂面前，成为圣别、没有瑕疵； 

1:5 按着祂意愿所喜悦的，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

督得儿子的名分，归于祂自己， 

1:9 照着祂的喜悦，使我们知道祂意愿的奥秘；这喜

悦是祂在自己里面预先定下的， 

1:22 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并使祂向着召会作万有的

头； 

1:23 召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

满。 

建议每日阅读 

三一神在神圣三一里的涌流，有三个阶段。……

(在约翰四章十四节)当水源涌上来成为水泉，那就是水

源显出来；然后就有河涌流。父是源，子是泉，灵是河。 

这涌流的三一神是“直涌入永远的生命”。译为

“直涌入”的介词，在原文里含意很丰富。这辞在此说

到目的地；永远的生命乃是涌流之三一神的目的地。水

源在我们里面，作为水泉涌上来，而成为河，直涌入目

的地，这目的地就是永远的生命。新耶路撒冷是神圣、

永远生命的总和，这永远的生命至终乃是新耶路撒冷。

因此，“直涌入永远的生命”，意思就是“直涌成为新

耶路撒冷”。我们必须有东西涌流成为那神圣的新耶路

撒冷，好使我们能达到那里。我们需要整本圣经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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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四章十四节。父作为源头乃是源，子是泉，灵是涌

流的河，而这涌流的结果带进永远的生命，就是新耶路

撒冷（约翰福音结晶读经，一七一至一七二页）。 

三一神借着父、子、灵流到我们里面。当我们喝

这水，这水就在我们里面成为源。我们都该说，“我里

面有这源！”这源显出来就是泉，并且这泉涌流出来成

为河，为着新耶路撒冷。这就是打开整卷约翰福音的钥

匙，这就是神圣三一的神圣说话、神圣扩展和神圣分

赐。……当祂涌流到我们里面，祂就带着我们一同涌流。

祂要把我们涌流入新耶路撒冷里，而成为新耶路撒冷。

“入”这个介词，也有“成为”的意思。……我们必须

是新耶路撒冷，然后我们才能在新耶路撒冷里。这就是

约翰福音和启示录的内在意义。 

因此，新耶路撒冷是神三个阶段—父的阶段，子

的阶段，灵的阶段—涌流的结果。这三个阶段都在我们

里面，在我们里面同时有源、泉、河。“源”涌现，

“泉”涌出，这涌出乃是流，也就是“河”，直涌入新

耶路撒冷（约翰福音结晶读经，一七四至一七五页）。 

神在祂经纶里的心意，是要作活水的泉源，源头，

以满足祂的选民，作他们的享受。这享受的目标，是要

产生召会，作神的扩增，神的扩大，好成为神的丰满，

使祂得着彰显。这是神在祂经纶里的心愿，喜悦（弗一

5、9）。这思想的完满发展是在新约里，但其种子是撒

在耶利米二章十三节。 

神的经纶是要将祂自己作活水分赐出来，以产生

祂的扩增，祂的扩大，成为祂的彰显；这思想在约翰的

著作中得着发展。……在约翰四章，主耶稣对撒玛利亚

妇人说到活水（10、14）。在七章三十八节祂说，“信

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来。”……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至二节给我们看见，在新

耶路撒冷里有生命河涌流，在这河中长着生命树，作生

命的供应，支持并维持全城（耶利米书生命读经，二一

页）。 

团体追求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七章 以撒的特点

（以撒是子 第 1～3 段） 
 

周三 10/14 

背诵经节 

耶利米书 17:9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无法医治，谁能识

透呢？ 

 

相关经节 

耶利米书 17:9；13:23；31:33-34 

17:9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无法医治，谁能识透呢？ 

13:23 古实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

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 

31:33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

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

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31:34 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

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

必认识我，因为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

罪；这是耶和华说的。 

哥林多后书 3:3 

3:3 你们显明是基督的信，由我们供职所写的，不是

用墨，乃是用活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版上，乃是写

在肉版，就是心上。 

以西结书 36:26-28 

36:26 我也要赐给你们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 

36:27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遵行我的

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36:28 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作

我的子民，我要作你们的神。 

建议每日阅读 

耶利米书核仁的另一面是暴露我们在堕落光景中

的所是。在这事上，耶利米非常深，也非常简单。在十

七章九节他说到人心。……我们的心诡诈到极点，无法

医治（参十三 23）。……在我们堕落的光景中，我们

是败坏、腐化的；我们无法改变、改正或改良自己。孔

子的门徒想要用孔子的教训改良自己，但他们失败了

（耶利米书生命读经，三一三页）。 

甚至(耶利米十七章九节)关于人心诡诈，无法医

治的这话，也与神的经纶同祂的分赐有关。人心败坏、

诡诈，其光景无法医治；然而，连这样的心也能成为神

将祂生命之律写于其上的版（三一 33，参林后三 3）。

这启示神有路将祂自己分赐到人里面。神一进到人里面，

就要从人的灵扩展到人的心里。这是神照着祂的经纶对

付堕落之人心的路（圣经恢复本，耶十七 9 注 1）。 

以色列离弃了神这活水的源头，泉源（耶二 13），

就成为邪恶的；他们有比万物都诡诈、无法医治的心

（十七 9），并且有不变的罪性，像古实人的皮肤和豹

的斑点，是不能改变的。这暴露出堕落之人真实的光景

（圣经恢复本，耶十三 23 注 1）。 

对于在荣耀里之基督的异象（赛六 1～7），以赛

亚的反应是说，“祸哉，我灭亡了！”（5 上）以赛亚

看见这异象，就领悟他是该被了结的，是该灭亡的。 

以赛亚接着说，“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

在嘴唇不洁的民中。”（5 中）由此可见，我们必须注

意我们的嘴唇，注意我们的说话。我们每一天都说太多

话了。我们的话大部分是邪恶的，因为我们说的大多是

批评的话。……这是我们嘴唇不洁的原因。不洁的事，

诸如闲谈、发怨言和起争论，都使召会生活变得像醋一

样。我们若把闲谈、怨言和争论除去，就会发现我们没

有什么可说的。我们需要像以赛亚一样，领悟我们的嘴

唇是不洁的。  

每一个真正看见主异象的人都是蒙光照的。他所

看见的异象立刻暴露他，并把他带到光中。在路加五章，

当彼得看见主的时候，立刻对主说，“离开我，因我是

个罪人。”（8） 

我们看见自己多少，在于我们看见主多少。因此，

我们需要晨晨复兴。晨兴乃是我们再次看见主的时候。

我们越看见主，就越看见自己的所是。我们看见自己里

面一无是处，在我们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没有荣美和

美德。 

虽然以赛亚知道自己是该灭亡的，是嘴唇不洁的

人，不过，他却知道自己亲眼看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

华（赛六 5 下）。 

以赛亚看见自己是不洁的，之后就借着一个撒拉

弗得了洁净；撒拉弗乃表征神的圣别（6 上）。 

以赛亚是从坛上的红炭得着洁净的（6 下～7 上）。

这红炭表征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之救赎的功效。 

借着撒拉弗用坛上的红炭所完成的洁净，除掉了

以赛亚的罪孽，遮盖（洁除）了他的罪（7 下）（以赛

亚书生命读经，四八至五○页）。 

团体追求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七章 以撒的特点

（以撒是子 第 4～5 段） 

 

周四 10/15 

背诵经节 

约翰一书 1:7 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

彼此有交通，祂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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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经节 

以赛亚书 6:5 

6:5 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

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

之耶和华。 

约翰一书 1:7 

1:7 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

通，祂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约伯记 42:5-6 

42:5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42:6 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哥林多后书 3:18 

3:18 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

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祂同样的形像，

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 

罗马书 13:11-12 

13:11 再者，你们晓得这时期，现在就是你们该睡醒

的时刻了，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 

13:12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所以我们当脱去黑暗的

行为，穿上光的兵器。 

哥林多后书 4:6 

4:6 因为那说光要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

们心里，为着光照人，使人认识那显在耶稣基督面上之

神的荣耀。 

帖撒罗尼迦前书 5:5 

5:5 因为你们都是光明之子和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

黑夜的，也不是属黑暗的。 

彼得前书 2:9 

2:9 惟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体系，

是圣别的国度，是买来作产业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

召你们出黑暗、入祂奇妙之光者的美德； 

建议每日阅读 

在以赛亚六章这经历之前，……以赛亚曾得着洁

净，但他看见自己仍是不洁净的。这指明我们都需要看

见自己乃是不洁的总和。无论我们得过多少次的洁净，

我们仍是不洁的。我们都必须认识自己到这个地步。 

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洁净不洁净，是在于良心

的感觉；而我们良心的感觉是在于我们对主的看见。我

们看见主有多少，就决定我们会有多少被洁净。我们越

看见主，越被暴露，就越得着洁净。当我们的良心得了

洁净，没有亏欠时，我们就能接触主。按照我们蒙光照

的良心，我们是洁净的，但按照我们在旧造里的实际光

景，我们是不洁净的。……只要我们留在旧造里，我们

绝不能完全洁净，因为旧造是不洁的。我们需要身体得

赎。我们的身体一旦得着救赎，就要脱离旧造。那时，

我们才完全是洁净的（以赛亚书生命读经，五○至五一

页）。 

我们活在神圣的光中，就在这光的光照之下，这

光按着神的神圣性情，并借着在我们里面神的性情，暴

露我们一切的罪、过犯、失败和缺点，这些都是与祂纯

洁的光、完全的爱、绝对的圣，以及超越的义抵触的。

这时，我们就在蒙了光照的良心里，觉得需要主耶稣救

赎之血的洗净，这血便在我们的良心里洗净我们一切的

罪，使我们与神并彼此之间的交通得以维持。我们与神

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但我们与神的交通可能会中断。

前者属乎生命，后者虽然也属乎生命，却是基于我们的

生活。……后者是有条件的。这有条件者需要靠着主的

血不断地洗净才得维持（圣经恢复本，约壹一 7 注 4）。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

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伯四二 5～6）这

指明约伯在个人经历上（在他凭传统的虚空知识对神的

认识之外）得着神，并厌恶自己。 

看见神等于得着神（太五 8）。得着神就是在神的

元素、生命和性情上接受神。至终，这使我们不仅与神

合为一，更成为神的一部分。我不喜欢用“合为一”这

辞，来描述我们与神的关系；因为成为神的一部分，在

神的生命和性情上由神构成，比与神合为一意义更深。

我们看见神，使我们被神构成，但无分于祂的神格。 
所有蒙神救赎、重生、圣别、变化、模成且荣化

的人，都要见神的面（启二二 4）。看见神使我们变化

（林后三 18），因为我们看见神时，就把祂的元素接

受到我们里面。当我们接受神，就有新的元素进到我们

里面，旧的元素也被排除了。这新陈代谢的过程就是变

化。看见神就是被变化成为神荣耀的形像，使我们成为

神的一部分，使我们得以在神的生命里彰显神，并在祂

的权柄里代表祂。 

约伯说他不仅看见神，并且厌恶自己。按照我们

的经历，我们越看见神并爱神，就越厌恶自己；我们越

认识神，就越否认自己（约伯记生命读经，一八五至一

八六页）。 

团体追求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七篇 以撒的特点

（在以撒生命中的两件事～以撒与神的关系） 

 

周五 10/16 

背诵经节 

耶利米书 23:5-6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

起一个公义的苗；祂必作王掌权，行事精明，在地上施

行公理和公义。在祂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

然居住；人要称呼祂的名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相关经节 

耶利米书 23:5-6; 33:16 

23:5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

的苗；祂必作王掌权，行事精明，在地上施行公理和公

义。 

23:6 在祂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然居住；

人要称呼祂的名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33:16 在那些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

住；这城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哥林多前书 1:30 

1:30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这基督成了

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别和救赎， 

哥林多后书 5:21 

5:21 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祂

里面成为神的义。 

歌罗西书 2:9; 3:4 

2:9 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

里面， 

3:4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祂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

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建议每日阅读 

（在耶利米二十三章六节）“耶和华我们的义”

指神性里的基督，“公义的苗”（5）指人性里的基督。

这里的名指明，基督作为大卫的后裔不仅是人，也是耶

和华，就是那位创造天地、拣选亚伯拉罕、建立以色列

族的，祂是大卫的主，就是大卫称祂为主的（太二二

42～45，参启五 5，二二 16）（圣经恢复本，耶二三 6

注 1）。 
（在耶利米二十三章六节）“我们的”，指明基

督与我们成为一，作我们的义（林前一 30，林后五

21）。基督基于祂的救赎，成为我们的义。基督是公义

的苗（耶二三 5），在肉体里来，作大卫的后裔，在十

字架上受死流血，为要洗去我们的罪，并完成救赎（弗

一 7，来九 22，彼前一 18～19）。我们有了祂的救赎

为基础，就能信入祂而蒙神赦免（徒十 43），神就能

称义我们（罗三 24、26），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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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穿上义袍（赛六一 10）。这乃是为三一神的具

体化身基督（西二 9）开了一条路，使祂能进入我们里

面，作我们的生命（三 4 上），我们内里生命的律（耶

三一 33），和我们的一切，而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全

人里面，以完成神永远的经纶（耶二三 6 注 2）。 

神绝不放弃蒙祂拣选却岔开的子民。祂在定罪、

惩罚、惩治以色列时，定意要成为肉体，作大卫的苗，

使祂能成为祂子民的义。基于基督作为耶和华来成为他

们的义，邪恶的以色列族必能得着恢复。至终，以色列

要彰显基督—他们的义，作他们的中心（他们的所是）

和他们的普及（他们的彰显）。这彰显要终极完成于新

耶路撒冷（启二一 12）（圣经恢复本，耶二三 6 注 3）。 

耶利米书核仁中的第三件事是基督之于我们的所

是。……基督虽然是神，却成了大卫的苗或嫩条。这也

就是说，祂成为肉体，成了大卫的苗裔（二三 5）。基

督作大卫的苗，嫩条，是柔细的、活的、新鲜的。 

基督，大卫公义的苗，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在

我们堕落的光景中，我们是败坏、罪恶、诡诈、无法医

治且不能改变的。我们在神面前怎能是义的？在我们自

己里面，这是不可能的；但在基督里，我们就能成为义

的。……基于基督的救赎，神就能赦免我们的罪，忘记

我们的罪，并称义我们。不仅如此，以基督的救赎作根

基，基督自己就成了我们的义。不仅我们蒙神称义，神

也将基督赐给我们，作我们的公义（林前一 30）。基

督已与我们成为一，作我们的公义，这是美妙的事实。 

我们外面得称义，有基督作我们的义，但我们里

面仍是虚空的；所以，我们还需要基督作我们别的事物。

我们需要基督作神圣的生命，就是作到我们里面之人里

神圣的生命（耶三一 33）。这生命是个律，在我们里

面作工，将神丰富所是里的一切，分赐到我们里面。神

自己这样分赐、这样传输到我们里面，结果我们就不再

虚空；反之，我们被分赐的三一神充满（耶利米书生命

读经，三一四至三一五页）。 

团体追求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七篇 以撒的特点

（以撒的一切都是接受～“达到”与“得到”） 

 

周六 10/17 

背诵经节 

耶利米书 31:33-34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他们……都必认识我，因为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

记念他们的罪。 

相关经节  

耶利米书 31:31, 33-34 

31:31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

家，另立新约， 

31:33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

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

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31:34 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

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

必认识我，因为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

罪；这是耶和华说的。 

希伯来书 8:6, 10-11 

8:6 但如今耶稣已经得着更超特的职任，正如祂也是

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是凭更美的应许立定为法的。 

8:10 主又说，因为这是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

家所立的约：我要将我的律法赐在他们心思里，并且将

这些律法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

的子民。 

8:11 他们各人绝不用教导自己同国之民，各人也绝不

用教导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

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 

约翰福音 1:16-17 

1:16 从祂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1:17 因为律法是借着摩西赐的，恩典和实际都是借着

耶稣基督来的。 

哥林多后书 3:3 

3:3 你们显明是基督的信，由我们供职所写的，不是

用墨，乃是用活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版上，乃是写

在肉版，就是心上。 

以弗所书 3: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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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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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使你们满有力量，能和众圣徒一同领略何为那阔、

长、高、深， 

3:19 并认识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使你们被充满，成

为神一切的丰满。  

 

 

建议每日阅读 

在原文里，约这辞也是指遗命。每一个正确的约

至终都成了遗命。在立约的人死以前，这是约；他死

了以后，那约就成了遗命。用今天的话来说，遗命就

是遗嘱。……我们手中有新约圣经，但这并不是实际。

新约中千百项遗赠的实际乃是基督。没有基督，圣经

就是空的，所以真正的遗命，真正的遗嘱，乃是基督。

基督是我们的所有权状，这所有权状在我们的灵里，

就是那包罗万有、赐生命、内住并终极完成的灵（以

赛亚书生命读经，四一三页）。 

我们里面神圣生命内里的律有性能，使我们与神

成为一。在这生命同其律里，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

祂的子民。神作我们的神，乃是借着祂神圣的生命；

我们作祂的子民，也是借着神圣的生命。至终，在神

圣的生命里，并凭着神圣生命之律的工作，神要作到

我们里面，我们也要活祂，并在祂的生命和性情上

（当然不在祂的神格上）被祂构成。 

神要我们接受祂作我们的源头并天天饮于祂，使

祂成为我们里面生命水的河。在我们堕落的光景中，

我们是没有盼望、全然败坏、无法医治、不能改变的。

但基督已经来成为我们的义和我们内里的生命。就着

外面说，祂是我们的义，使我们蒙神称义；就着里面

说，祂是神圣的生命充满我们，使我们与神成为一，

甚至以神构成我们，使我们活神。这样，我们就成为

团体的身体，就是三一神的生机体。这就是耶利米书

的核仁。 

新约的中心，乃是内里生命的律。耶利米三十一

章三十三节上半……（指明）这律法不是外面的律法，

乃是里面的律法。就其素质说，这律指神圣的生命，

而神圣的生命一点不差就是赐生命的灵，包罗万有的

基督，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神。这律……会尽功

用。……在这律里有神圣的性能，而神圣的性能是全

能的。这神圣的性能在我们里面能行作一切，为着完

成神的定旨。关于完成神的经纶，没有一件积极的事

是这神圣的性能作不到的。 

内里生命之律的神圣性能能活神，……也能使在

基督里的信徒被神构成，……在生命和性情上与神一

样，……成为祂的扩增、扩大，作祂的丰满以彰显祂。

这是内里生命之律的性能最高的一面。 

内里之律的性能，也将我们构成基督的身体（林

前十二 13，弗五 30）。……这性能有身体一切功用所

具有的一切才能。……这性能能将我们构成基督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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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肢体，包括各种的功用：丰富供应的节（使徒、申

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的功用，以及身体每

一部分依其度量而尽的功用（弗四 11、16）。就素质

说，内里生命的律是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按功用说，

这律有性能，使我们被神构成，并将我们构成基督身

体的肢体，有各种的功用，各种的才能。我很喜乐，

甚至很兴奋，看见这律运行在主恢复中的众圣徒里面。

为着这美妙的生命之律，阿利路亚！（耶利米书生命

读经，三一五、二二一至二二四页）。 
 

经历基督-在主观方面 

(大本 397) 

 

1. 基督是我主观经历，住于我灵作生命； 

基督是我一切一切，我得与祂成一灵。 

 

(副) 哦，基督是我主观的经历， 

实际、甘甜又丰富！ 

哦，基督是我一切的一切， 

我的需要全应付！ 

 

2. 基督是我主观经历，时时供我以生命； 

生命之灵使我复苏，天天使我灵高升。 

 

3. 基督是我主观经历，变化我的魂生命； 

更新我的心思、意志，将我模成祂荣形。 

 

4. 基督是我主观经历，使我全人都超脱； 

借祂生命律的大能，在我灵中释放我。 

 

5. 基督是我主观经历，事事作我的准绳， 

管理、改正、规律、引导，处处予我以调整。 

 

6. 基督是我主观经历，使我所需无缺欠； 

用祂丰富将我供应，使我得享神丰满。 

 

主日 10/18 

背诵经节 

耶利米书 17:7-8 信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信靠的，

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沿河边扎根，炎热来

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

且结果不止。 

 

相关经节 

耶利米书 17:7-8 

17:7 信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信靠的，那人有福了。 

17:8 他必像树栽于水旁，沿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

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

不止。 

约翰福音 7:37-38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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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 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

水的江河来。 

启示录 21:6, 22:1-2 

21:6 祂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

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

人喝。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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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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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