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夏季訓練 - 約書亞記、士師記、路得記結晶讀經   

第十二篇 

在主的恢復裏走生命的路 
(Taking the Way of Life in the Lord’s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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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聖經中有走能力之路與走生命之路的人 
約書亞記、士師記、和路得記這三卷書陳明神行動的兩方面一幅
清楚的圖畫：祂在經綸之靈，就是能力之靈裏的行動，與祂在素
質之靈，就是生命之靈裏的行動—士十三25，十四6，約二十22，徒一

8，羅八2： 
士13:25 在瑪哈尼但，就是瑣拉和以實陶之間，耶和華的靈開始感動他(參孫)。[經綸之靈] 
士14:6 耶和華的靈衝擊參孫，他就空手將獅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樣。他行這事並沒 

            有告訴父母。 [經綸之靈] 
約20:22 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入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素質之靈] 
徒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 

          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人。 [經綸之靈] 
羅8:2 因爲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已經釋放了我，使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 

 在約書亞、迦勒、和一切士師身上，我們看見神在能力裏的行動，正如參孫的
事例所描繪的，他是一個在能力的靈裏行動，而不是在生命的靈裏行動的人。 

[素質之靈] 

1. 指一個方向、一條途徑。 

2. 作某件事的方法或手續。 

路 
(way) 

1. 有拿、取的意思。 

2. 指採取行動。 

走 
(take) 



相反的，路得記乃是一卷生命的書；路得記的目的不是要告訴我們任何關於能
力的事，乃是要用拿俄米、路得和波阿斯爲例子，啓示生命的事到極點。 

在主的恢復裏，我們不該走士師有能力作大工的路；我們若走能力的路，不走
生命的路，那麼無論我們作成甚麼，都毫無意義(will mean nothing)。 

看見惟有生命纔能(Only life can)生出(bring forth)基督，對我們是很重要的： 

[先鋒施浸者約翰的成孕 vs人救主的成孕] 
路1:13 天使對他說，撒迦利亞，不要害怕，因為你的祈求已蒙垂聽，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 

            給你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約翰。[憑著神聖的能力，在神奇的方式裏] 

路1:17 他(施浸者約翰)必憑以利亞的靈和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父親的心轉向兒女，並 

            叫悖逆的人轉向義人的精明，為主豫備合用的百姓。 

路1:35 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所要生的聖者，必 

            稱爲神的兒子。 

約1:46 拿但業對他說，拿撒勒還能出甚麼好的麼？腓力說，你來看。 

• 惟有生命能將神帶到人性裏，產生基督，供應基督，並將基督供給全人類。 

[由來與名稱─生為神而人者，命名耶穌，人稱以馬內利] 

太1:18 耶穌基督的由來，乃是這樣：祂母親馬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他們還沒有同居，馬 

            利亞就被看出懷了孕，就是她從聖靈所懷的。 

太1:20 正思念這事的時候，看哪，有主的使者向他夢中顯現，說，大衞的子孫約瑟，不要 

            怕，只管娶過你的妻子馬利亞來，因那生在她裏面的，乃是出於聖靈。 

太1:21 她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祂起名叫耶穌，因祂要親自將祂的百姓從他們的罪裏救 

            出來。 

• 這乃是藉着(by)走生命之路的生命之人路得和波阿斯作成的(accomplished)。 2 



人物 屬乎能力的人或是屬乎生命的人 

參孫 

(能力) 

參孫是在能力之靈裏行動，卻不在生命之靈裏行動的典型例證。參孫
非常有能力，甚至在他死的時候也是如此(士十六28～30)，但在他身
上我們看不見任何生命。參孫雖然是拿細耳人，卻不知道如何約束他
肉體的情慾。性這件事對他是很大的絆腳石，在聖地神的聖民中間，
在外邦人中間，他都放縱情慾。這表明他不是一個在生命裏的人。 

拿俄米 

(生命) 

[瑪拉]『全足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滿滿的出去，耶和華使我空空的回
來。』（得一20下～21上。）從她的說話裏我們能看見，她是個敬
虔的婦人。她相信神，尊重神，並敬畏神。[歸回神經綸中的安息][乞丐] 

路得 

(生命) 

路得在生命上是特出的。路得的回答滿了生命。『不要催我回去不跟
隨你；你往那裏去，我也往那裏去。你在那裏住宿，我也在那裏住宿 

。你的民就是我的民，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那裏死，我也在那裏
死，也葬在那裏。除非死能使你我相離，不然，願耶和華加重的懲罰
我』 (得一16～17)。這符合新約信徒真實的靈─願撇下一切，包括父
母、兒女、親戚、房屋等等，空手來跟隨耶穌。（太十37，十九29，
可十29～30，路十四26。）這是新約所啟示生命的路。 

波阿斯 

(生命) 

波阿斯是個極其在生命裏的人。那晚在禾場上，當波阿斯接觸路得時 

，完全是受約束，絲毫不動情慾，與放縱情慾的士師完全不同。波阿
斯在各方面都守法；他的守法不是基於能力，乃是基於生命。他不僅
為路得贖回產業亦同意娶她為妻，這表明波阿斯有最高生命的標準。 3 



照着神的生命神聖、永遠的性質，神的生命是惟一的生命(the 

unique life, 獨一無二的生命)；惟有(only)神的生命纔算爲生命： 
約1:4 生命在祂裏面，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約10:10 …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約11:25 耶穌對她說，我是復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約14: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實際、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生命是奧祕的，因爲生命就是神自己—一1，14，五26，弗四18： 
約5:26 因爲父怎樣在自己裏面有生命，就賜給子也照樣在自己裏面有生命； 
弗4:18 他們(外邦人)在悟性上旣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們裏面的無知，因着他們心裏的剛 
            硬，與神的生命隔絕了； 

• 神聖的生命可視爲神首要且基本的屬性(attribute)—約五26，約壹五11～12，羅八2。 

• 生命就是神的內容和神的流出；神的內容是神的所是，神的流出是祂自己作生命分賜
給我們—弗四18，啓二二1。[父是源頭且定意、計畫][詩歌3] 

• 生命就是基督，是基督活在我們裏面，並從我們活出來—西三4，腓一21上。[子泉完成] 
• 生命就是聖靈—約十四16～17，林前十五45下，羅八2，林後三6。[聖靈川運行、實施] 
• 生命乃是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的三一神分賜到我們裏面，並活在我們裏面—羅八10，6。 

神按着祂的形像，照着祂的樣式造人，目的是要人接受祂作生命，使人成爲生
命的人，就是神人，在神的屬性裏彰顯神—創一26，二9。[盛裝生命的器皿] 

創1:26 神說，我們要按着我們的形像，照着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 
            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創2:9 耶和華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裏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也好作食物；園子當中有生 
          命樹，還有善惡知識樹。 
創2:17 只是善惡知識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喫，因為你喫的日子必定死。 

※[貳] 生命的源頭、定義、運行、內容、功能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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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認識(know)善惡知識樹的意義，並完全(absolutely)從善惡
知識樹轉(turn to)向生命樹—9，16～17節：[看見異象帶進行動] 

創2:16 耶和華神吩咐那人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喫， 

創2:17 只是善惡知識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喫，因爲你喫的日子必定死。 

創3:4 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 

生命樹表徵三一神在基督裏，以食物的形態將祂自己分賜到祂所揀選的人裏面
作生命。 

新約啓示基督是生命樹這表號的應驗—約一1，4，14，十一25，十四6，十五1，5： 
約1:1 太初有話，話與神同在，話就是神。 

約1:4 生命在祂裏面，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約1:14 話成了肉體，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豐豐滿滿的有恩典，有實際。我們也見過祂的 

            榮耀，正是從父而來獨生子的榮耀。 

約11:25 耶穌對她(馬大)說，我是復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約14: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實際、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約15: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住在我裏面的，我也住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 

            爲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 約翰一章四節論到基督說，『生命在祂裏面；』這是指由生命樹所表徵的生命。 

• 創世記二章所描繪的生命[生命之氣/生命樹]，就是具體化身在基督裏的生命。 

約壹5:11 這見證就是神賜給我們永遠的生命，這生命也是在祂兒子裏面。 

約壹5:12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 我們若將約翰一章四節和十五章五節擺在一起，就會領悟(realize)基督自己是生命，又
是葡萄樹，因此是生命樹。 5 

※[參] 揀選生命的路、生命的原則 



約翰福音 相關議題 基督是生命的原則一生命能解決一切的難處 

第四章 敬拜 [不道德之人] 敬拜神需在靈裡，而不是地方的問題 

第八章 罪 [誰定罪並赦罪] 基督是獨一無罪的，罪不是宗教律法的問題 

第九章 瞎眼 [宗教觀念] 認識神的主宰，瞎眼不是原因(理由解釋)的問題 

第十一章 復活 [死人的需要] 基督就是復活，復活不是時間的問題 

善惡知識樹表徵撒但對人乃是死亡的源頭—來二14：[錯綜複雜] 
來2:14 兒女旣同有血肉之體，祂也照樣親自有分於血肉之體，爲要藉着死，廢除那掌死權 
            的，就是魔鬼， 

• 善惡知識樹也表徵神以外一切的事物。 

• 任何不是神自己的事物，包括善的，甚至合乎聖經及宗教的事物，都會被那狡猾者撒
但所利用，將死亡帶進召會—太十六18，箴十六25，十八21。 

太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她。 
箴16:25 有一條路，人以爲正，至終卻是死亡之路。 
箴18:21 生死在舌頭的權下，喜愛它的，必喫它所結的果子。 

在約翰四、八、九和十一章，有四件事例，說明生命的原則與善惡相對： 

 

 

 

 

 

 

 
• 我們不該顧到善惡，乃該顧到生命—四10～14，20～21，23～24，八3～9，九1～3，
十一20～27。 

• 辨識(discern)一件事最好的辦法(the best way)，乃是按着生命或死亡，而不是按着是與
非、善與惡來辨識—羅八6，林後十一3。[我們該學習以生命與死亡來辨識、分辨事物] 

羅8:6 因爲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安。 
林後11:3 我只怕你們的心思或被敗壞，失去那向着基督的單純和純潔，就像蛇用詭詐誘騙 
                了夏娃一樣。 6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zoe) —西三4： 
西3:4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祂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裏。 

神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又成了我們的生命—4節，約五26： 
約5:26 因爲父怎樣在自己裏面有生命，就賜給子也照樣在自己裏面有生命； 

•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意思就是說，祂對我們是主觀到了極點的。 

羅8:11 然而那叫耶穌從死人中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裏面，那叫基督從死人中復活的， 

            也必藉着祂住在你們裏面的靈，賜生命給你們必死的身體。 

• 不可能把一個人和他的生命分開，因爲人的生命就是人自己；因此，說基督是我們的
生命，意思就是說，基督成了我們，我們與祂同有一個生命和生活—約十四6上。 

腓1:21 因爲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這真理有力的指明我們要以祂爲生命，並要在日常生活中
活祂—西三4： 

約6:57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着，照樣，那喫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 基督必須在實際上、在經歷上是我們的生命；一天過一天(day by day)，我們需要在祂
的生命裏得救—西三4，林前十五45下，羅五10。 

林前15:45 …『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活的魂 (psuche)；』末後的亞當成了賜生命的靈。 

羅5:10 因爲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着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旣已和好，就更要在祂的 

            生命裏得救了。 

• 新人(The new man)乃是我們接受基督作生命並活基督的自然結果—西三3～4。 

西3:10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照着創造他者的形像漸漸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識； 

西3:11 在此並沒有希利尼人(愛好智慧)和猶太人(愛好神蹟)、受割禮的和未受割禮的、化 

            外人、西古提人、爲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肆] 讓基督成為我們的生命 (主觀經歷並活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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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神面前的生活和工作有兩條可能的路—引到生命的路，以
及引到毀壞的路—太七13～14： 

太7:13 你們要進窄門；因爲引到毀壞的(destruction)，那門寬，那路闊，進去的人也多； 

太7:14 引到生命的，那門窄，那路狹，找着的人也少。 

我們要走引到生命的路，就需要進窄門，走狹路：[國度的新律法/更嚴格/要求更高] 

• 那窄門不僅對付外面的行爲，也對付裏面的動機。[受約束與管制] 

• 舊人、己、肉體、人的觀念、世界同其榮耀，都被摒除在外；只有合乎神旨意的，纔
能進去—21節，十二50。 

太7:21 不是每一個對我說，主阿，主阿的人，都能進諸天的國，惟獨實行我諸天之上父旨 

            意的人，纔能進去。 

• 我們要先進(enter in through)窄門，然後走(walk on)狹路，這路是一生之久且引到生命的。 

• 十四節裏的『生命』是指國度永遠蒙福的光景，這國度充滿了神永遠的生命；這生命
今天是在國度的實際裏[與國度的外表相對]，來世要在國度的實現裏。 

太19:29 凡爲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親、母親、兒女、田地的，必要得着 

              百倍，且要承受永遠的生命。[詩歌751：今天神的國度，對我是操練，將來卻是獎賞] 

路18:30  沒有不在今世得許多倍，且要在來世得永遠生命的。 

闊路是按照屬世的系統，滿足天然的口味，爲要得着羣眾，維持人的事業，成
就人的企業；闊路所引到的毀壞，不是指人的沉淪，乃是指人行爲和工作的毀
壞—林前三15，太十三31～33，啓二13，20，十七4～5。[芥菜種][麵酵][大巴比倫] 
主恢復的路乃是生命的路，要引到來世諸天之國實現時在生命裏活的賞賜 

 — 詩十六11，耶二一8，太十九29，路十八30，林前三13～15，十五58。 

※[伍] 走(take)引到(lead to)生命的路(way) [國度的實際/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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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憑(by)生命的感覺(the sense of life)而活；生命的感覺就是在
我們裏面之神聖生命的感覺 (the feeling)、知覺 (the consciousness)： 

羅8:6 因爲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安。 
弗4:19 他們(外邦人)感覺(良心的感覺)旣然喪盡，就任憑自己放蕩，以致貪行種種的污穢。 

生命感覺的源頭是神聖的生命、生命的律、聖靈、住在我們裏面的基督、以及
在我們裏面運行的神—羅八2，10～11，腓二13。 

羅8:2 因爲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已經釋放了我，使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 
羅8:10 但基督若在你們裏面，身體固然因罪是死的，靈卻因義是生命。 
羅8:11 然而那叫耶穌從死人中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裏面，那叫基督從死人中復活的， 
            也必藉着祂住在你們裏面的靈，賜生命給你們必死的身體。 
腓2:13 因爲乃是神爲着祂的美意，在你們裏面運行，使你們立志並行事。 

神聖的生命是最高的(the highest)生命，有最豐富(the richest)、最強(the strongest) 

、最敏銳的(the keenest)感覺；這乃是生命的感覺—弗四18。 

生命的感覺引導 (guide)我們，支配 (govern)我們，管制 (control)我們，並指引
(direct)我們，使我們知道 (causing us to know, 認識)我們是活在神聖的生命裏，或
活在天然的生命裏，是活在肉體裏，或活在靈裏—羅八6。 

※[陸] 最高的生命帶進生命的感覺 

伊甸園的光景 生命樹 人 善惡樹 

得救之人 

裏面的光景 
靈 

心思 

魂最主要部
分，代表人 

身體 

肉體 
(墮落後) 

伊甸園 
生命樹 

(生命) 
人(心思) 

  

善惡樹
(死) 

羅馬 

八章 

靈 

(生命平安) 
人(心思) 

  

肉體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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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勝過死亡對召會的攻擊，並在基督復活的生命裏建造基
督的身體—太十六18，約十一25，弗一22～23，四16： 

太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她。 
約11:25 耶穌對她說，我是復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弗1: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着召會作萬有的頭； 
弗1:23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弗4:16 本於祂，全身藉着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 
            聯絡在一起，並結合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 

藉着我們靈裏基督復活的生命，我們就能勝過死亡對召會的攻擊： 
提後1:10 但如今藉着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顯現，纔顯明出來。祂已經把死廢掉，藉着福音 
                將生命和不朽壞照耀出來； 

• 自伊甸園開始，神與撒但的爭執，一直就是在死亡與生命這個問題上。 

• 馬太十六章十八節給我們看見，召會所受的攻擊是從甚麼源頭而來—『陰間的門』，
就是死亡；撒但特別的目的，乃是在召會裏散佈死亡；他最害怕的就是召會抵擋他死
亡的權勢—啓二8，10～11。 

啓2:8 你要寫信給在士每拿的召會的使者，說，那首先的、末後的、死過又活的，這樣說， 
啓2:10 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看哪，魔鬼將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裏，叫你們受試 
            煉；你們必受患難十日。你務要至死忠信，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 

我們應該操練靈，在基督復活的生命裏建造基督的身體： 
弗2:6 祂又叫我們在基督耶穌裏一同復活，一同坐在諸天界裏， 
腓3:10 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 召會作爲基督的身體，其性質(nature)乃是復活；復活的實際乃是基督這賜生命的靈。 

• 當我們憑我們裏面神聖的生命而活，我們就在復活裏過生活，使基督的身體得着建造。 

※[柒] 在基督復活的生命裏勝過死亡─建造基督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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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因爲愛弟兄，就曉得(know)是已經出死入生了』： 
約壹3:14 我們因爲愛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不愛弟兄的，仍住在死中。 

死是出於神的仇敵魔鬼撒但，撒但是由帶來死的善惡知識樹所表徵。 
創2:9下 …園子當中有生命樹，還有善惡知識樹。 
創2:17 只是善惡知識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喫，因爲你喫的日子必定死。 

生命是出於神這生命的源頭，神是由發出生命的生命樹所表徵—9，16～17節。 

死與生命不僅分別出於撒但和神這兩個源頭(two sources)，也是兩種素質(two 

essences)、兩種元素(two elements)、兩個範圍(two spheres)—約五24。 [補410] 

出死入生(To pass out of death into life)就是從死的源頭、素質、元素和範圍出來(To 

pass out)，進入(into)生命的源頭、素質、元素和範圍；這在我們重生時發生的。 
約3:3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約3:5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 
約3:15 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遠的生命。 

我們曉得(know)—有裏面的知覺(the inner consciousness)—我們已經出死入生，
乃是因爲我們愛弟兄；對弟兄的愛(神的愛)是這件事有力的證明—約壹三14上： 
• 相信主是我們出死入生的路，愛弟兄是我們已經出死入生的證明。[愛證] 
• 信是接受永遠的生命，愛是憑着(by)永遠的生命而活，並將這生命彰顯出來。 

約壹4:19 我們愛，因爲神先愛我們。 
約壹4:20 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的；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 
                沒有看見的神。 
約壹4:21 愛神的，也當愛他的弟兄，這是我們從祂所受的誡命。 

※[捌] 愛證─生命經歷出死入生的證明 

生命的源頭(泉源)  流出素質(H2O) 形成元素(水的形狀)  生命的範圍(一道水河)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