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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晨兴

关于世界局势与主的恢复应时的话

第四篇 以神爲我们的信心而恒切祷告

 新、旧约读经一年一遍

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旧约读经一年一遍 创十九1～二十18 二一1～二三20 二四1～二五18 二五19～二七26 二七27～二九30二九31～三一55 三二1～三四31
新约读经一年一遍 太 七1～29 八1～17 八18～九8 九9～34 九35～十15 十16～十一1 十一2～30

 报告事项

一、 2020年暑假青少年特会将于 8月 6日(周四)至 8日(周六)在线上举行。报名截止日期 8月 2日
(主日)。请向青少年服事者报名。

二、 2020年的長老與負責弟兄訓練，將通過網絡廣播進行。註冊截止日為2020/09/13。
詳細情形請查訪網站 “ https://www.lsm.org/upcoming-conf-info.html ”。

布兰诺

一、原定于 8月 2日(主日)集中聚会，延至 8月 9日(主日)。

本周问题：
1. 1.请解释什么是信神。
2.什么是权柄的祷告？

3.怎样从路加 18章的比喻中理解恒切祷告？

 聚会例会
日期 时间 聚会 地点

主日 04:00 PM 华语祷研背讲预备聚会 在线上聚会

周三

10:00 AM 华语姊妹聚会 在线上聚会

11:30 AM 麦金尼姊妹祷告聚会 在线上聚会

07:30 PM 祷告、事奉聚会 (麦金尼) 在线上聚会

08:00 PM 祷告、事奉聚会 在线上聚会

周六
09:30 AM 布兰诺英语祷研背讲 在线上聚会

07:00 PM 青少年聚会 在线上聚会

 预告
日期 聚会 地点

10月 01日 ─ 10月 03日 2020年秋季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 在线上聚会

11月 26日 ─ 11月 29日 2020年感恩节特会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

12月 21日 ─ 12月 26日 2020年冬季训练 加州，安那翰

 祷告事项
一、为 UTD和 CC校园工作及扶持 UTD新生读经小组祷告。
二、为圣徒进入对主话的享受并在主日聚会尽功用祷告。

三、为需要更多圣徒来服事青少年祷告。

四、为更多圣徒(尤其在职圣徒)参加周三祷告聚会祷告。

五、为圣徒形成祷告，读经和福音活力排祷告。

六、为各区、各小排或个别圣徒的特殊需求交通祷告。

七、求主供应圣徒们和全时间者，借着电话、讲座和个人访问与

收到圣经恢复本的人继续联络。

 上周聚会人数统计

排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长青 英一英二英三英四英五韩一 合计 UTD 周三祷告 主日儿童 主日

布兰诺召会 18 15 A12 12 11 27 12 12 A12 20 0 10 5 0 10 10
183

0 86 243
麦金尼召会 FN ME GV MS AE 0 FC 9 0 0
主日分区 P1 50 P2 42 P3 47 P4 84 ME FE FC NB 祷告分区 P1 16 P2 14 P3 21 P4 27 FC 8 ME



第三系列 第十课 圣灵的所是（一）

壹 在旧约里：
一 神的灵－在神创造宇宙的事上－创一 2。

二 耶和华的灵－在神临及人并眷顾人的事上－士三 10，六 34，创六 3上。
士三 10 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作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争战；耶和华将米所波大米王

古珊利萨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珊利萨田。
士六 34 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
创六 3上 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

三 圣别的灵－在神使祂选民圣别归祂的事上－诗五一 11，赛六三 10～11。
诗五一 11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赛六三 10 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祂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
赛六三 11 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祂全群的人从海里领

上来的，在那里呢？将祂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那里呢？

贰 在新约里：
一 圣灵：

1 在施浸者约翰成孕，为要引进神在成为肉体里成为人的事上－路一 13～17。
路一 13 天使对他说，撒迦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求已蒙垂听，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

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
路一 14 你必喜乐欢腾，有许多人因他出生，也必欢乐。
路一 15 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溢了。
路一 16 他要使许多以色列子孙转向主他们的神。
路一 17 他必凭以利亚的灵和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并叫悖逆的人转向义

人的精明，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

2 在耶稣成孕，在神成为肉体来作肉体里之人的事上－路一 30～36，太一 18～20。
路一 30 天使对她说，马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路一 31 看哪，你将怀孕生子，要给祂起名叫耶稣。
路一 32 祂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祂祖大卫的宝座给祂，
路一 33 祂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祂的国也没有穷尽。
路一 34 马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
路一 35 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

神的儿子。
路一 36 况且你看，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

男胎，现在已是第六个月了。
太一 18 耶稣基督的由来，乃是这样：祂母亲马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他们还没有同居，马利亚

就被看出怀了孕，就是她从圣灵所怀的。
太一 19 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退了。
太一 20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看哪，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马利亚来，因那生在她里面的，乃是出于圣灵。

二 那灵：

1 耶稣为那灵所膏，那灵也是在那人耶稣于地上向神尽职的行动里－可一 10，12，太四 1，

路四 1，18，约一 32～33。
可一 10 祂从水里上来，立即看见诸天裂开了，那灵仿佛鸽子，降到祂身上。
可一 12 那灵随即把耶稣催到旷野去。
太四 1 随后，耶稣被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诱。
路四 1 耶稣满有圣灵，从约但河回来，在旷野为那灵引导，四十天受魔鬼的试诱。
路四 18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祂膏了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扬被掳的得

释放，瞎眼的得复明，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约一 32 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停留在祂身上。
约一 33 我先前不认识祂，只是那差我来在水里施浸的，对我说，你看见那灵降下来，停留在谁

身上，谁就是在圣灵里施浸的。

2 在信徒里面如同活水江河流出来的那灵，在耶稣死而复活之前，还没有－约七 37～39。
约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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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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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七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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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基督这位末后的亚当，借着复活并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以进入信祂的人里面，

如同活水的江河流出来－林前十五 45 下，启二一 6，二二 17 下。
林前十五 45 下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启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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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二二 17下 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4 使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得着终极完成－太二八 19 下：
太二八 19下 将他们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

a 作为父、子、圣灵。

b 终极完成于神圣三一的末者，就是圣灵，作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

5 作信徒的辩护者，保惠师－约十四 16～17。
约十四 16 我要求父，祂必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叫祂永远与你们同在，
约十四 17 就是实际的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祂，也不认识祂；你们却认识祂，

因祂与你们同住，且要在你们里面。

6 作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实际－约十四 17 上，十五 26 下，十六 13，约壹五 6下。
约十四 17上 就是实际的灵。
约十五 26下 就是从父出来实际的灵，祂来了，就要为我作见证。
约十六 13 只等实际的灵来了，祂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因为祂不是从自己说的，

乃是把祂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要来的事宣示与你们。
约壹五 6下 并且作见证的就是那灵，因为那灵就是实际。

7 使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临到信徒。

8 使信徒得以进到父，就是进到神圣三一的源头那里－弗二 18。
弗二 18 因为借着祂，我们两下在一位灵里，得以进到父面前。

9 成为经过过程之三一神与信徒的交通，使他们享受神圣三一的丰富－林后十三 14。
林后十三 14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

三 耶稣的灵－有分于耶稣的降生、生活并受苦－徒十六 7。
徒十六 7 到了每西亚的边界，他们试着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

四 基督的灵－有分于基督的复活与分赐生命－罗八 9下。
罗八 9下 然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五 耶稣基督的灵－有分于耶稣的降生、生活并受死，以及基督的复活与分赐生命，有全备的供

应，使信徒随事都得蒙拯救－腓一 19。
腓一 19 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终必叫我得救。

六 生命的灵，赐生命的灵－有分于基督作人的生命并赐人生命－罗八 2，林前十五 45 下。
罗八 2 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
林前十五 45 下 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七 主灵，就是那是灵的基督－林后三 17～18：
林后三 17 而且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有自由。
林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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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为使信徒新陈代谢的变化成为主的形像，从荣耀到荣耀。



2 借着心思的更新－罗十二 2下。
罗十二 2下 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

3 为着基督身体的长大并建造－林前三 6，9下，12，弗四 16 下。
林前三 6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长。
林前三 9下 你们是神的耕地，神的建筑。
林前三 12 然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木、草、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
弗四 16 下 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问答：
一 请根据圣经说明，在旧约里圣灵的所是。
二 请根据圣经说明，在新约里圣灵、耶稣的灵、基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各有何讲究？
三 请根据圣经说明，在新约里生命的灵、主灵各有何讲究？
四 请根据圣经说明，在新约里基督复活后的那灵有何讲究？

参用诗歌：196 首



在旧约里，那灵乃是：

神的灵－在神创造宇宙的事上
旧约里的每一个故事都与神有关系。第一个故事说到神创造诸天、地和万物，并且说到祂创造人。在这故事

里，题到神的灵。创世记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下一节接着说，‘神的灵覆翼在水面上。’（另
译。）因此，我们看见在神创造宇宙的事上，那灵乃是神的灵。

耶和华的灵－在神临及人并眷顾人的事上
神在创造之后，就开始在人身上作工。神在人身上作工时，祂的名是耶和华。在神临及人并眷顾人的事上，乃

是耶和华的灵。（士三 10，六 34，创六 3上。）‘耶和华’这名称，原文字面意为：‘那是祂所是者；所以是
那永远的我是。’耶和华乃是那昔是、今是、将来永是者。（启一 4。）‘耶和华’简单的意思就是‘是’。神
曾是，神现在是，神也将永远是；祂是那伟大的我是。
神告诉摩西，祂的名是‘我是那我是’。（出三 14，直译。）这意思乃是：‘我总是那该有之事物。’如果

需要光，祂就是光。如果需要生命，祂就是生命。祂是一切。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祂的名是‘我是’。（约八
58。）‘我是’这名的意思是，那位在人身上作工者，乃是人的一切。祂眷顾人并临及人。这是在临及人并眷顾
人之事上的‘耶和华’。

圣别的灵－在神使祂选民圣别归祂的事上
神眷顾人，主要的目的是要使人成为圣别。成为圣别的意思是分别出来归神。人的堕落使人离开神，成为凡

俗、属世、世俗的、甚至污秽的。所以神必须眷顾人，使人从祂以外的一切事物中分别出来。这就是使人成为圣
别。因此，在旧约里，在神使祂选民圣别归祂的事上，那灵乃是圣别的灵。（诗五一 11，赛六三 10～11。）这
与新约中所用的‘圣灵’不一样。圣灵比圣别的灵更为加强。
在新约里，那灵乃是：

圣灵
新约用于那灵的第一个神圣名称乃是‘圣灵’。按照希腊原文，‘圣灵’这名称可以有两种写法：‘那灵那圣

的’，或‘圣灵’。…这意思是说，在新约时代，这位是灵的神乃是‘那圣的’。神是灵，这灵如今完全是‘那
圣的’。我们现今处在一个时代，神自己作为那灵乃是‘那圣的’，使人不仅分别出来归祂，也与祂是一。在旧
约时代，神在人身上所能作的，最多只能使人分别出来归祂，而不能使人与祂是一。但如今在新约时代，时候已
到，神可以更进一步、更深入的使人完全与祂是一，使人成为祂，也使祂成为人。教父亚他那修（Athanasius）
论到基督说，‘祂成为人，为要使我们成为神。’这意思乃是，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是在神格上）成为
神。这个过程乃是借着‘那灵那圣的’而有的。

在施浸者约翰成孕，为要引进神在成为肉体里成为人的事上
旧约题到‘圣别的灵’，但未曾题到‘圣灵’。‘圣灵’最先乃是用于施浸者约翰。这名称用于施浸者约翰的

成孕，为要引进神在成为肉体里成为人。（路一 13～17。）路加一章十五节论到施浸者约翰说，‘他…从母腹
里就被圣灵充溢了。’替救主的来临预备道路，需要祂的先锋施浸者约翰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溢，使他能将百姓
从神以外一切的事物中，分别归神，叫他们为着神的定旨，圣别归神。

在耶稣成孕，在神成为肉体来作肉体里之人的事上
新约的开始，记载了两个成孕。一个是施浸者约翰的成孕，另一个是主耶稣的成孕，就是神成为肉体来作肉体

里的人。（路一 30～36，太一 18～20。）对这两个成孕，新约都用了‘圣灵’这个特别的名称。新约用‘圣
灵’这辞，是由于时代的转变。为了使神成为人，好叫人能成为神，就需要圣灵。旧约是表号和预表的时代，而
新约是应验的时候，是实际的时代，在这时代中神借着从圣灵而生，进到人性里成为人。（18，20。）

那灵

耶稣为那灵所膏，那灵也是在那人耶稣于地上向神尽职的行动里
那灵膏耶稣，那灵也是在那人耶稣于地上向神尽职的行动里。（可一 10，12，太四 1，路四 1，18，约一 32～

33。）耶稣受浸之后，那灵如同鸽子降在祂身上。按着象征的形状说，耶稣是羔羊，而那灵是鸽子。如同鸽子的
那灵临到如同羔羊的耶稣身上，以完成神的救赎和救恩，为使神的经纶得以成就。



在信徒里面如同活水江河流出来的那灵，那时还没有
那灵…膏基督，并与基督一同行动，但那时那灵还没有进到信徒里面，如同活水的江河流出来。（约七 37～

39。）就着这一面的意义说，‘还没有那灵。’约翰七章告诉我们，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在祂的复活
里得着荣耀。复活是为着那人耶稣从祂人性的壳子里出来，并释放神圣的生命；这复活称为得荣。在基督这样得
着荣耀之前，还没有那灵。约翰说，‘还没有那灵，’他的意思是说，还没有那灵从信徒的腹中，如同活水的江
河流出来。但有那灵在那里为着基督的受膏，并为着基督尽职的行动。

基督这位末后的亚当，借着复活并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
基督这位末后的亚当，借着复活并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以进入信祂的人里面，如同活水的江河流出来。

（林前十五 45 下，启二一 6，二二 17 下。）神是灵，三一神的第二者在肉体里成了赐生命的灵。在基督复活之
前神就是灵，但不是赐生命的灵。在基督的死与复活之前，神无法进到人里面作人的生命。在人与神之间有许多
消极的事物成为障碍。按照我们在创世记所看见的预表，通往神这生命树的道路，因着神荣耀、圣别和公义的要
求，而被封闭了。（创三 24。）在基督的死满足这些要求之前，堕落、犯罪、不洁的人完全不能取用生命树，
接受神作生命。
希伯来十章启示，基督的死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能进入至圣所，有分于神作生命树。（19～20。）

在祂的死里，祂满足了神荣耀、圣别和公义的一切要求；然后在复活里，祂改变形状成了赐生命的灵。这完全是
为着神与人之间生机的联结－在祂的复活里将神带进人里面，并将人带进神里面。今天我们能吃生命树，并饮生
命水，使三一神能从我们最深处如同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那灵同我们的灵，一六至二四页。）

使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得着终极完成
在旧约里有许多的暗示，使我们得知神是三一的，但在旧约里我们很难看出三一神是父、子、圣灵。直到新约

第一卷福音书的末了，我们才看见神圣三一的组合。（太二八 19 下。）父、子、圣灵这个组合，乃是到基督复
活之后才清楚、完全的启示出来。在祂复活之后并祂升天之前，祂回到门徒那里，吩咐他们要去使万民作祂的门
徒，将这些初信者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在使徒行传里，使徒们将人浸入耶稣基督的名里。（八 16，十九
5。）这意思是说，耶稣基督就等于父、子、灵。在那人耶稣成为赐生命的灵之前，神圣的三一尚未完全终极完
成。
神圣三一的第二者是子。祂是神的独生子，（约三 16，）也是神的长子。（罗八 29。）基督在成为肉体以

前，并没有人性；子在成为肉体以前只有神性。不仅如此，子在复活以前乃是神的独生子，不是神的长子。按这
一面意义说，在复活以前，神圣三一的第二者还没有完全得着终极的完成。祂需要借着成为肉体穿上人性，祂也
需要借着复活成为神的长子。（徒十三 33。）所以神圣三一的第二者在成为肉体并复活之后，就得着完成，得
着终极的完成。
现在我们必须来看神圣三一的第三者，就是那灵。在成为肉体和复活之前，那灵只是神的灵，不是人的灵。耶

稣的灵乃是人的灵。在成为肉体之前，神的灵没有人性的生活，没有包罗万有的死，也没有复活的元素。换句话
说，在成为肉体和复活之前，神的灵还不是复合的。乃是经过了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十字架和复活，神的灵
才调和了人性，并调和了基督的死与复活。所以在基督复活之后，神圣三一的第三者也得以终极完成。在复活之
后，神的灵是赐生命的灵，耶稣的灵，基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和主灵。那灵这一切方面，都是为着三一神的终
极完成。三一神乃是在基督的复活里得着终极的完成，所以在复活之后，主回来说，我们要将人浸入父、子、圣
灵的名里。

作信徒的辩护者，保惠师
那灵作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乃是信徒的辩护者，保惠师。（约十四 16～17。）在约翰十四章十六

节主说，祂要求父赐给我们另一位保惠师。保惠师就是辩护者。这辞的原文意思是‘辩护者，就是陪伴在旁，照
料我们事务、案件的人’。那灵，就是赐生命的灵，耶稣的灵，基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和主灵，乃是我们的
辩护者，一直陪伴在旁，照料我们的案件、事务和需要。

作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实际
赐生命的灵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实际。（约十四 17 上，十五 26 下，十六 13 ，约壹五 6下。）我们有了这

灵，就有那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神圣三一的实际。



使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临到信徒
赐生命的灵使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临到信徒；若没有这样一位灵，三一神就无法临到我们。父是源头，子是流

道，灵是临及。三一神乃是借着赐生命的那灵临到我们。

使信徒得以进到父，就是神圣三一的源头那里
那灵也使信徒得以进到父那里，（弗二 18，）就是进到神圣三一的源头那里。那灵‘临到’我们，意思是祂

到我们这里来。祂使我们得以‘进到’父那里，意思是我们到祂那里去。这是正确的交通－有来有往。这位灵是
神的来临，也是我们的入口和通路。没有那灵，我们就没有入口，没有进到三一神里面的路。为使三一神临到我
们，我们需要那灵。为使我们进到三一神里面，我们需要那灵。这位灵是神的临及，也是我们进到神圣三一里面
的入口，通路。

成为经过过程之三一神与信徒的交通，使他们享受神圣三一的丰富
林后十三章十四节启示，那灵乃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与信徒的交通，使他们享受神圣三一的丰富。当祂临到我

们，我们也进到祂里面去，就有了交通。然后，我们留在交通里，享受那具体化身在基督里之三一神一切的丰
富。（三一至三四页。）

耶稣的灵
在新约里，说到这赐生命的灵乃是‘耶稣的灵’。（徒十六 7。）那灵的这个名称是说到在人性里的耶稣，祂

经过了人性的生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指明在那灵里不仅有神的神圣元素，也有耶稣的人性元素，以及祂人性
生活并祂受死的元素。

基督的灵
‘基督的灵’是说到在神性里的基督，祂征服了死，并成为在复活里的生命，有复活的能力，指明在那灵里有

神性的元素，成了征服死并分赐生命的灵。（罗八 9下。）

耶稣基督的灵
‘耶稣基督的灵’是说到那灵，包含了耶稣人性同祂的死，并基督神性同祂的复活一切的元素，这成了追测不

尽之基督全备的供应，以扶持祂的信徒。（腓一 19 下。）（三○页。）

生命的灵，赐生命的灵
按照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那灵乃是赐生命的灵，基督在祂的复活里成了这赐生命的灵。赐生命的灵有能力赐

我们生命。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作工并活着，将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赐生命的灵如今在信徒里面作工并运
行。那灵乃是分赐生命的灵，一直在作工，赐生命给我们全人。
生命之灵就是在复活里是灵的基督，对信祂的人成为神圣生命之灵。‘生命之灵’这辞在新约中只用了一次，

就是在罗马八章二节。那灵不只是赐生命的灵，也是生命之灵。生命之灵就是生命的实际，因为这灵含有神圣生
命的元素。实际上，那灵本身就是生命。因此，我们有生命之灵，就有神圣生命的丰富。（那灵，一五至一六
页。）

主灵，就是那是灵的基督
‘主灵’是个复合的名称，（林后三 18，）指那是灵的基督。这类似于‘父神’这样的复合名称。这不是说

父与神是分开的二者；父与神乃是一。‘是灵的基督’指基督是那灵；基督和那灵不是分开的二者，祂们乃是
一。主灵就是那是灵的基督。
主灵，那是灵的基督，乃是为使信徒新陈代谢的变化成为主的形像，从一种程度的荣耀到另一种程度的荣耀。

（17～18。）这样的变化乃是借着心思的更新而有的，（罗十二 2下，）并且这是为着基督身体的长大和建造。
（林前三 6，9下，12，弗四 16 下。）（那灵同我们的灵，三○至三一页。）



第三系列 第十一课 圣灵的所是（二）

八 复合的施膏之灵－出三十 22～30：

1 调着独一的神作基本元素，就是基督的神性，由一欣的橄榄油所预表－24 节下。

2 调着神的神圣三一，由三个五百舍客勒单位的香料所预表－23～24 节上。

3 调着基督的人性，由四种香料所预表。

4 调着基督的死及其杀死的功效，由没药和香肉桂所预表－23 节上。

5 调着基督的复活及其驱逐的能力，由菖蒲和桂皮所预表－23 节下～24 节上。

6 成为一种膏油，为着膏抹一切与敬拜神有关的人与物－出三十 25～30，林后一 21，

约壹二 20，27。
林后一 21 然而那把我们同你们，坚固的联于基督，并且膏了我们的，就是神。
约壹二 20 你们有从那圣者来的膏油涂抹，并且你们众人都知道。
约壹二 27 你们从祂所领受的膏油涂抹，住在你们里面，并不需要人教导你们，乃有祂的膏油

涂抹，在凡事上教导你们；这膏油涂抹是真实的，不是虚谎的，你们要按这膏油涂抹所
教导你们的，住在祂里面。

7 作圣灵，印涂基督的信徒－弗一 13，四 30 下，林后一 22 上：
弗一 13 你们既听了真理的话，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在祂里面信了，就在祂里面受了所

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弗四 30 下 你们原是在祂里面受了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
林后一 22上 祂既印了我们。

a 将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神圣元素，分赐到信徒里面，并用这元素浸透他们。

b 将信徒变化成为神的基业－弗一 11。
弗一 11 我们既在祂里面，照着那位按祂意愿所决议的，行作万事者的定旨，蒙了预定，也就在

祂里面成了所选定的基业。

8 作印涂的灵，成为信徒的凭质－弗一 14，林后一 22：
弗一 14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质，为使神所买的产业得赎，使祂的荣耀得著称赞。
林后一 22下 那灵在我们心里作质。

a 保证神是信徒的基业。

b 使信徒预尝神作他们的产业。

九 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素质的灵和经纶的灵：

1 神素质的灵，生命的灵，吹到信徒里面作神圣生命的神圣素质－罗八 2，约二十 22。
罗八 2 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
约二十 22 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入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2 神经纶的灵，能力的灵，浇灌在信徒身上作神圣能力的神圣素质－徒一 8，二 2，4，17。
徒一 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人。
徒二 2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暴风刮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整个屋子。
徒二 4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溢，并且按着那灵所赐的发表，用别种不同的语言说起话来。
徒二 17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一切属肉体的人身上；你们的儿女要说

预言，你们的青年人要见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作异梦。

十 在启示录里，那灵乃是七灵－启一 4～5上，四 5，五 6：
启一 4 约翰写信给在亚西亚的七个召会：愿恩典与平安，从那今是昔是以后永是的，从祂宝座前的

七灵，
启一 5 上并从那忠信的见证人、死人中的首生者、为地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启四 5 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
启五 6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中间，并众长老中间，有羔羊站立，像是刚被杀过的，有七角和七眼，

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全地去的。

1 七倍加强的灵，为着应付在黑暗时代里召会的堕落。

2 列为神圣三一的第二者，而不是第三者，指明那灵的加强－启一 4～5上。

3 是在神宝座前焚烧的七灯，以执行神圣的行政，为着神圣经纶的终极完成－启四 5。



4 是羔羊的七眼，乃我们救赎主鉴察的部分，鉴察在万国中的众召会，为要建造祂的身体，使

新耶路撒冷的建造得着终极完成，成就神永远的经纶－启五 6，二一 1～3。
启五 6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中间，并众长老中间，有羔羊站立，像是刚被杀过的，有七角和

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全地去的。
启二一 1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第一个天和第一个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启二一 2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

丈夫。
启二一 3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与人同在，祂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

祂的百姓，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5 成为向众召会说话的那灵：‘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启二 7，

11，29，三 6，13，22。

十一 终极完成的灵，作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约七 39，启二二 17：
约七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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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二二 17 那灵和新妇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

的水喝。

1 那灵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新妇是蒙救赎、重生、变化的三部分人，二者成为婚配。

2 作终极完成之神的那灵，与变化过的三部分人，要成为婚配，作一个属天、宇宙的对偶，直到

永远。

问答：
一 请根据圣经说明，复合的施膏之灵的成分与其功用？
二 请根据圣经说明，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素质的灵和经纶的灵有何分别？
三 请根据圣经说明，启示录里那灵为什么要成为七灵？

参用诗歌：215 首



复合的施膏之灵
我们要经历罗马六章里基督的死，就必须进到罗马八章里对那灵的经历。我们只有在那灵里，才能经历基督的

死。…在倪弟兄早期的职事里，他告诉我们，要经历基督的死，我们必须算自己是死的。那是根据罗马六章十一
节。以后他发现，这样的算没有效果。这样的算是宣道会创办人宣信（A. B. Simpson）所强调的。然而，若没
有那灵，算是无效的。你越算自己是死的，你就越活。（那灵同我们的灵，四○页。）

调着独一的神作基本元素
基督包罗万有的灵作复合的施膏之灵，最好的预表是出埃及三十章里所说到复合的膏。（见出埃及记生命读

经，一九八七至二一○八页。）这预表启示，复合的施膏之灵调着独一的神作基本元素，就是基督的神性，由一
欣的橄榄油所预表。（24 下。）

调着神的神圣三一

复合的施膏之灵调着神的神圣三一，由三个五百舍客勒单位的香料所预表。（23～24 上。）这三个五百舍客勒

单位中间的一个，分成两个各为二百五十舍客勒的单位；这表征神圣三一的第二者在十字架上被裂开，被钉死。

调着基督的人性
复合的施膏之灵也调着基督的人性，由四种香料所预表。

调着基督的死及其杀死的功效
那灵调着基督的死及其杀死的功效，由没药和香肉桂所预表。（23上。）

调着基督的复活及其驱逐的能力
由菖蒲和桂皮所预表（23 下～24 上）之基督的复活及其驱逐的能力，也是复合的施膏之灵的元素。菖蒲是一

种从沼泽地或淤泥地往上生长的芦苇，所以表征主耶稣从死亡之地起来。桂皮在古代用作驱除虫蛇的驱虫剂，因
此表征基督复活的驱逐能力。

成为一种施膏的膏油
以上所有元素调在一起，就制造成为一种膏油，为着膏抹一切与敬拜神有关的人与物。（出三十 25～30，林

后一 21，约壹二 20，27。）

作圣灵，印涂基督的信徒
在新约里，我们看见复合的施膏之灵作圣灵运行，印涂基督的信徒。（弗一 13，四 30 下，林后一 22 上。）

印涂的意思就是涂抹。一个人把他的印盖在一样东西上，那个盖印就是膏抹。那灵是活的印，用神圣的元素浸透
我们。我们必须祷告说，‘主阿，求你不要只印我一次，乃要一直的浸透我。我需要你的印涂，我需要你的浸
透。’当我们凭那灵活着，我们就感觉有一样东西在我们里面浸透我们，而那个浸透就是继续不断的印涂。这印
涂将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神圣元素，分赐到信徒里面，并用这元素浸透他们。这印涂也将信徒变化成为神的基
业。

以弗所一章十一节说到我们成为神的基业，这与基督的救赎有关。（7。）我们曾失落在罪中，但基督的救赎
把我们从罪中带出来归给神。然后我们成了在基督里的人。基督成了我们的范围，在其中祂的元素一直在浸透我
们，那个浸透就是那灵的印涂，把我们变化成为神的珍宝。今天在基督里，神把我们看作是祂的珍宝，成为祂的
基业。赐生命的灵用神圣的元素膏抹我们，印涂我们，并浸透我们。这浸透就是分赐，而这分赐正在变化我们，
使我们成为神的珍宝。我们若每天，甚至每时刻都在灵里行事为人，我们就在这印涂、这浸透之下，将我们变化
成为珍宝，作神的基业。

作印涂的灵，成为信徒的凭质
印涂的灵成了信徒的凭质，（弗一 14，林后一 22，）保证神是信徒的基业，并使信徒预尝神作他们的产业。

我们是神的基业，神也是我们的基业。为了使我们成为神的基业，我们需要印涂。为了使我们得着神作我们的基
业，我们需要凭质。在古时，‘凭质’的原文是用于土地的买卖。卖主给买主那片土地的一些泥土作为样本。因
此，根据古代希腊文的用法，凭质也是样品。圣灵乃是我们将要从神完满承受之产业的样品。（四三至四六
页。）

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素质的灵和经纶的灵
神素质的灵是生命的灵，吹到信徒里面作神圣生命的神圣素质。（罗八 2，约二十 22。）神经纶的灵是能力的

灵，浇灌在信徒身上作神圣能力的神圣素质。（徒一 8，二 2，4，17。）终极完成的灵有这两方面：里面素质的
一面，和外面经纶的一面。主耶稣在复活那一日，将素质的灵吹到祂的门徒里面作生命。然后过了五十天，在五



旬节那一日，祂将能力的经纶之灵浇灌在门徒身上。素质的灵是为着我们里面的生命和生活；经纶的灵是为着我
们外面的职事和工作。‘经纶的’，意思是为着神的经纶，为着神的工作，以完成祂的计划。

主耶稣也在这两方面经历那灵。祂从那灵而生，充满了那灵，并为那灵所构成。但是当祂三十岁出来为神作
工，以完成神的经纶时，圣灵以鸽子的形状降在祂身上。（太三 16。）这是那灵经纶的一面，为要使基督完成
神的经纶。（五七至五八页。）

七灵

七倍加强的灵
启示录启示七灵是七倍加强的灵，为着应付在黑暗时代里召会的堕落。甚至在第一世纪末期，…召会的堕落就

开始了，一直继续到今天。
在已过十九个世纪里，神一直在施行祂的经纶；另一方面，撒但也一直在进行他的混乱。…撒但的混乱和神圣

的经纶是并行的。最终，撒但的混乱要除灭在火湖里，神圣的经纶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在宇宙中有白昼也
有黑夜。…当你在黑夜的时候，你不要灰心；白昼不久就要来临。因着在黑暗时代里的堕落，神已经使祂的灵加
强了七倍。

当主耶稣在地上三十三年半的时候，祂凡事都是凭那灵而行，但是那灵只是一灵。对五旬节时早期的使徒而
言，那灵也只是一灵。但在启示录时代，那灵加强了七倍。这样加强的灵，乃是为要使我们有活力，在召会堕落
时作得胜者。…在这黑暗的时代，我们需要七倍加强的灵。许多基督徒珍赏四福音和使徒行传所记载，彼得那时
候的光景，但他们应当更珍赏我们今天所有的。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乃是七倍加强的灵。要作得胜者，我们需要
这样的灵。

列为神圣三一的第二者
在启示录一章，七倍的灵乃是列为神圣三一的第二者，而不是第三者，指明那灵的加强。（4～5 上。）

是在神宝座前焚烧的七灯
启示录四章五节说，七灵乃是在神宝座前焚烧的七灯，以执行神圣的行政，为着神圣经纶的终极完成。今天神

的行政不是软弱的。神今天在地上完成祂经纶的行政是刚强的，是七倍的。七倍的灵是在神宝座前焚烧的七灯，
管理世界的局势，以执行神在宇宙中的经纶。

是羔羊的七眼
七灵是羔羊的七眼，乃我们救赎主鉴察的部分，鉴察在万国中的众召会，为要建造祂的身体，使新耶路撒冷的

建造得着终极完成，成就神永远的经纶。（启五 6，二一 1～3。）至终，赐生命的灵，就是复合的灵，成了七倍
的灵，作羔羊的七眼。…七灵是基督的眼睛。你的眼睛怎能与你分开？你的眼睛是你的一部分。人的眼睛是为着
观看并灌输；当你看一个人，你就观看他；而你看着他，就把你的一些东西灌输到他里面。今天七倍的灵乃是我
们救主的眼睛。祂观看我们，并借着祂的七眼，将祂一切的丰富灌输到我们里面。

成为向众召会说话的那灵
七倍加强的灵乃是向众召会说话的那灵。主写给七个召会的书信是在启示录二、三章里。在每一封书信的开

头，乃是主耶稣说话，（二 1，8，12，18，三 1，7，14，）但是在每封书信的末了却说，‘那灵向众召会所说
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二 7，11，17，29，三 6，13，22。）（五三至五七页。）

终极完成的灵，作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

在基督复活以前，神的经纶只是一个计划，还没有完成。等到基督来了，并且借着死而复活，完成了神的经纶
之后，现在要实施了，所以就把父、子、灵题出来了。计划是开始，完成是过程，实施乃是总结。总结在那一
位？不是在父身上，也不是在子身上，乃是在灵身上。但这不是说，总结在灵身上，就和子或父没有关系了。因
为父的化身就是子，子的实化就是灵，所以说到灵是总结的时候，灵就包括子，也包括父。（神经纶的总纲与神
人该有的生活，一五页。）

圣经整体的启示，乃是给我们看见一对宇宙夫妇爱的故事，就是那创造宇宙和万有的主宰，经过成为肉体、历
尽人生、钉死十架、从死复活、升上高天种种过程的父、子、灵三一神，终极成为那赐生命之灵者，与经过创
造、救赎、重生、变化、得荣的灵、魂、体三部分人，终极构成彰显神之召会者，成为婚配，在那无尽的永世
里，以那神圣、永远、荣耀无比的生命，过那神人调为一灵，卓越绝顶、福乐盈溢的生活。（新约圣经恢复本，
启二二 17注 1。）

最终，那灵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这是在祂升天之后，也就是在祂完全经过过程之后，三一神的终
极完成。这样的一位灵和新妇成为一对宇宙的夫妇，一同说话。（启二二 17 上。）（那灵同我们的灵，五八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