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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過神人的生活（二） 

活在神的國這神聖種類的範圍裏 
昨天兩天坐在這裏，聽到所有的說話，我覺得非常的喜樂。你們喜樂嗎？我相信

神也是喜樂的；我相信李弟兄如果在這裏，他也會覺得非常喜樂。我跟Rick弟兄說
到，在李弟兄過世之前，他希望我們眾人都能彀作錄音機；在已過兩天，我相信這
些信息不僅是錄音機，甚至是擴大機，甚至用這個很強烈的這個分貝擴大出來，我
們聽得又清楚又大聲。我們很清楚神在這裏要作的是甚麼，盼望這個聲量越來越大，
要把所有眾人的聲音都引出來；我們只聽見這一個聲音：神成爲人，爲要使人在生
命、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爲神。 

我剛開始的時候，我要讀李弟兄一段話，講出這個負擔；然後之後我再有一些負
擔說些話。請仔細的聽，這是從《神聖啓示的高峯》裏所說出來的。我們實行的目
標，應當是要過一個神人的生活。這就是我們所當達到的目標，這也必須是我們從
今天開始之後的召會的實行；要不然我們所實行的是虛空的。我們的實行不僅是要
有一個召會生活，只是照着聖經過召會生活；我們乃是藉着水受浸，脫宗派，操練
蒙頭，完全照着聖經實行擘餅。有些人來到，因着這些實行來到了主的恢復裏；他
們寶貝我們的家庭生活、召會聚會，我們如何照顧年輕人…然而這些事卻不應該是
我們實行的目標，我們實行的目標就是要過一個神人的生活。我們的實行不是要過
任何天然人、壞人、好人的生活，我們的實行乃是要過一個神人的生活。神人乃是
一個重生、變化、以神爲他的人位和一切的人；最終這個人在他的生命和性情上成
爲神，卻無分於祂的神格。這就是神人。 

在今天主的恢復裏，我們應當有這樣的一個生活，這個生活乃是一個釘十字架的
生活，乃是藉着主的死與復活而活的。這個生活乃是不再是我活着，乃是祂在我裏
面活着。當祂活在我裏面的時候，祂是與我同活，帶着我活，結果我就與祂一同活
着；祂帶着我活，我也帶着祂一起活，我們二者是調和着活在一起，就是神人調和。
這是爲着基督身體的實際（第五篇）。最高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社會生活，就
是從這樣的一個生活出來的。這個生活就是召會生活，也是基督身體的生活；這樣
的一個生活就是基督身體的實際。這個生活就是耶穌基督祂三十三年半在地上的生
活，拯救我們脫離這些消極的東西，從大事小事拯救我們，在我們婚姻生活裏拯救
我們，脫離一切的問題；在召會裏拯救我們，沒有意見、分裂、藐視、埋怨、批評。
在這生活裏面沒有批評，沒有藐視，沒有偏心，沒有分裂，沒有異議，沒有意見；
在這樣一個生活…我們是過神人的生活。 

親愛的聖徒，這就是我的負擔，我們都需要過這樣的生活。年長的，年輕的，弟
兄們，姊妹們，長老們，與一般的聖徒，我們如果過神人的生活，我們就對所聽見
的是忠信的。主就不僅在這裏有單個的模型，乃是一班人過這樣的生活；這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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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主要向基督教所看見的。如果我們過這樣的生活，我們自然而然的就會爲着傳
福音的事接觸人。活力排乃是這樣的一班人；活力排不應當是在一種形式裏，必須
是一班人過這樣的生活。我們過神人的生活會拯救人，造就別人，也建造眾地方召
會，至終建造基督的身體。如果我們實行我們所聽見的，自然而然的，這個模型就
會被建造起來，這個模型就會成爲召會歷史裏最大的復興；我相信這個復興要把主
帶回來。總而言之的說，我鼓勵你們要繼續的實行，忠信的實行神人生活；操練接
觸祂，呼求祂的名，禱讀祂的話，不住的禱告，不消滅那靈、聖靈，也不藐視申言
者。願主用祂自己作爲賜生命的靈祝福我們，我們能彀在調和的靈裏藉着這些生命
的實行來摸着祂。 

我們在這裏乃是講到我們如何過基督徒的生活，也如何有生命實行的操練。一九
九四年，當李弟兄開始在這裏釋放神聖啓示的高峯的時候，從那一年開始，就是一
九九三年開始，他在當時進到醫院裏，生了病。他從醫院裏有一天走出來的時候
（我還記得非常清楚），他當時非常的清醒，非常的緩慢的對我說，他說：『潔麟
弟兄，我在這裏看見了一些東西。』我說，阿們。他在說話的時候，好像是在一個
夢裏，但是卻是非常的清醒。他說：『現今人蒙了救贖，蒙了拯救，然後拔高，甚
至成爲神了。』他說，『潔麟，重複這樣的話。』我記得很清楚，因爲他是非常刻
意的這麼說，他叫我再重複這樣的話。我說：『是的，人性在這裏蒙了救贖…』然
後我就在這裏很享受這個話，然後羅馬書五章，拯救，不僅是從我們罪中得着拯救，
更是得救了。這是在我們各樣的功能上都能彀被拔高了，最後成爲神了。 

一九九五年二月開始的說話，乃是在另外一個範圍裏，好像進到另外一個境界裏
面。然後他就開始說到，異象的高峯與神人的生活乃是基督身體的實際。當他第一
次這麼說，乃是對着從臺灣來的一班弟兄們說話。他是很刻意的限制自己，他說的
非常緩慢，但是卻是滿了生命。這些信息現在都在這本書—《神聖啓示的高峯與基
督身體的實際》（這本書）裏面。 

我很清楚的記得，他題到一件事，他說：『爲甚麼主在約翰福音六章五十七節：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因父活着。』他說，『這是爲了甚麼目的呢，神要差遣祂的
兒子？』大部分基督徒說，神差遣祂的兒子是爲着成功救贖。其實我可以讀這段話
給你們聽：活的父爲甚麼差遣子？一般基督徒他要講，是爲着成功救贖才差遣這樣
的救主。然後他就說，他這麼說並沒有錯，這卻是完全膚淺的、表面的。因爲『活
的父如何差遣我，我因父活着』，他在這裏並沒有—他說：『父差遣我是要
『活』』。 

這就是我們在這篇信息所需要注意的事項，那就是關於基督的生活是一件大事。
主需要三年半來成功這樣的職事，但是卻需要花十倍以上的時間來過一個生活；祂
的生活比祂的工作是重要十倍以上。祂在六個小時就成功了救贖，在十字架上，祂
說，成了，完成了，成就了；但是，祂需要三十三年半的時間，要給我們看見，一
個人如何把神活出來，也給我們看見神如何在一個人的生活裏活出祂的自己；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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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在祂照顧父母的時候是這樣活出，在地上行走的時候也是這樣的生活。 

我帶着聖徒到以色列很多次，所以他們說，哎呀，這個看我們救主如何在地上行
走的時候，你看這個山是跟別的山、別的湖，別的…都是一樣的。在宗教人士裏面，
你如果想要覺得這是非常的高尚，但是不行的。每個到加利利的人，我都請他們讀
馬可福音的生命讀經，最後的十九篇信息裏面。在馬可福音生命讀經十九篇信息裏
面，李弟兄有一個負擔，給我們看見，展示給我們看見，人如何是完全照着，並且
爲着神的經綸而生活。這位人，就好像你和我一樣，但是從祂、也在祂裏面，基督
活出一種的生活，乃是完全照着、也是爲着神永遠的經綸的。因此祂需要花十倍以
上的時間。 

請想想看，祂要如何完成祂的工作？這裏有四件事，在來到綱要之前，是我要說
的。這是我剛剛所說的是頭一件事，那就是說到神在生活上所給我們看見的重要性。
先是講到基督生活的重要性，然後來看我們生活的重要性。 

好，第二件事，我要說的，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表演，不是一個演出，也不是
一個節目程序表。我們說，任基督徒，所以一班的基督徒，虛有其名的基督徒，藉
着認罪，有人說你是職業基督徒的意思。甚麼是一個職業的基督徒呢？一個職業的
基督徒和職業人士，就是知道如何按着規矩行。如你是專業的演唱者，你在上臺的
時候就知道怎麼樣表演，但是下臺之後完全是另外一個人；如果專業的高爾夫球人
士，你知道怎麼樣在那個場上玩高爾夫球，你下了高爾夫球場，你就是不一樣的人
了。神不要一班職業的基督徒，或者作基督徒是當作一個職業來作。你的基督徒生
活乃是要憑着神自己來作的。如果你過基督徒的生活，只是當着一個職業來作，有
時候你會過基督徒的生活，你有的時候就不會過基督徒的生活；如果你只是把基督
徒的生活當作職業的話，你就會從這件事上退休；但是如果你作基督徒生活是你的
一個生活，那你就永遠不會退休。如果基督徒生活只是一個職業，你可以過兩種的
生活：一種就是你專業、職業的生活。你來到聚會裏，你會作一套的事；當你看到
弟兄姊妹，那你有另外一套的生活。但是跟你自己，跟你私下，跟你家人，跟你自
己在一起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神完全沒有意願要我們過兩種的生活，祂只要我們過
一種的生活。這就是我要點出的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我要向你們指出來的就是，人的生活包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主要的
乃是一個改善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你到今天基督教的書房裏，到房間的書房裏，
你看見很多的書講到如何改善自己，如何管理自己，如何管理你的家，甚至管理你
的健康，甚至要管理你的情感…完全是在於改善自己這件事，自我改善、自我管理
的這一方面。甚至我們基督徒許多時候都活在這個範圍裏，要作些事來管理自己，
甚至要，甚至在這裏管理自己要有一個快樂，讓自己有好的形像，作好事，這些都
是在自己的努力的這個範圍裏面。神所要的，跟我剛剛以上所說的完全不一樣，神
不要以上所說的一切；神只要有一個神聖的種類，有一班人他們有另外一個生活—
狗有狗的生命，貓有貓的生命—神要人有神的生命，好活出神來。這是第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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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向你指出的，就是我們所講的復興不是五旬節派、靈恩派的復興，也不是
一般今天基督教所謂的復興。甚麼是復興呢？讓我舉這個例子，甚至在你有一個讓
你健身的運動，健身的一個，讓你一步一步的改進，那就不是說你自己把類固醇注
射到你裏面，不是這樣。舉例來講，你要健身的話，你要有一個健康的生活，一種
的生活被你建立起來，那使你看起來健康有活力，這是在物質的、肉身裏面是這樣
子。在屬靈的範圍裏，同時呢，我們也有一種屬靈的律。 

好，我現在乃是要講到這一本書—《復興的律》，我在這裏要讀一段這些話，並
且把這些話呢，用五個點來作一個結論。第一點，這個復興不是奇蹟，而是律。按
照神聖的啓示，復興乃是在基督徒生活裏，我們能彀逐漸的長大。你有了這樣的認
識，對我們經歷神作生命有相當大的幫助。如果我們在復興的這個律上能彀應用的
話，我們就不難得着復興。我們不需要祈求、懇求才得復興，我們只需要認識復興
的律，並且應用這個律。就好像你肉身是有一個律的，在人的肉身有生命的定律；
同樣的，你如果要幫助它，加強它，你就會有個健康的生活習慣。這就是我們所講
到屬靈生命的一幅圖畫。我相信，當李弟兄說到新的復興的時候，他乃是講到這一
個的復興。盼望給我們看見，在整個主的恢復裏，有一天聖徒們在全地，不僅是肉
身上是健康的，甚至屬靈上，甚至在神的眼中是健康的。你看見一個健康的人，面
目紅光，這個滿有精力，這就是神所要看見的。主的恢復也應當如此。主的恢復—
你如果去今天基督教，那裏有很多的教導；這裏人都是瘦如骨啊。所以在這裏，這
個復興不是一個奇蹟，乃是一個定律。在研讀過許多我們召會歷史和許多屬靈人的
傳記，及我們中間過去的許多地方的復興，和自己已過的經歷，得到一個結論，就
是復興乃是屬靈生命的一個律。就是在這裏，各種生物都有其定律，在這裏有一個
生機的定律，乃是內在的，是因着我們所承受的生命而有的定律。我們有肉身的生
命，也有肉身的定律；在這屬靈的生命裏面，也有屬靈的定律。所以第一個比較，
乃是這裏不是神蹟，乃是律。 

第二點，不是意外的，而是新陳代謝的；就是好像打類固醇，只是一次興奮。但
是在這裏新陳代謝是甚麼意思呢？就是你要顧到生命的律，特別是我們裏面生命的
律，就有一種新陳代謝的改變。這種屬靈的生命如同在動植物生命裏的新陳代謝一
樣；生物家告訴我們，無論是動物或植物的生命裏，都有一種新陳代謝的作用；這
些生物的長大成長都是靠着這個新陳代謝的律。 

第三個對比，它不是一次恢復的，乃是要被構成的。換句話說，不是要顧到你的
問題，就是要解決你的問題，而使你健康的；大部分的基督徒對於生命的律都有一
個錯誤的觀念，他們認爲一個人要在犯了罪，或者冷淡了，跌倒之後，才需要復興。
我們屬靈的這個生命的長大，乃是藉着不斷重複的復興。 

第四個，乃是不是絕症，是循環的；不是一次就解決的，而是循環、週而復始的。
那就是說，這裏是一個循環一個循環，一個循環接着另外一個循環，是週而復始的；
所以這一個過程乃是週而復始的。所以這裏有新的屬靈的成分，就是了結並且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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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舊的元素。我們越得着復興，這些屬靈的元素越加到我們裏面，我們就越脫離
這個天然的生命。 

最後一個，它不是有時無時的，而是持續不斷的；不是斷斷續續，而是繼續不斷
的。就好像我們人的身體一樣，在我們裏面，我們必須記得，這樣的復興不是一勞
永逸的，不是一勞永逸的。我們越得着復興，對基督的認識必定也越多；若我們的
復興停止了，我們對基督的認識定規也停止了。所以我們需要有點時間受調整，因
爲我們很多人乃是在基督教長大的。復興這個詞帶進很多的含義，我們要從已過的
含義裏面跳出來。當你想到新的復興，新的復興，你要想到那個健康的人，想到那
一個健康的生活，在那個健身房裏的人；就是想我們乃是天天的實行。我們天天實
行甚麼？天天不過這個倫常的生活，一個表演的生活，而是操練過一個與神是一的
生活；這是日過一日、週而復始的。我盼望這能彀幫助你們。 

好，我們現在來到這個綱要。在這裏，過神人的生活（二），活在神的國這神聖
種類的範圍裏。在這裏說到神的國，神的國，不僅是講到神的國，更是講到要活在
神的國裏。這裏講到一種的生活。我們應當如何生活呢？多年前，有一個有名的基
督徒寫了《我們當如何活》，我們當如何作基督徒而活。在這裏乃是講到在神的國
裏過生活；我們惟一能彀在神國裏所過生活的路，就是要成爲神的種類。惟一能彀
在狗的國度裏過生活，就是，在狗的國度裏過生活，就必須是狗；貓的國度…就
是…惟一要活在神的國度，就必須是神的種類。想想看，在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的
教導，那裏主是這麼說的，律法說，若有人打你…所以，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但
是國度的生活是更高的。律法說，你不能犯淫亂；但國度的生活說甚麼，是講得更
高。律法說，若有人逼你作一件事，你就順服就是了；但國度的生活說，你要與他
走兩里，強逼一裏要走兩里。換句話說，國度的生活是比照着律法所過的生活更高，
比對錯的生活更高。甚麼是基督徒的倫常呢？基督徒的倫常若就是實行對與錯，那
是新約摩西的律法；如果今天基督徒還活在對錯的範圍裏面，他乃是活在律法之下，
而不是在國度的範圍之下。 

讓我來讀恢復的這個職事信息裏面的，倪弟兄恢復的職事的信息裏面，讀些話。
你知道在福音書裏，有馬太福音，他是講到國度，也有約翰福音，那是講到生命。
但是在約翰福音第三章，他把這兩者『國度』與『生命』擺在一起。尼哥底母他原
先是一個在律法上極有成就的人。他來到這裏，主說，你所作的一切都算不得數，
你需要有一個新的生命；你如果沒有新的生命，你就不能彀進到神的國裏。所以國
度乃是生命的要求，而生命乃是國度的供應。你沒有生命，你只能照着律法，在這
個低下的層次過生活；如果你有生命，你乃是在照着國度生活，乃是在更高的層次。
如果你與律法掙扎，照着李弟兄所舉的例子來說，你爬上兩步，你退兩步；你想要
不發脾氣，你今天成功，明天成功，到第三天你就回到原地。國度的要求不是叫你
不發脾氣，而是要你生活是照着神而生活；你達到那個要求，所有小的要求都能彀
達到；你如果在這些小的要求上掙扎，你總會在這裏想要爬兩步就退回原步。所以



二○一五年國殤節特會-需要新的復興-講台信息 59 
 

國度乃是與生命有密切的關係。國度是生命的要求，而生命乃是國度的供應。一面，
我們得着的生命要求我們活出國度；另一面，國度裏一切的要求都由生命的供應來
應付。 

重生，就是接受並得着這生命，而這生命能應付國度一切的要求。我們常以爲人
是由低處慢慢爬上高處，漸進改良的；但是神乃是先將一個高的生命賜給我們，爲
使我們能活出進國度那個高的生活。如果丈夫在這裏對妻子發脾氣，如果在這裏說、
爭執的時候，這樣的一個勸服，就好像勸人忍耐，告訴她百忍爲至寶，這樣就勸他
如同理髮師替人理髮，剪去不久，頭髮又長出了；倘若你作妻子的，進到國度的要
求裏，那甚麼就都好了。丈夫發脾氣時，妻子能向他笑，這就給人看見她乃是一個
在國度裏的人，在一切的事上就能得勝了。國度是神大的要求，神不僅要人勝過，
在家中勝過脾氣好像勝過玩具，不是爬幾步梯子又掉回來，這不是聖經的教導；聖
經把一個大的要求擺在人面前，當這個生命的要求，這個生命同時使人應付所有國
度的要求；如果他不接受生命來應付這個大的要求，他這就不能彀應付我們的需要。
所以你要不就是百分百你就是零，沒有說百分之二十的，二十分；想憑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律法，想要達到一百分，很快的你就回到零分。 

壹 神的國是一個範圍，不僅是神聖管理的範圍，也是神聖種類的範
圍，在其中有一切神聖的事物—約三3、5，十八36： 

李隆輝弟兄講了一段非常好的話，關於在盒子中的鑽石，他題到過我們是神的種
類；Ed弟兄也講到在創世記，所有的植物與動物都是按各從其類造的。在第三天，
第十二節，乃是各從其類的；第五天，在創造動物的時候，也講到這是各從其類；
這裏有更高等的生命，也是按着它們的類來造的。但是人乃是按着神的形像所造的，
在這裏沒有講到人類或人的類，在聖經裏沒有題到。所以從這些經文裏，我們清楚
看見，人乃是按着神的形像和照着神的樣式造的，所以是神的類，神類。所以聖徒
們，我們是那一類呢？我們不是植物類，我們不是動物類，不是貓狗，我們甚至不
是人類，我們乃是神類，神的類。 

你可以成爲一個國籍、國度的一部分，藉着…你不能成爲一個族類、種族，你不
能。乃是藉着婚姻，你能彀藉着結婚入籍，但是你不能彀因着結婚成爲另外一個種
族。要成爲另外一個種類，你必須接受基因，成爲另外一個新的種類。這個曾經在
七十士譯本裏面講到這個gene，就是基因的繙譯，也就繙成種類這個詞。我們成爲
基督徒不是藉着入籍、入教，而是藉着—也不是藉着領養，作爲養子；我們作爲基
督徒乃是藉着甚麼呢？藉着接受另外一個不同種類，另外一個不同的基因，進到我
們裏面，使我們成爲另外一個種類。國籍的改變比較容易，很難改變族類，改變你
的種類是不可能的事，但神卻作成這事。 

基督徒身上最大的神蹟就是重生。很不幸的，許多基督徒對重生的領會，就是僅
僅是所謂在屬靈上面活過來了，就是向罪而死，向神而活，就是他們還是他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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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有某一種的宗教的經歷，讓他們好像成爲屬靈上是活過來的而已。那是一個錯誤
的觀念，重生比以上所講的更高。重生乃是一個在屬靈範圍裏的東西運行到，就是
神聖的基因已經傳輸到我們的裏面。他們在這裏講到基因治療，這是真正的基因治
療了。尼哥底母他需要基因治療；他來了是爲着某件事，他想要從主得着好的教訓。
但這裏有一個人，他乃是人類完全之人的完全榜樣和模型：他是有道德的；是上了
年紀的；他是謙卑的；第四，他是有文化的；第五，他是尋求人。你看他有五個
『完人』，沒有甚麼比這個更好的完人，尼哥底母。但是這個尼哥底母他需要的就
是甚麼？基因治療。他需要有神的基因注射到他裏面，使他成爲另外一個種類。惟
有不同的種類，才能讓他進入到神的國裏，來完成所有馬太福音第五到第六章的要
求。 

一 在約翰三章，神的國指神的種類，過於指神的掌權。 
在約翰福音第三章的裏面，神的國指神的種類，過於指神的掌權。 

二 神成爲人，進到人的種類裏；而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爲神（但無分
於神格），進到神聖的種類裏—一1、12～14，彼後一4。 

三 要進入神聖的範圍，就是神聖種類的範圍，我們就必須從神而生，
得着神聖的生命和神聖的性情—約一12～13，三3、5～6、15，彼後
一4： 

請記得四個詞，形像和樣式。人所有的就是形像和樣式，他並沒有神的生命和性
情。他只有神的形像和神的樣式，就好像外在的殼子一樣，卻沒有內在的內容，那
就是他沒有裏面的生命和性情。當人被造的時候，他乃是按着神類，他是神的類；
他有人的美德是在人的裏面，在墮落之前就有了。那處的經文講到，是有形像和樣
式，但是他卻沒有神生命和性情。這個生命和性情乃是當他被神的基因注射的時候，
他才得着這個。 

我想李弟兄曾經有一次是作過這樣的一件事，他說神創造的時候，神所造的是有
愛，但這個愛乃是人的美德，他是點點點的，是虛空、空殼的一個愛，所以這個都
是空的。你如果看這個字，是空心的字。所以他有形像，有樣式，但是卻沒有內涵；
這個內容就是生命與性情。所以當耶穌基督來的時候，祂把神聖的屬性帶來了。這
神聖的屬性與人的美德是相匹配的；所以，這就把所有這些中空或空心的這些字母
充滿了，充實了。所以這神聖的屬性就充滿到人性的美德裏面，也藉着人性的美德
得着了彰顯。 

他舉了另外一個例子，就是手套與手。所以人被造就像手套一樣，但卻需要神的
生命進到他的裏面，使神聖的屬性能在人性的美德裏得着彰顯。想要操練人性美德，
沒有神聖的屬性，沒有那個內容的話，你的實行就僅僅是所謂叫人的改善和完全，
甚至基督徒的改善的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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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們繼續來看這個綱要。小一，你有，在這裏看見形像與樣式；第二小點，
你就看見生命和性情。所以形像和樣式是在神造人的時候外在的殼子。 

1 神造人，不是照着人的類，乃是按着神的形像，照着祂的樣式造的，
使人成了神的類，神的種類—創一26。 

這麼講就彀好了，但是，這只是這個空心的、中空的這個點點點的字；我們需要
重生。阿利路亞，信徒藉着重生，在主的恢復裏面，關於重生這件事，是完全被恢
復了。我們藉此而知，重生是如何的重要。 

2 信徒藉着重生由神而生，成爲祂的兒女，有祂的生命和性情，但無分
於祂的神格；他們比亞當更從神類—約一12～13： 

好，重生，由神而生，成爲祂的兒女，有祂的生命和性情，但無分於祂的神格；
他們比亞當更從神類。的確，亞當是那一個中空的字母，字，但是沒有這個裏面的
實際。我們不僅是這些點點點那個中空的字，只是中空的，中空的易，空心的易，
空心的愛，不是的；我們有神的生命，有神的性情在我們裏面，來充滿我們這中空
的字母。 

a 我們是信基督的人和神的兒女，有神聖生命的實際，並且全人正被變
化並模成主的形像—林後三18，羅十二2，八29。 

b 我們的第二個出生，重生，使我們得進神的國，成爲神的種類—約
三3、5～6。 

這是神非常、非常、非常高來看見人能由祂所重生，有祂的生命。我告訴你一個
小小的故事，我們家門口有一棵樹，從窗口就可以看見這棵樹。一個月，有兩隻美
麗的小鳥總是來到這個聖誕紅這個樹裏面，所以這些都是在那裏。它們左看右看，
它們就躲進到樹叢裏面。那進去一次、兩次，我和我的妻子就覺得非常的奇怪，很
好奇，到底甚麼吸引這兩隻美麗的小鳥，它們一次又一次鑽到樹叢裏呢？我們出去
了，就用燈光一照，有三隻同樣種類的小鳥在裏面，這三隻小小的小鳥口大大的張
開。我們在這裏看見它們，我們覺得非常的喜樂。神，祂把這個所有樹葉，這個人
性都剝開之後，祂一看，哎呀，在這裏有一些是屬於我的類的；雖然小，沒有完全
成形，雖然在這裏吱吱叫，但是『給我喫阿，給我喫啊』。但是神說，我有我的類
了，神類了；我有一些是值得我進去要得着的。 

我遇到很多聖徒，在已過的這兩天，他們在中西部是四散在各個地方。你以爲你
很被隔離，你很孤單，你是孤獨一處的時候，但我們知道神非常寶愛能看見你；神
愛看見你在那裏過神人的生活。你知道，當我們在這裏的時候，實在這個景象太美
麗了，看見這個人性是在祂的至高至極之處。但很可惜不是常是如此，有的時候是
鳥，有的時候是一隻死鳥，有的時候好像變成一隻蠍子。我們需要甚麼增加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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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增加這個百分比？就是我們成爲神的種類，就是活神的這個百分比。當人活
在神聖範圍裏面的時候，就使神快樂。 

好，第四中點和第五中點在這裏。第四中點、第五中點，我們一起，和第二大點
我們所看見的，都是在於同一個負擔，就是給我們看見了甚麼是那一個假貨或假冒
的事。 

四 只是作好人，離神的喜悅太遠了；我們必須領悟，我們基督裏的信
徒，乃是在神聖種類裏的神人，是神的兒女，具有神的生命和性
情—弗一5，約壹三1，約三15，彼後一4。 

只是作好人，離神的喜悅太遠了。好人是好。在這裏有一個New Ferguson他這個
人寫的，…只需要幾個好人來顧到政府、社會，是需要的，但卻沒有能顧到這個神
的需要。所以要只作好人，離神的喜悅太遠了。我們必須領悟，我們基督裏的信徒，
乃是在神聖種類裏的神人，是神的兒女，具有神的生命和性情。 

這些經節講到兒子的名分。以弗所書一章五節，講到我們在這裏是神的兒子；約
翰一章十二節講到神的兒女；約翰福音三章十五節講到永遠的生命；彼後一章四節
講到有神的性情。我們在擘餅聚會，第一，詩歌第一首，李弟兄非常喜歡詩歌的第
一首。李弟兄爲甚麼這麼喜歡那首詩歌？他其實只是，只喜歡第三節和第五節。第
三節，你觀看宇宙所有的創造…那今天基督教裏面的人，世界上的人，在這裏會讚
美神的創造；但是神所看見的時候，是甚麼呢？祂看見眾子。那這些眾子是使神喜
悅的，新造才使神喜悅。 

五 領悟我們是神人，從神而生，並且屬於神的種類，這是神人生活的
開端—約壹三1，二6。 

當我們照祂而活，就能憑祂而活，我們的生活不應該是像狗一般的生活行事，或
者貓狗，或者僅僅作爲人一樣的生活行事；我們應該像耶穌基督，像基督一樣的生
活行事，我們應該像神一樣的生活行事。到底甚麼是四福音告訴我們的故事呢？四
福音乃是講到神如何生活行事的傳記。我們神要怎麼樣生活行事，你就讀四福音就
是了，在那裏你就會看見神是如何的行事。 

今天基督徒很普遍暢銷的一個倫常或者一個道理說，耶穌會如何作？所以我在這
裏要倣效、模倣耶穌。耶穌在那裏，我是跟祂不同的類；祂是人，我是猴子。所以
猴子想學人，所以猴子想人該作甚麼，人穿西裝，所以我也穿西裝；人用叉子喫飯，
猴子也用叉子喫飯…這就是人今天想要作的，我上了網，然後就來找，到底耶穌會
怎麼作呢？—完全要依靠神。我找到這樣一本書—《完全依靠神》，就是F-R-O-G，
就是甚麼呢？就是青蛙一隻。所以想要倣效基督就是青蛙一隻。F-R-O-G，Fully 
rely on God .青蛙永遠沒辦法活神的生命，青蛙只能活青蛙的生命。你知道青蛙
是甚麼嗎？就是有時候在地上，有的時候在水裏過生活；有的時候在聚會裏，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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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不在聚會裏；有的時候是基督徒，有的時候是魔鬼。來到聚會裏，穿上那個專
業的、職業的樣子，你在人眼中是這樣子；然後你西裝一脫就跳回水中，你就是只
魚。阿利路亞！我們不是過青蛙的生活，我們乃是活神的生活，在我們人的生活裏
活出神的生活。 

貳 神在約伯身上的目的，乃是要使好人成爲神人—伯一1、8，四二1
～6： 

約伯，在他身上有一個真正的工作，神在約伯身上有一個真正的工作。不是因着
他是好、壞的，因爲他是好的。他好到甚麼地步呢？在一章一節，他有四樣的美德，
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並且遠離惡事。基督徒完全的高峯就是在這裏了，乃是
來到第八節，那是又怎麼樣了呢？那又怎麼樣？那甚麼都沒有用。神所用的，就是
用各式各樣的環境來消磨，甚至剝奪約伯，把他身上所有這些假冒的好弄下來。這
裏有真的好與假的好；真金與假金，兩個看起來很類似，但是如果你要真金的話，
你就要把假金除去。在二十二章，在這裏說，如果你把金子擺到塵土裏，然後你就
來到溪邊的時候，然後…就成爲你的金塊，祂就對你成爲至寶的。所以如果我們是
約伯只是持守他自己的人格，自己的完全，到一個地步，我直到死，我都不願意把
我自己放下。他說，將你的金塊丟在塵土裏，將這個金子丟在石頭中間。三十一章
六節，他就讓神，在天平上稱稱我，讓神認識我的完全—好像神不知道他的完全一
樣。三十二章一節，因約伯自以爲義，在自己眼中爲義。這裏二十九章十四節，他
這裏說，我穿上公義，公義就作了我的衣服，他從家裏出來的時候。最主要的就是
『我的公平如同外袍和冠冕』，所以對約伯來說，他的公義和冠冕就是他自己的義。
這真是一個例子，是神真要在他身上工作。所以神怎麼樣在他身上工作？不是藉着
改善他，乃是藉着剝奪他。所以他能彀到一個地步，約伯能彀說，我從前風聞有你，
現今我親眼看見你，因此我憎惡自己，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灰燼中懊悔，我親眼
看見了你。 

所以，好了，回到綱要。 

一 約伯是好人，彰顯他自己的完全、正直和純全—二七5，三一6，三
二1： 

你把約伯的話和保羅的話比較一下。約伯是這麼說，我絕不丟棄自己的純全；保
羅說甚麼？我以我的義爲無有，我只願意被發現在基督裏面，而不是發現在自己的
義，是出自於律法的義裏。所以你比較這兩個人。 

我再繼續讀下去： 

1 約伯在積極一面敬畏神，在消極一面遠離惡事—一1： 
a 神造人不僅是要人敬畏祂、不犯錯；反之，神是按着自己的形像，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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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自己的樣式造人，爲叫人彰顯祂—創一26。 
b 彰顯神比敬畏神和遠離惡事更高。 
這都是在一個層次上面，這是人的完全，人的純全，但我們在另外一個範圍裏。

在舊約裏，約伯花了所有這些時間，乃是直到第四十二章的末了，他才稍微看見神
一點點。神開始對他說話的時候，他總是在那裏繞着繞着，旋風一樣在那裏轉來轉
去，轉來轉去；神說了，他就轉，…在旋風裏向他顯現。但對我們來說，這不是在
旋風中的驚鴻一瞥，而是我們留在在這個範圍裏，在這個範圍裏一次又一次的看見
祂。 

2 約伯裏面沒有神；因此，神要約伯得着祂，好使約伯彰顯祂，以成就
祂的定旨—伯四二5～6。 

二 神的目的乃是要約伯成爲神人，彰顯神的屬性—二二24-25，三八1
～3： 

1 神將約伯引到另一個範圍，就是神的範圍裏，使約伯得着神，而不是
得着他在完全、公義和純全上的成就—四二5～6。 

我相信保羅乃是在這一個範圍裏，他不僅是藉在旋風裏對神只看見一次而已，他
乃是活在這個範圍裏。當然耶穌基督是住在這個範圍裏。神呼召我們，也是要我們
能彀活在這個範圍裏。 

2 神在約伯身上的目的，是要銷毀他，並剝奪他在最高道德的標準上，
所達到並成就的完全和正直—三一6。 

你把這個跟保羅在林後所說的比較一下，你就看見我們外面的人天天毀壞，但並
沒有停在這裏；保羅繼續說我們裏面的人卻日日在更新。所以在舊約裏，在這裏有
銷毀，並且剝奪，在新約裏不僅有在外面的人漸漸毀壞，更有裏面之人的更新。 

3 神的目的是要使約伯成爲屬神的人，充滿了基督，就是神的具體化
身，成爲神的豐滿，好在基督裏彰顯神—提前六11，提後三17。 

神的目的是要使約伯成爲屬神的人。所以你有這兩處經節，在提摩太前書六章十
一節和三章十七節這裏講到屬神的人。神不要好人，神要屬神的人；那屬神的人比
好人高得多。神的目的是要使約伯成爲屬神的人，充滿了基督，就是神的具體化身，
成爲神的豐滿，好在基督裏彰顯神。 

4 神的銷毀施行在約伯身上，來把約伯拆毀，就使神有一個根據和一條
路，用神自己把他重新建立起來，好使他成爲彰顯神的神人—弗三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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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沒有意願要裝修，重新裝修我們的這個建築，乃是祂要拆毀，完全拆毀這個建
築，使祂能彀重建。所以神的心意不是要改善我們的行爲；就着人的意思來說，使
我們改得更好。祂惟一的負擔就是要把祂自己加到我們裏面，使我們成爲神。你在
那裏看見這件事的模型呢？你乃是在福音書，在主耶穌的身上看見這個模型。現在
我們要回來，來讀基督的傳記的時候，你就在這樣的光中看見，就是我們應當如何
活。我們應當照基督所活的生活來活；祂所活的生活就是一個是人又神的生活，乃
是一個在人性的美德裏活出神神聖的美德。我們很難形容或描繪，這樣人到底是怎
樣的一個人。許多人寫了許多的傳記等等，關於耶穌基督的事，但是卻沒有辦法將
祂描寫、描繪得淋漓盡致；因爲祂不僅僅是屬靈的，祂不僅僅是正直的，不僅是完
全的，祂比這些更多，祂乃是神與人的調和。祂是完整的神、祂也是完全的人的第
三性，第三個東西。 

我們知道當神學這樣看到這個題目，他們跳起來，跳進來，好像惡獸跳到這個題
目上，是要分析甚麼是調和，甚麼是神的性情，甚麼是人的性情，這兩者如何來分
別出來，把這兩個分開。我告訴你，你知道爲甚麼在職事裏，這份職事是我們要進
到這件事，進到的那麼深入呢？因爲這乃是我們今天生活的模型。你如果要真正知
道我們該如何生活，我們應該過一個調和的生活；這個生活是完全是人的生活，也
完全是神聖的生活，而沒有產生第三個這種東西，卻仍然是一個人位。 

我們稍微有時候有這樣的一點的經歷，但是曾經有一個人祂過了三十三年半的時
間，祂持續不斷的是這樣的過生活；祂是完整的神、完全的人。你讀在這裏，腓立
比書第二章，它在這裏講到，祂倒空自己，有七步的降卑，形容祂如何過生活，祂
並不是那麼簡單。祂倒空自己，穿上了人的樣式，祂是過奴僕而生活，甚至上到十
字架上死了，並且作奴僕而死。所有這些，還有祂的…這就是祂如何生活，竟花了
這麼多的來形容祂，來描繪祂，來給我們看見，祂是要經過這麼多讓祂來學得—在
希伯來書，因爲祂藉着苦難學得了順服。祂甚至需要經過一段時間來學習；你知道
在祂的神性裏，祂不需要學任何東西，但是當祂穿上人性的時候，祂學了順服，竟
作爲人學了順服。 

我知道我的時間快到了，我必須繼續來講到第三大點。 

叁 神在基督裏，構造到人裏面，人也構造到神裏面；神與人調和在一
起，成了一個實體，稱爲神人—太一21、23，路一35，多二13，提
前二5： 

這乃是一個調和，就着神與基督是這樣，在我們身上也是一樣。基督教的神學分
爲兩類：一類稱爲基督論，他們就是專門研究基督的性質、性情；另外一類就是基
督徒的道德，我們應該如何生活，我們應該如何生活，照着對錯生活。你知道嗎，
在主的恢復裏面，我們的基督徒的倫常道德，乃是根據基督論。那基督論其實應用
到我們的基督徒的倫常生活裏面，那換句話說，基督如何所是的，就應當是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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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是。我們沒有基督徒倫常教導我們如何作好，作屬靈的人；我們只有一種的倫常
道德，就是基督如何活，祂乃是過一個調和的生活，我們應該也過這樣的生活。 

一 起初，聖經說到那神人；今天這位神人已複製爲眾神人—約十二
24，羅一3～4，八29。 

那一個在約翰福音在加利利行走的原型，已經在我們裏面得着了複製。祂在這裏，
使我們在窩裏面，在餧養我們；我們在各處，這樣小小的神，各處興起來—李弟兄
在他一生的末了非常的喜樂。這就是神的嗜好、神的夢，我們也應當有同樣的夢—
在主的恢復裏有一天就不僅僅再是人，我們都是成爲神人。那就是最後的復興，那
就會說服全世界，向全世界證實我們的生活比我們所說的證明得更多。 

我們是對的，是屬靈的，是合乎聖經的，不僅僅是以上所說的，這樣的一種生活，
乃是讓神彰顯出來。阿利路亞，我們都應該說：『阿利路亞！』神要得着這個，祂
一定會得着，祂必定會得着這個事。不要擔心祂，必定會得着。今天你或許好像是
嗷嗷待哺那個小鳥，翅膀還沒長硬；但是等着瞧，就等着瞧，我們就要會看見，我
們需要花更多的時間不要活那個蠍子的生活，要花更多的時間活神人生活，不是活
那個死的倫常道德的生活，你更要過一個神人的生活，要被神充滿。你們願意這麼
作麼？阿們！ 

好，來讀綱要的這些點，然後我們就能講完。 

二 眾神人，就是神的眾子，乃是第一個神人基督的複製和繼續—約十
二24，來二10，羅八29。 

三 神人乃是由神所生，有分於神的生命和性情，在神的生命和性情上
與祂是一，因而彰顯神的人—約一12～13，三15，彼後一4，林前六
17。 

四 神人由神構成，有神作他的生命和一切；神人乃是人而神者，神而
人者—弗三16～17上。 

卻沒有產生第三種東西，所以同一性情，在同一人位裏。 

五 基督的人性生活乃是人活神，在由神聖屬性所充滿、調和並浸透的
人性美德裏彰顯神的屬性—路一26～35，七11～17，十25～37，十
九1～10。 

那個點點點的中空就是被充滿了。 

六 作爲第一個神人的繁殖與複製，我們該過與祂所過同樣的生活—約
壹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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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的神人生活爲我們的神人生活設立模型—被釘十字架以活神，好
使神在人性裏得彰顯—加二20。 

2 我們必須憑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否認己，模成基督的死，並顯大
祂—太十六24，腓三10，一10～21上。 

3 過神人生活的那一位，如今乃是那靈，在我們裏面並藉着我們活着；
我們必須棄絕修養自己和建立天然的人，單單讓這一位充滿我們並
佔有我們，好使我們個人的並團體的在祂的身體召會中，活祂並彰
顯祂—弗三16～19，一22～23。 

讓我們有信心，不是對自己有信心，而是對神有信心：祂能作得到，祂必須達得
到，祂必定要得着這件事，祂要得着地上這個團體的神人。阿們！願主祝福我們。 

好，我們有些禱告，兩位兩位禱告，然後弟兄們會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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