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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完成的灵  

读经：约一 14、29，七 39，二十 22，林前十五 45下，加三 14，

腓一 19 

周 一 

壹 “终极完成的灵”一辞含示那灵已经经过过程，因而

成为终极完成的灵—约七 39，加三 14： 

一 按照圣经里的启示，神的灵最终成了终极完成、包罗万

有、复合的灵—腓一 19。 

二 在终极完成的灵这事上，基督教教师们的疏忽、无知、

不足、误会和误解，达到了最高峰；所以需要恢复关于

终极完成的灵这个真理。 

贰 终极完成的灵是经过了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十字

架、复活的过程之后的三一神—约七 39： 

一 三一神成为那灵所经过的过程，是经纶的事，不是素质

的事—一 14，来九 14，林前十五 45 下： 

1 神的改变绝不能是素质的，只能是经纶的。 

2 神在祂的经纶里经过了过程，就这一面说，祂改变了；

虽然神在祂的经纶上改变了，但在祂的素质上绝没有

改变。 

二 “经过过程”指三一神在神圣经纶里所经过的步骤，“终

极完成”指明这过程已经完成了；“终极完成的灵”含

示神的灵已经经过过程，成为终极完成的灵—约七 39。 

三 终极完成的灵就是三一神、为人的耶稣、祂的人性生活、

祂的死、祂的复活的复合—39节，徒十六 7，罗八 10~11，

腓一 19。 



                                   61 
 

第四周 • 纲目 

周 二 

叁 关于终极完成的灵，有三个主要且重要的点： 

一 神的灵已经得以复合成为复合的膏油，如出埃及三十章

二十三至二十五节所启示的。 

二 在耶稣复活得荣耀之前“还没有”那灵，如约翰七章三

十九节所启示的： 

1 神的灵从起初就有了（创一 2），但那灵作为“基督的

灵”（罗八 9）和“耶稣基督之灵”（腓一 19），在

约翰七章三十九节的时候“还没有”，因为主耶稣尚

未得着荣耀。 

2 主耶稣是在复活时得着荣耀的，借着这得荣，神的灵就

成了那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之耶稣基督的灵—

路二四 26，腓一 19。 

3 末后的亚当，就是在肉体里的基督，在复活里成了赐生

命的灵；从那时起，耶稣基督的灵就兼有神圣的元素

和属人的元素，包含了基督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并复

活的实际—林前十五 45下，徒十六 7，罗八 9。 

三 那灵被视为神的七灵，作神宝座前的七灯，和羔羊的七

眼，这启示于启示录一章四节，四章五节，和五章六节。 

周 三 

肆 子在复活里，将终极完成的灵作为圣气吹入门徒里面

—约二十 22： 

一 约翰福音启示，基督成为肉体作神的羔羊，并且在复活

里成为赐生命的灵；因此，祂在复活里将祂自己作为终

极完成的灵，吹入门徒里面—一 29，二十 22： 

1 二十章二十二节的圣灵，就是七章三十九节所期待的那

灵，也是十四章十六至十七节、二十六节，十五章二

十六节，十六章七至八节、十三节所应许的那灵；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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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主将圣灵吹入门徒里面，乃是成就关于另一位保

惠师的应许。 

2 将自己吹入门徒里面的基督，乃是赐生命的灵—林前十

五 45 下。 

3 主耶稣将那灵吹入门徒里面，借此将自己分赐到他们里

面作生命和一切。 

4 约翰二十章二十二节的圣灵，事实上就是复活的基督自

己，因为这灵就是祂的气；因此，那灵就是子的气。 

5 主就是那叫人活（赐人生命）的灵，这灵就是我们的气

息；那是神的话成了肉体作神的羔羊，在复活里成了

圣气给我们吸入—林后三 6、17，约一 29，二十 22。 

周 四 

二 终极完成的灵作为气，对于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一

切；只有这气，就是那灵，才能作基督徒，也才能作得

胜者—加三 2~3、14，腓一 19，启二 7。 

周 五 

伍 终极完成的灵乃是神圣奥秘的范围，我们得以进入并

活在其中—约七 39： 

一 神圣三一的三者是自有永有、同时并存、互相内在的，

并且父、子、灵是一个神圣奥秘的范围—太二八 19，林

后十三 14。 

二 我们可以进入之神圣奥秘的范围，不仅是三一神的神圣

奥秘范围，也是终极完成之灵那神圣奥秘的范围—腓一

19。 

三 三一神自己作为一个神圣奥秘的范围，并没有太多的讲

究，但在终极完成之灵那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就有好些

讲究；而这一切的讲究，对我们都是祝福—出三十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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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终极完成之灵那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不仅有神

性，也有基督的人性、基督的死及其功效、基督的复

活及其大能—腓三 10。 

2 在终极完成的灵，就是复合之灵那奇妙的范围里，我们

就有所需要的一切—出三十 23~25。 

周 六 

四 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得以活在终极完成的灵里并

经历祂作神圣奥秘的范围： 

1 在终极完成的灵那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接受那灵作

独一、包罗万有的福—加三 14。 

2 在终极完成的灵那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接受升天基

督的传输和祂天上职事的供应—弗一 22，来八 1~2。 

3 在终极完成的灵那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经历神生机

的拯救并在生命中作王—罗五 10、17、21。 

4 在终极完成的灵那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活在神的国

这神圣种类的范围里—约三 3、5。 

5 在终极完成的灵那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活在神圣生

命的交通里；这交通乃是活在基督身体里的实际—约

壹一 3、7，徒二 42，罗十二 5。 

6 在终极完成的灵那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与三一神调

和，为着保守一—约十七 21、23，弗四 3： 

ａ 真实的一乃是在三一神里—约十七 21、23。 

ｂ 真正的一乃是信徒与三一神的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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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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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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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旧约和新约里的启示，神的灵最终成了终极完成、包罗

万有、复合的膏油。……在主的恢复里，所有〔基督教教师们〕

对那灵的疏忽、无知、误会和误解都完全改正过来了；关于那

灵的真理，也得着完成（主今日恢复之主要项目的重点，一五

至一六页）。 

信息选读 

那婴孩，就是全能的神（赛九 6），在童女马利亚腹中九个

月以后出生，被放在马槽里（路二 12）。星象家尊荣并敬拜祂

为神（太二 11）。祂生活在木匠家里三十年之久，祂自己作过

木匠，曾被称为木匠（可六 3）。至终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六

小时。祂被埋葬，下到阴间，甚至降到地的低下之处（弗四 9）。

然后祂进入复活，在复活里，祂这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这一切都是过程。三一神经过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十字架

和复活的过程，成为赐生命的灵，作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

完成。 

在素质一面，我们的神不能改变。从永远到永远，祂在祂

的素质一面仍是一样。但在祂的经纶里，三一神在经过过程的

意义上改变了。首先，仅仅是神的祂成了神人。祂仅仅是神时，

没有人性。但祂借着成为神人而改变时，人性就加到祂的神性

里。然而，这不是说，神在祂的素质上改变了。反之，祂只在

祂的经纶，在祂的行政安排里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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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神在祂的经纶里改变了，但祂不会再在经纶一面改变。

反之，祂将永是一样。因这缘故，希伯来十三章八节说，“耶

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昨日”以

前，耶稣基督的确在经纶一面有过改变，祂借着成为人而改变；

祂借着成为赐生命的灵，在复活里有过改变；但如今在祂复活

以后，耶稣基督永是一样。在希伯来十三章八节，就是在基督

成为肉体并复活以后所写的经文，“昨日”一辞该从祂复活那

天算起。基督的“今日”就是今日，祂的“永远”包括来世和

永世。所以，用这节作基础，宣称三一神无法在经纶一面改变，

乃是错误。首先，基督借着成为肉体成为人，然后祂借着复活

成为赐生命的灵。如今祂既成了赐生命的灵，就要永远一样（新

约总论第四册，七四至七五页）。 

“终极完成”这辞指明一种工作或过程已经完成、结束了。

这可由烹饪说明。在烹饪开始之前，所有的食材都是生的。经

过二小时的烹饪之后，这些食材都终极完成为筵席。在神成为

肉体之前，神是“生”的，有神性却没有人性。经过了成为肉

体、为人生活、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后，神就经过了过程

而终极完成了。现今祂不再是“生”的神；祂乃是终极完成、

完整的三一神，带着神性、人性、为人生活、包罗万有的死、

大能的复活、超越的升天。这一切都是在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

之三一神里的元素或成分（三一神作三部分人的生命，五二页）。 

参读：三一神作三部分人的生命，第五、十五章。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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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路二四 26 基督受这些害，又进入祂的荣耀，岂不是应当

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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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终极完成的灵，有三个主要且重要的点。第一，神的灵

已经得以复合成为复合的膏油，如出埃及三十章二十三至二十

五节所启示的。第二，在耶稣复活得荣耀之前，还没有那灵，

如约翰七章三十九节有力提到的。第三，那灵被视为神的七灵，

作神宝座前的七灯，和羔羊的七眼，这特别启示于启示录一章

四节，四章五节，和五章六节（主今日恢复之主要项目的重点，

一五页）。 

信息选读 

出埃及三十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启示，神的灵已经复合了

基督的神性（由一欣的油所表征）、基督的人性（由四种香料

所表征）、基督的死及其功效（由没药和香肉桂所表征）、基

督的复活及其能力（由菖蒲和桂皮所表征）以及神圣的三一（由

四种香料之量的三个五百舍客勒单位，而中间的单位分为两半

—各有两百五十舍客勒—所表征）。因此，神的灵成了复合的

灵，就是有数种元素的膏，而不是只有油的膏。 

乃是在祂的复活里，基督这位在肉体里的末后亚当，才借

着钉死与复活的过程，成了赐生命的灵。后来，这赐生命的灵

又称为耶稣的灵（徒十六 7），基督的灵—那是灵的基督（罗八

9），耶稣基督的灵（腓一 19），以及生命的灵（罗八 2）。在

启示录一章四节，四章五节，五章六节，神的灵最后成了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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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七倍加强的灵，在召会黑暗的时代，对付召会的败落。神

的灵经过复合、变化并加强之后，就成了“那灵”，作经过过

程并终极完成的神的灵，甚至作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

的终极完成（启二二 17上）。 

我们都需要专注地学习这一点，因为终极完成的灵乃是主

恢复中主要项目的一个重点。……终极完成的灵，神的灵，圣

灵，复合着基督的神性、人性、祂的死及其功效、祂的复活及

其大能，成为赐生命并内住的灵，乃是成为肉体、钉死、复活

之基督的实际、实化，以及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终

极完成。主在已过几十年给我们看见的以上各点，在主今日的

恢复里都是极大而重要的项目（主今日恢复之主要项目的重点，

一六至一八页）。 

神的灵从起初就有了（创一 1~2），但那灵，就是基督的

灵（罗八 9），耶稣基督的灵（腓一 19），在〔约翰七章三十

七至三十九节〕主说这话时还没有，因为祂尚未得着荣耀。耶

稣是在复活时得着荣耀的（路二四 26）。祂复活后，神的灵就

成了那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之耶稣基督的灵。基督在祂

复活的晚上，已将这灵吹到门徒里面（约二十 22）（圣经恢复

本，约七 39 注 1）。 

在复活里，主成了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 45）。末后的亚

当，也就是在肉体中的基督，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从此

以后，耶稣基督之灵兼有神圣和属人的元素，包括基督成为肉

体、钉十字架和复活的实际（约翰福音生命读经，二四七页）。 

参读：主今日恢复之主要项目的重点，一五至一八页；约翰福

音生命读经，第十八、四十六篇。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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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约二十 22  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入一口气，说，你

们受圣灵。 

林前十五 45 ……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那灵是恩典的灵（十 29）。恩典

的灵，意思就是三一神在子里成为那灵，作了我们的享受。那

灵乃是三一神临到我们。子在成为那灵以前，无法进入我们里

面；祂不过是在门徒中间。祂需要借着死而复活，成为赐生命

的灵（约十四 16~20，林前十五 45），然后，祂就能将自己作

为圣气吹进门徒里面，作他们的享受（约二十 22）（神新约的

经纶上册，二二○至二二一页）。 

信息选读 

〔约翰二十章二十二节的圣灵，〕就是七章三十九节所期

待的那灵，也是十四章十六至十七节、二十六节，十五章二十

六节，十六章七至八节、十三节所应许的那灵。因此，主将圣

灵吹入门徒里面，乃是成就祂关于圣灵作保惠师的应许。这成

就与行传二章一至四节者不同，那是主成就路加二十四章四十

九节所说父的应许（见约十四 17 注 1）。在使徒行传，为着门

徒的工作，圣灵像一阵暴风刮过，降在他们身上作能力（一 8）。

在约翰二十章二十二节，为着门徒的生命，圣灵像一口气，吹

入他们里面作生命。主把圣灵吹入门徒里面，借此将自己分赐

到他们里面作生命和一切。这样，祂在十四至十六章所说的一

切就能成就了。 

落在地里死了，又从地里长出来，怎样使一粒麦子变成另

一种又新又活的形态；照样，主的死与复活也使祂从肉体变成

那灵。祂在肉体里是末后的亚当，经过死与复活的过程，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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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 45）。祂怎样是父的化身，那灵也照样

是祂的实化，实际。祂是那灵，就得以吹入门徒里面。祂是那

灵，就能给祂的信徒接受到里面，并且如同活水的江河，从他

们里面涌流出来（约七 38~39）。祂是那灵，就能借着死与复活

回到门徒中间，进入他们里面作保惠师，开始住在他们里面（十

四 16~17）。 

主是“话”，这话就是永远的神（一 1）。为着完成神永远

的定旨，祂采取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成为肉体，成了在

肉体里的人（14），作神的羔羊，为人成功救赎（29），将神

向人表明出来（18），并将父显给祂的信徒看（十四 9~11）；

第二个步骤是死而复活，化身成为那灵，使祂能将自己分赐到

信徒里面，作他们的生命和一切，并使祂能产生神的众子，就

是祂的许多弟兄，为要建造祂的身体，就是召会，神的居所，

以彰显三一神，直到永远。因此，祂原初是永远的话，以后借

着成为肉体，成了在肉体里的人，成功神的救赎，又借着死与

复活，成了那灵，要成为一切，并作成一切，以完成神的建造

（圣经恢复本，约二十 22注 1）。 

子在复活里将那灵吹进信徒里面。祂“向他们吹入一口气，

说，你们受圣灵”（约二十 22）。在这里，圣灵实际上就是复

活的基督自己，因为这灵乃是祂的气。因此圣灵乃是子的气。

这节经文里的灵，在原文是 pneuma，纽玛，这字可用作气、灵

和风。所以这节经文可以译为“你们受圣气”。主耶稣在复活

那一日，将祂自己吹进祂的门徒里面作为圣气。这位素质的、

充满的灵，是我们的气，作我们的呼吸（那灵，七九页）。 

参读：神经纶的总纲与神人该有的生活，第二篇；那灵，第二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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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林后三 6  祂使我们够资格作新约的执事，这些执事不是

属于字句，乃是属于灵，因为那字句杀死人，

那灵却叫人活。 

   17  而且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

由。 

有一天，基督，就是这位神，成为肉体，由童女所生。祂

活在地上三十三年半以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借着除去我们的

罪而救赎我们。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也废除了祂的仇敌魔鬼。

然后祂被埋在坟墓里，并到阴间去。祂游历死的范围以后，就

在复活里出来。照着行传二章二十四节，阴间运用其权势要拘

禁祂，却徒劳无功。祂这复活的生命，不能被死拘禁。祂进入

复活，祂物质的身体就变化形像成为荣耀属灵的身体。在复活

里的基督仍有身体，这乃是事实。然而，圣经也启示，在复活

里，祂成了赐生命的灵：“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林

前十五 45）这灵现今是我们的气息（腓立比书生命读经，三五

五至三五六页）。 

信息选读 

林后三章六节说，“那字句杀死人，那灵却叫人活。”照

着达秘（Darby）的新译本，七至十六节是插进的话。这指明达

秘认为十七节直接接续六节。十七节宣告：“主就是那灵。”

主就是那叫人活的灵，这灵乃是我们的气息。 

主耶稣进入复活以后，来到祂的门徒那里。照着约翰二十章

二十二节，祂“向他们吹入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灵的

希腊文 pneuma，纽玛，意思也是气。这指明主耶稣吩咐门徒受

圣气。约翰福音开始于话，接着说到羔羊和葡萄树。最终，在

二十章二十二节我们看见，那是话、神、羔羊和葡萄树的一位，

也是给我们接受的圣气。一面，祂呼出；另一面，门徒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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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该分析这气，只要借着把气吸入我们里面而接受这

气。不幸的是，今天许多基督徒只知道推理并思考；他们没有

吸入圣气的经历。宣信（A.B.Simpson）是一个认识吸入基督之

经历的人。他有一首诗歌第一行就说，“主，求你向我吹圣灵，

教我如何吸入你。”（诗歌二一○首） 

约翰福音里有神圣过程的记载。那是神的话成了肉体。至终，

祂经过了钉十字架与复活，成了圣气给我们吸入（腓立比书生

命读经，三五六、三五一页）。 

作基督徒不仅困难，而且不可能。唯有那经过过程并终极完

成，作为包罗万有之灵的三一神活在我们里面，这一位才能作

基督徒。新约对我们的要求太高了。譬如，新约所要求的圣别

是我们无法产生的。但赞美主，不是我们需要履行新约的要求，

乃是那灵在我们里面履行这些要求。我们不该靠自己作事，只

该享受祂的活着和祂的作工。唯有那灵能作基督徒；唯有那灵

能作得胜者。请记住，那灵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我们的

主、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牧人、我们的生命和

生命的供应。 

那灵对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一切。基督徒的生活完全是

在于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作为包罗万有的灵。在这灵

里，我们有父、子、灵。我们在这灵里，就在父、子、灵里（太

二八 19）。我们今天所有的是怎样的神？我们的神乃是经过过

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就是终极完成、包罗万有的灵，来作

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切（约伯记生命读经，一二五至一二六页）。 

参读：腓立比书生命读经，第三十四篇；基督徒的生活，第十

七篇。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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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出三十 23~25 你要取上好的香料，就是流质的没药五百

舍客勒，香肉桂一半，就是二百五十舍客

勒，香菖蒲二百五十舍客勒，桂皮五百舍

客勒，都按着圣所的舍客勒，又取橄榄油

一欣；你要把这些香料，按调制香品者之

法复合成香品……。 

三一神—父、子、灵—乃是自有永有的，并且互相内在，就

是神圣三一的三者住在彼此里面。……〔约翰十四章十至十一

节〕指明父具体化在子里面，而子是父的具体表现，形成一个

神圣奥秘的范围，就是三一神的范围。因此，三一神自己就是

神圣奥秘的范围。 

我们今天可以进入的神圣奥秘的范围，事实上不仅是三一神

的神圣奥秘范围，乃是终极完成之灵与是灵之基督那神圣奥秘

的范围（神圣奥秘的范围，三五页）。 

信息选读 

谁是终极完成的灵？终极完成的灵乃是由涂抹的膏油（由

一欣橄榄油与四种香料及其功效复合而成—出三十 23~25）所预

表的复合之灵。那灵终极完成之前，祂是神的灵，耶和华的灵，

以及圣灵。祂有分于神的创造，只是作为神的灵（创一 2）。 

虽然那灵已经是神的灵、耶和华的灵和圣灵，但在约翰七

章“还没有”那赐生命的灵，因为主耶稣尚未为着人的罪经过

死，也尚未进入复活。相反的，在七章的时候，祂仍然是在肉

体里，不能进到人里面，作人的生命。但在复活里，基督成了

赐生命的灵；如今祂能进到信徒里面，将生命分赐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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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活里，神的灵与基督的人性、祂的死及死的功效，并

祂的复活及复活的大能调和。这调和的结果，就是复合、终极

完成的灵。 

那灵已经终极完成，并且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就是那是

灵的基督。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说到这终极完成之灵与是灵之

基督那神圣奥秘的范围。这是何等美妙的范围！ 

我们已经指出，神圣三一的三者是自有永有、互相内在的，

并且父、子、灵是一个神圣奥秘的范围。三一神自己作为一个

奥秘的范围，并没有太多的讲究，但在终极完成之灵与是灵之

基督那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就有好些讲究；而这一切的讲究，

对我们都是祝福。 

神要我们在祂里面。但祂若只是三一神，没有基督的人性、

死与复活，我们就算进到祂里面，也只能找着父、子、灵，却

找不着人性、死与复活。然而，当我们进到终极完成之灵与是

灵之基督那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就不仅有神性，也有基督

的人性、基督的死及其功效、基督的复活及其驱逐的大能。每

一样都在这奇妙的范围这里。 

我〔所在〕的范围乃是有许多讲究且难以领略的三一神。

我在这里是同着父、同着钉死并复活的子，并同着终极完成的

灵。既然我是在这样一位三一神里面，我就有我所需要的一切。

我若需要钉死，我就发现在这范围里，我已经钉死了。我若需

要复活，在这范围里，我已经复活了。为着这样一个神圣奥秘

的范围，赞美主！（神圣奥秘的范围，三五、三七、三九至四

○页） 

参读：神圣奥秘的范围，第一、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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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加三 14  为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

邦人，使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 

约十七 23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被成全成

为一，叫世人知道是你差了我来，并且知道你

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在福音里，我们不仅接受赦罪、洗净和洁净的福，更接受那

最大的福，就是三一神，父、子、灵，成为经过过程，包罗万

有赐生命的灵，极其主观地住在我们里面作我们的享受。我们

能享受这包罗万有者作我们每天的分，这是何等的福！（圣经

恢复本，加三 14注 2） 

信息选读 

复活、超越之基督的属天职事，〔乃是〕在祂的超越里，……

把那灵全部的圣别，供应给我们。一面说是那灵把这圣别作在

我们里面；另一面乃是基督把圣别供应给我们。 

我们的确有一位无限、属天的基督，在天上并在我们灵里供

应我们。借着祂属天职事的丰富供应，我们的工作成了我们的

安息和享受（经过过程的神圣三一之分赐与超越基督之输供的

结果，五一至五二页）。 

我们是在属灵、实行并经历上的联结里，在生命中作王。……

今天神的灵，就是三一神包罗万有的灵，住在我们重生之人的

灵里，并在这灵里运行。这二灵成为一灵，一同生活，一同工

作，一同存在，乃是一个调和的灵（罗马书中神完整的救恩结

晶读经，二八页）。 

神的国是神的掌权。这神圣的掌权是一个范围，不仅是神

圣管理的范围，也是神圣种类的范围，在其中有一切神圣的事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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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成为肉体，进到人的种类里；而人成为神，有神的生命

和性情（但无分于祂神圣的神格），进到祂神圣的种类里。在

约翰三章，神的国指神的种类，多过于指神的掌权（约翰福音

结晶读经，一四九页）。 

神圣的交通乃是在基督身体里生活的实际。……在启示录

二十二章二十节，主耶稣说，“我必快来！”但将近二千年过

去，主仍没有回来。原因乃是信徒持个人主义，都是单独、有

意见并且制造分裂的。……信徒好像脱缰野马，今天似乎没有

什么能管制信徒；实际上，神圣的交通该管制信徒。 

有一件事能管制我们，那就是神圣的交通。……借着在这

交通里受限制，基督的身体就蒙保守在一里，职事的工作就继

续往前。我们若离开交通，一切就都完了。那使一切活着的乃

是交通。我们若学习交通，就会得着许多益处，特别在主的工

作上，更是如此（三一神作三部分人的生命，一七二至一七三

页）。 

子在信徒里面，父在子里面，使信徒被成全成为一（约十

七 21、23）。我们的一必须与三一神三者之间的一一样。事实

上，信徒的一就是三一神的一。我们在三一神里，才能被成全

成为一。因此，真实的一乃是在三一神里。 

这一就是真正的一，乃是信徒与三一神的调和。信徒要有

这样的一，就必须是在三一神这神圣奥秘的范围里。这里父在

子里面，子在信徒里面，信徒也在子里面，子又在父里面。这

指明信徒乃是在是灵之基督与终极完成之灵那神圣奥秘的范围

里，与三一神是一（神圣奥秘的范围，四九页）。 

参读：约翰福音结晶读经，第四、八篇；神圣的经纶，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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