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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的靈  

讀經： 出三十 22~25，羅八 16、23、26~27，加三 14，五 16~18、

22、25，啟二 7，二二 17上 

周 一 

壹 關於複合的膏油，乃是到了出埃及三十章末了，在神的居所和

祭司體系的啟示以後才啟示出來；這指明複合的膏油（預表

複合的靈）僅僅為著一個目的，就是膏抹神的居所和祭司體

系—26~28、30節，參彼前二 5，詩一三三 2。 

貳 包羅萬有、經過過程、複合的靈，乃是神的靈各方面的集大成，

總和： 

一 在神的創造裡，神的靈帶著神性元素乃是活躍的—“神

的靈覆罩在水面上”—創一 2下： 

1 神的靈作為生命之靈（羅八 2）覆罩在死水之上，以產

生生命，特別為著神的定旨產生人（創一 26）；在屬靈

經歷中，靈的來到是產生生命的第一條件（約六 63）。 

2 受造之物是借著神的靈產生的，並且神的靈具有神性的

元素；因此，按照羅馬一章二十節，受造之物就顯明

神永遠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徵。 

周 二 

二 在神與人的關係上，有耶和華的靈帶著神聖三一的元素： 

1 在創世記二章，耶和華是神與人接觸時所用的名稱，指

神與人的關係—4~5、7~9、15~19、21~2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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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耶和華”的意思是“我是那我是”（出三 14，參約

八 24、28、58），指明耶和華是自有永有的永遠者，就

是那昔是今是以後永是者（啟一 4）。 

3 耶和華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出三

14~15），就是三一神。 

4 在舊約裡，每當神來接觸人時，祂就是帶有三一神元素

之精粹的耶和華的靈—士三 10，六 34，十一 29，十三

25，十四 6、19，十五 14，撒上十 6，十六 13~14，撒

下二三 2，王上十八 12，二二 24，王下二 16，代下十

八 23，二十 14，賽十一 2，六三 14，結十一 5，三七

1，彌三 8，亞七 12。 

周 三 

三 在新約裡，對神的靈第一個神聖名稱乃是“聖靈”，帶

著聖別之神聖性情的元素： 

1 這名稱在舊約裡從未用過（和合本中，詩篇五十一篇十

一節和以賽亞六十三章十至十一節的聖靈，應當譯為

“聖別的靈”）。 

2 替救主的來臨預備道路，需要祂的先鋒從母腹裡就被聖

靈充溢，使他能將百姓從神以外一切的事物中，分別

歸神，叫他們為著神的定旨，聖別歸神—路一 15。 

3 為救主預備人體，需要聖靈將神聖的性情分賜到人性裡

面，使人在性情上成為聖別，以完成神救贖的計畫—

35節，太一 18、20。 

4 新約的聖別不僅使我們在地位上聖別，也使我們在性情

上聖別，正如神是聖別的一樣—彼前一 15~16，羅六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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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四 

四 基督復活以前，還沒有那靈，那靈還沒有與更多元素複

合： 

1 約翰七章三十九節說，“耶穌這話是指著信入祂的人將

要受的那靈說的；那時還沒有那靈，因為耶穌尚未得

著榮耀”： 

a 在耶穌說這話時，複合了其他元素的那靈“還沒

有”，因為祂尚未得著榮耀；耶穌是在復活時得著

榮耀的（路二四 26）。 

b 當這靈還是神的靈，祂只有神聖的元素；當祂借著

基督成為肉體、釘十字架並復活，成了耶穌基督的

靈，祂就兼有神聖與屬人的元素，連同基督成為肉

體、釘十字架和復活的一切素質和實際；因此，祂

現今乃是複合的靈，就是包羅萬有耶穌基督的靈—

出三十 22~25，腓一 19。 

2 基督這位末後的亞當，借著復活並在復活裡成了賜生命

的靈，得榮之耶穌的靈，複合的靈，以進入信祂的人

裡面，流入他們裡面，並且如同活水的江河從他們流

出來—林前十五 45下，約七 37~39。 

五 約翰的著作啟示那靈是實際的靈—約十四 17，十五 26，

十六 13，約壹五 6： 

1 那靈就是實際（6），作為父神和子神所是的實化，引導

我們進入一切的實際（約十六 13）。 

2 凡父的所是和所有，都具體化於子（西二 9），凡子的

所是和所有，都借著那靈向信徒宣示為實際（約十六

14~15）；因此，這乃是三一神作到信徒裡面，並與信

徒調和。 



                                   93 
 

第三十四周 • 綱目 

六 耶穌的靈有基督之人性、人性生活、釘十字架的元素—

徒十六 7： 

1 耶穌的靈乃是有極大受苦力量之人的靈。 

2 我們有那人耶穌的靈活在我們裡面，使我們能過正確的

人性生活，也能忍受其中的痛苦。 

七 在羅馬八章九節裡，基督的靈有復活的元素—10~11節： 

1 基督的靈乃是包羅萬有之基督連同祂包羅萬有之死與

復活的總和、集大成。 

2 借著基督的靈，我們就在祂復活的生命能力、祂的超越

和祂作王的權柄裡有分於基督。 

周 五 

八 在腓立比一章十九節裡，耶穌基督的靈就是三一神那複

合、包羅萬有、賜生命的靈： 

1 我們要經歷主的人性，就需要耶穌的靈；要經歷主復活

的大能，就需要基督的靈。 

2 保羅在受苦時，經歷了主在人性中的受苦並主的復活；

對於像保羅那樣經歷並享受基督的人性生活和復活的

人，這樣一位靈有全備的供應，甚至就是全備的供應。 

九 那靈就是生命之靈帶著神聖生命的豐富（羅八 2），也是

賜生命的靈帶著神聖生命的分賜（林前十五 45下，林後

三 6）： 

1 生命之靈乃是生命的實際，因為那靈自己就是生命。 

2 那靈正運行、作工、活在我們裡面，將生命分賜到我們

全人裡面。 

十 那靈也稱為主靈—1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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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靈的這方面包含了作主身分的元素；在主靈裡，我們

有升天和作主身分的元素。 

2 這有力地證明並證實，主基督就是那靈，那靈就是主基

督—17節。 

十一 複合的靈也是恩典的靈，帶著對三一神之享受的元素—來

十 29： 

1 那靈作為恩典之靈，意思就是三一神在子裡作為那靈成

為我們的享受。 

2 有分於恩典之靈，就是有分於那靈作恩典—參加六

18，提後四 22，羅八 16。 

周 六 

十二 七靈就是七倍加強的靈，將墮落的召會帶回，享受祂自己

作生命樹、隱藏的嗎哪和豐富的筵席，帶進神新約經綸

的終結—啟一 4，三 1，四 5，五 6，二 7、17，三 20： 

1 在本質和存在上，神的靈是一個；在神行動加強的功用

和工作上，神的靈是七倍的；就如撒迦利亞四章二節

的燈檯—在存在上，是一個燈檯，但在功用上，是七

盞燈。 

2 七靈作七盞點著的火燈（啟四 5），是為著光照並焚燒；

而七靈作羔羊的七眼（五 6），是為著鑒察、搜尋並灌

輸；當主光照並審判我們的時候，祂就注視我們；借

著七靈作祂的眼睛，祂就將自己灌輸到我們裡面，使

我們變化。 

3 基督在加強時期的職事，乃是加強祂生機的救恩，產生

得勝者，並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 

十三 榮耀的靈，就是神自己的靈，安息在逼迫中受苦的信徒身

上，好叫那位現今在榮耀裡，復活、被高舉的基督得榮

耀—彼前四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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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最終，神的靈是“那靈”，複合的靈；那靈是神的靈這些

名稱一切元素的總和，集大成；因此，那靈是包羅萬有、

經過過程、複合的靈—羅八 16、23、26~27，加三 14，

五 16~18、22、25，彼前一 2，啟二 7，十四 13，二二

17上： 

1 這靈即複合的靈，乃是神的靈、耶和華的靈、聖靈、實

際的靈、耶穌的靈、基督的靈、耶穌基督的靈、生命

之靈、賜生命的靈、主靈、恩典之靈、七靈以及榮耀

的靈。 

2 “那靈”，複合的靈，乃是神新約經綸獨特並最大的

福—加三 14，參弗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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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餵養 

出三十 25 你要把這些香料，按調製香品者之法複合成香

品，作成聖膏油。 

創一 2 而地變為荒廢空虛，淵面黑暗。神的靈覆罩在

水面上。 

複合的膏油沒有啟示於出埃及一章，甚至也沒有啟示于二

十九章，乃是到了三十章末了，在神的居所和祭司體系的啟示

以後才啟示出來。這指明複合的膏油僅僅為著一個目的，就是

膏抹神的居所和祭司體系。按照二十六至二十八節，膏油用以

膏抹會幕、約櫃、桌子及其器具、燈檯及其器具、香壇、燔祭

壇及其器具、洗濯盆和盆座。不僅如此，三十節說，“要膏亞

倫和他的兒子們，使他們分別為聖，可以作祭司事奉我。”這

些經文非常清楚地指出，複合的膏油是絕對為著一個目的，就

是膏抹帳幕和祭司（出埃及記生命讀經，一九六三頁）。 

信息選讀 

在聖經裡，神的靈有十三個名稱：神的靈（羅八 9、14，林

前二 14）；耶和華的靈，主的靈（徒五 9，八 39，林後三 17）；

聖靈（徒十六 6，羅十五 13、16）；實際的靈（約十四 17，十五

26，十六 13）；耶穌的靈（徒十六 7）；基督的靈（羅八 9）；耶

穌基督的靈（腓一 19）；生命之靈（羅八 2）；賜生命的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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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五 45，林後三 6）；主靈（18）；恩典的靈（來十 29）；七靈

（啟一 4）；那靈（羅八 16、23、26、27，加三 14，五 16~18、

22、25，彼前一 2，啟二 7，十四 13，二二 17）。實際的靈有約

翰十四章十七節，十五章二十六節，十六章十三節裡所應許進

一步的元素。耶穌的靈有人性、人性生活和釘十字架的元素。

基督的靈有復活的元素。耶穌基督的靈有人性、人性生活、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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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和復活這一切元素的全備供應。生命之靈有神聖生命的

豐富。賜生命的靈乃是為著神聖生命的分賜。主靈有升天和作

主身分的元素。恩典的靈是為著供應我們神聖的豐富，作我們

的享受。七靈是為著七倍的加強。最終，那靈包含了前述名稱

的一切元素。所以，那靈是包羅萬有的靈。這意思是，那靈是

神的靈各方面的集大成，總和。 

我們需要進入關於那靈神聖啟示的深處，需要明白複合之

膏油的預表，也需要知道如何在我們的經歷裡應用這奇妙的複

合之靈。 

在神的創造裡，神的靈是活躍的：“神的靈覆罩在水面

上。”（創一 2 下）凡具體的東西必定有元素，而神的靈確實

是具體的東西。神的靈裡有什麼元素？神的靈的元素就是神—

神性。 

一樣物質的精華就是它的精粹。譬如，葡萄的精華不僅是

葡萄本身，也是葡萄的精粹。同樣的原則，我們可以說，神的

靈就是神的精粹。這靈具有神性，就是神所是的元素。受造之

物是借著神的靈產生的，並且神的靈具有神性的元素；因此，

按照羅馬一章二十節，受造之物就顯明神永遠的大能和神性的

特徵（出埃及記生命讀經，一九七○至一九七三頁）。 

創世記一章二節是聖經中第一次提到靈。神的靈作為生命

之靈（羅八 2）覆罩在死水之上，以產生生命，特別為著神的定

旨產生人（創一 26）。在屬靈經歷中，靈的來到是產生生命的第

一條件（約六 63上）（聖經恢復本，創一 2注 5）。 

參讀：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一百六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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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餵養 

賽十一 2 耶和華的靈必安歇在祂身上，就是智慧和聰明

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認識和敬畏耶和華的

靈。 

 六三 14 耶和華的靈使他們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

谷。你這樣引導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榮耀的

名。 

 

神把人造好以後，就來接觸人。耶和華就是神與人發生關

係時的名字。在創世記一章只有神這名稱，但在二章還有另一

個名稱，就是耶和華；因為在這章裡，神開始與祂所造的人接

觸。因此，耶和華是神與人接觸時所用的名稱，指神與人的關

係（出埃及記生命讀經，一九七三頁）。 

信息選讀 

耶和華這名源於“是”這個動詞，或是這個動詞的一個形

式。出埃及三章十四節說，“神對摩西說，我是那我是；又說，

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那我是差我到你們這裡來。”耶和華

是那今是昔是以後永是的一位。“今是”、“昔是”、“以後

永是”—這些都是“是”這個動詞的形式。實際上，“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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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動詞只能適用於神。唯獨祂今是昔是以後永是；唯獨祂是自

有永有者。我們的生命是短暫的，我們若沒有神，就不會繼續

是，甚至我們現今就不是實際的存在，因為“是”這個動詞無

法適用於我們，像它專特地適用於神一樣。“是”這個動詞是

基本動詞，其他的一切都有賴於此。例如，吃就在於是，在於

存在。我若不存在，怎能吃？所有其他的動詞也許數以千計，

全依賴“是”這獨一的動詞。唯有神是，唯獨祂是那我是，那

自有永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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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要與人發生關係，祂就必須是三一的—父、子、靈。按

照出埃及三章，耶和華是指三一神。這在六節指明出來，那裡

神說，“我是你父親的神，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

的神。”神對摩西說，“我是那我是”，並吩咐他對以色列人

說，“那我是差我到你們這裡來。”之後又繼續對他說，“你

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耶和華你們祖宗的神，就是亞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差我到你們這裡來。這是我的名，

直到永遠；這也是我的紀念，直到萬代。”（15）在十四節神

說，“那我是差我到你們這裡來”，但在下一節，祂說，“耶

和華你們祖宗的神，就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差我到你們這裡來。”這指明耶和華就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

的神，雅各的神。神這名稱—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含

示神格的三，就是三一。……創世記這卷書多半與神是三個人

物的神有關，這三個人物就是亞伯拉罕—父、以撒—子、雅各—

最終被變化的抓奪者、狡猾者。亞伯拉罕的神表徵父，以撒的

神表徵子，雅各的神表徵靈。與人發生關係的耶和華神乃是三

一神；所以，耶和華的靈乃是帶有神聖三一元素的靈。 

舊約裡有許多經文說到耶和華的靈：士師記三章十節，六章

三十四節，十一章二十九節，十三章二十五節，十四章六節、

十九節，十五章十四節，撒上十章六節，十六章十三至十四節，

撒下二十三章二節，王上十八章十二節，二十二章二十四節，

王下二章十六節，代下十八章二十三節，二十章十四節，以賽

亞十一章二節，六十三章十四節，以西結十一章五節，三十七

章一節，彌迦書三章八節，撒迦利亞七章十二節。在舊約裡，

每當神來接觸人時，祂就是帶有神聖三一元素的耶和華的靈。

實際上，耶和華的靈就是三一神之元素的精粹（出埃及記生命

讀經，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頁）。 

參讀：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一百六十一至一百六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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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餵養 

路一 15  他〔約翰〕……從母腹裡就被聖靈充溢了。 

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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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這神聖的名稱在新約裡是一個新的啟示。這名稱

在舊約裡從未用過（和合本中，詩篇五十一篇十一節和以賽亞

六十三章十至十一節的“聖靈”，應當譯為“聖別的靈”）。當

神進來預備主耶穌的先鋒〔約翰〕（路一 15），並為基督預備人

的身體時（35），首次使用這神聖的名稱。這指明聖靈與神的成

為肉體有關。 

靈指神的性質，神身位的性質；聖指神性質的屬性。神的

性質是聖的。成為肉體是將神的性質帶到人裡面的事。神渴望

使祂所揀選的人在神聖的性質裡成為聖別，使他們能成為聖

別，甚至和祂是聖別的一樣（新約總論第四冊，一頁）。 

信息選讀 

在神的成為肉體裡，聖靈使人與凡俗有別，正如神在祂聖

別的性質裡與凡俗的有別一樣。……馬太一章十八、二十節所

提，那孕育且生出聖別之耶穌（徒三 14）的聖靈，要使相信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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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之耶穌的人成為聖別，正如祂在神聖的性質裡是聖別的一

樣。至終，這些信徒都要完成於聖城新耶路撒冷（啟二一 2）。 

路加一章十五節說，施浸者約翰從母腹裡就被聖靈充溢

了。聖靈是新約對神的靈第一個神聖的名稱……。替救主的來

臨預備道路，需要祂的先鋒〔約翰〕被聖靈充溢，使他能將百

姓從神以外一切的事物中，分別歸神，叫他們為著神的定旨，

聖別歸神。為救主預備人的身體，需要聖靈將神聖的性質分賜

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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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裡面，使人成為聖別，以完成神救贖的計畫。所以，主耶穌

在童女裡面由帶著神聖素質的聖靈成孕（35）；她“被看出懷了

孕，就是她從聖靈所懷的”（太一 18）。“那生在她裡面的，乃

是出於聖靈。”（20）雖然基督是從馬利亞生的（16），卻是從

聖靈成孕。基督的出生是直接出於聖靈的。祂的源頭是聖靈，

祂的元素是神聖的。 

新約裡有許多經文說到聖靈。路加三章二十二節告訴我

們，聖靈以仿佛鴿子的形體，降在基督身上，為著祂的職事膏

祂。馬太十二章三十二節論到說話抵擋聖靈，指明罪人若褻瀆

聖靈，那靈就沒有地位在他身上作工，使他悔改相信主耶穌了。

按約翰二十章二十二節，主耶穌在復活那天向門徒吹入一口

氣，並告訴他們要受聖靈。這是叫他們在素質上接受聖靈作生

命。後來，在馬太二十八章十九節，主囑咐門徒將人“浸入父、

子、聖靈的名裡”。在行傳一章二節我們看見，復活的基督借

著聖靈吩咐使徒。然後在羅馬十五章十六節保羅說，他盡職事，

叫所獻上的外邦人，在聖靈裡得以聖別，可蒙悅納。因為基督

已作到外邦人裡面，成為他們的元素，他們就成了被基督浸透，

且被祂神聖素質浸潤的供物（新約總論第四冊，二至三頁）。 

新約的聖別不僅使我們在地位上聖別，也使我們在性情上

聖別，……正如神是聖別的一樣。因此我們說，聖靈具有聖別

之神聖性情的元素（出埃及記生命讀經，一九七七頁）。 

參讀：新約總論，第七十九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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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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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餵養 

約七 39 耶穌這話是指著信入祂的人將要受的那靈說

的；那時還沒有那靈，因為耶穌尚未得著榮耀。 

徒十六 7 到了每西亞的邊界，他們試著要往庇推尼去，

耶穌的靈卻不許。 

約翰七章三十九節……指明基督復活以前，“還沒有”那

靈—複合了其他元素的那靈。神的靈從起初就有了，但那靈，

就是基督的靈、耶穌基督的靈（腓一 19），在主說這話時“還沒

有”，因為祂尚未得著榮耀。耶穌是在復活時得著榮耀的（路

二四 26）。祂復活後，神的靈就成了那成為肉體、釘十字架、復

活之耶穌基督的靈。基督在祂復活的晚上，已將這靈吹到門徒

裡面（約二十 22）。現今這靈乃是“另一位保惠師”，就是基督

受死之前所應許實際的靈（十四 16~17）。當這靈還是神的靈，

祂只有神聖的元素；當祂借著基督成為肉體、釘十字架並復活，

成了耶穌基督的靈，祂就兼有神聖與屬人的元素，連同基督成

為肉體、釘十字架和復活的一切素質和實際。因此，祂現今乃

是包羅萬有耶穌基督的靈（出埃及記生命讀經，一九七七至一

九七八頁）。 

信息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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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傳十六章七節裡〕“耶穌的靈”是特別的名稱，意思

與“神的靈”不同。因著耶穌過去是人，現今仍是人，“耶穌

的靈”就是那人耶穌的靈。 

為什麼當使徒保羅要去一個地方傳福音時，“耶穌的靈”

卻不許？為什麼聖經不說“神的靈”，而說“耶穌的靈”？其

中一定有原因。當我們仔細讀行傳十六章，並看見這章裡的環

境時，就知道需要“耶穌的靈”。本章裡有許多的受苦和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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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甚至被囚在監裡！在這樣的光景中，的確需要“耶穌的

靈”。耶穌在地上時，是個一直遭受強烈逼迫的人。因此，“耶

穌的靈”乃是有極大受苦力量之人的靈。祂是一個人的靈，也

是受苦力量的靈。當我們傳福音遭逼迫時，確實需要這樣的靈—

“耶穌的靈”！ 

前一節（6）可以證明，“耶穌的靈”就是“聖靈”。我們

若讀這兩節的上下文，就看見在使徒保羅傳福音時引導他的

“聖靈”，就是“耶穌的靈”。乃是“聖靈”在引導使徒，但

在那時，在那件事上，“聖靈”是以“耶穌的靈”的身分行事。 

耶穌的靈不只是神的靈，在祂裡面有神性，使我們能活神

聖的生命；也是那人耶穌的靈，在祂裡面有人性，使我們能過

正確的人性生活，也能忍受其中的痛苦（李常受文集一九六五

年第一冊，七五四頁）。 

在羅馬八章九節保羅說到基督的靈。基督的靈與主的死和

復活有關。基督的靈是那經過死並進入復活者的靈。主的死是

包羅萬有的了結，祂的復活是包羅萬有之新生的起頭。所以，

基督的靈是包羅萬有的基督，連同祂包羅萬有之死與復活的總

和，集大成。因為我們有基督的靈在我們裡面，我們就有包羅

萬有的基督，以及祂包羅萬有的了結與新生的起頭。 

基督的靈是基督的實際，是在實際裡的基督自己。因為那

靈是基督的實際，我們就可以說，這位靈乃是那是靈的基督。

借著基督的靈，我們就在祂復活的生命和能力、祂的超越和祂

作王的權柄裡有分於基督（新約總論第四冊，七頁）。 

參讀：基督包羅萬有的靈。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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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餵養 

腓一 19 因為我知道，這事借著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

督之靈全備的供應，終必叫我得救。 

羅八 2 因為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已經釋放了

我，使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  

耶穌基督的靈〔腓一 19〕，就是約翰七章三十九節所說的那

靈。這……是主復活後之神的靈，就是具有神性的聖靈，與主

的成為肉體（人性）、十字架下的人性生活、釘十字架並復活調

和而成的。在出埃及三十章二十三至二十五節，由橄欖油和四

種香料調和而成的聖膏油，是這複合之神的靈完滿的預表。現

今這靈乃是耶穌基督的靈。這裡不是說耶穌的靈（徒十六 7），

也不是說基督的靈（羅八 9），乃是說耶穌基督的靈。耶穌的靈

主要的是為著主的人性和人性生活，基督的靈主要的是為著主

的復活。我們要經歷主的人性，就需要耶穌的靈；要經歷主復

活的大能，就需要基督的靈。保羅在受苦時，經歷了主在人性

中的受苦並主的復活；因此，那靈對他乃是耶穌基督的靈，就

是三一神那複合、包羅萬有、賜生命的靈。對於像保羅那樣經

歷並享受基督的人性生活和復活的人，這樣一位靈有全備的供

應，甚至就是全備的供應（新約總論第四冊，九至一○頁）。 

信息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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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靈”這辭在新約裡只使用一次—在羅馬八章二

節。那靈不僅是賜生命的靈，也是生命之靈。生命之靈乃是生

命的實際，因這靈包含神聖生命的元素。事實上，那靈自己就

是生命。所以，有生命之靈，就有神聖生命的豐富。 

得著生命的路乃是那靈。生命屬於那靈，那靈也屬於生命。

這二者實際上是一。我們無法將生命與那靈分開，也無法將那 



                                   112 
 

第三十四周 • 週五 

靈與生命分開。主耶穌自己說，“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

就是生命。”（約六 63）這裡主將靈與生命相連。我們若有那

靈，就有生命。……因此，經歷神聖、永遠、非受造之生命的

路，就是生命之靈（新約總論第四冊，一三頁）。 

林後三章十八節說，“但我們眾人既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

臉，好像鏡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變化成為與祂同樣

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在這節經文

裡，保羅沒有說到神的靈、聖靈或生命之靈，乃是說到主靈。

那靈的這方面包含了作主身分的元素。主耶穌升上諸天以後成

了主。這意思是，一個來自拿撒勒名叫耶穌的人，已經被立為

萬有的主了。這個作主身分現今是在那靈裡。在主靈裡，有升

天和作主身分的元素。 

複合的靈也是恩典的靈（來十 29）。恩典的靈具有對三一神

之享受的元素。這個元素就是恩典（出埃及記生命讀經，一九

八三頁）。 

那靈的這面與享受三一神有關，因三一神自己是我們的恩

典。那靈作為恩典之靈，意思就是三一神在子裡作為那靈成為

我們的享受。那靈是三一神臨及我們。子無法進到我們裡面，

直到祂成為那靈。祂在門徒中間，但祂需要經過死與復活，成

為賜生命的靈（約十四 16~20）。然後祂才能將自己作為那靈吹

入門徒裡面，作他們的享受（二十 22）。 

那靈是恩典之靈，乃是恩典的實際。……有分於恩典之靈，

就是有分於那靈作恩典。我們若沒有那靈，就無法有恩典。我

們所接受神聖恩典的實際，就是恩典之靈（新約總論第四冊，

一三至一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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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讀：新約總論，第八十篇。 
第三十四周 • 週六 

晨興餵養 

啟一 4 約翰寫信給在亞西亞的七個召會：願恩典與平

安，從那今是昔是以後永是的，從祂寶座前的

七靈。 

 二二 17 那靈和新婦說，來！…… 

在啟示錄裡，那靈稱為七靈（一 4，四 5，五 6），就是七倍

加強的靈，以對抗召會的墮落。一章四節的七靈，無疑是神的

靈，因為七靈被列在三一神之中。七既是神工作中完整的數字，

七靈就必是為著神在地上的行動。在本質和存在上，神的靈是

一個；在神行動加強的功用和工作上，神的靈是七倍的。就如

撒迦利亞四章二節的燈檯，在存在上，是一個燈檯；在功用上，

是七盞燈。約翰寫啟示錄時，召會已經墮落，世代又是黑暗的。

所以，神在地上的行動和工作，需要神七倍加強的靈（新約總

論第四冊，一九至二○頁）。 

信息選讀 

基督用祂的七眼注視我們的時候，這些眼睛，就是七靈，

就要將基督的元素灌輸到我們裡面。七靈作七盞點著的火燈，

是為著光照並焚燒；而七靈作羔羊的七眼，是為著鑒察、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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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灌輸。當主光照並審判我們的時候，祂就注視我們；借著七

靈作祂的眼睛，祂就將自己灌輸到我們裡面，使我們變化。 

最終，神的靈是那靈。那靈是神的靈這些名稱一切元素的

總和，集大成。因此，那靈是包羅萬有的靈（新約總論第四冊，

二一至二二頁）。 

今天神的靈……是“那”靈。那靈是包羅萬有、經過過程、

複合的靈。這靈就是神的靈、耶和華的靈，聖靈、實際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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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靈、基督的靈、耶穌基督的靈、生命之靈、賜生命的靈、

主靈、恩典的靈和七靈。 

在約翰七章三十九節時，“還沒有”那靈。那是在主耶穌

釘十字架並在復活裡得著榮耀之前。但如今我們這些相信基督

的人可以實現我們的定命—享受那靈，這靈要成為活水的江

河，從我們腹中流出來。按照三十八至三十九節，那靈，就是

包羅萬有的靈，要成為活水的江河，從我們裡面流出來。這意

思是，在我們的經歷裡，這一靈成了活水的眾江河；這就是對

那靈的享受。 

約翰、保羅、彼得在他們的著作中都說到那靈。保羅使用

那靈這辭，多過任何那靈其他的名稱。在彼前一章二節，彼得

不是說聖靈的聖別，乃是說那靈的聖別。……在啟示錄裡，約

翰沒有用神的靈、主的靈或聖靈這些名稱。啟示錄中只用到那

靈的兩個名稱：七靈與那靈。在一章四節、四章五節、五章六

節裡有七靈。在二至三章裡一再用到那靈這個名稱。啟示錄十

四章十三節也可見到這個名稱，而最末了的一次是在二十二章

十七節。這節經文說，“那靈和新婦說，來！”這啟示出那靈

作為三一神的總和，已與此時完全成熟、成為新婦的召會成為

一了。 

神傳福音給亞伯拉罕時，應許要把那靈賜給他。……加拉

太三章十四節裡沒有神的靈、主的靈或聖靈。這節經文裡有那

靈，因為那靈乃是神應許給亞伯拉罕新約經綸的獨一福分。這

意思是，神向亞伯拉罕傳了那靈的福音（出埃及記生命讀經，

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頁）。 

參讀：那靈同我們的靈，第二章；長老訓練第五冊，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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