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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膏油  

 

讀經：出三十 22~33 

周 一 

壹 在出埃及三十章裡複合膏油（聖膏油）之預表的意義，比創造

宇宙的意義更大—22~25節。 

貳 聖膏油，就是橄欖油與四種香料複合成的膏油，乃是耶穌基督

之靈完滿的預表，這靈就是基督借著死與復活成了那經過過

程的三一神複合、包羅萬有、賜生命的靈—22~25節，林前十

五 45，約七 39，腓一 19： 

一 這複合膏油的成分意義如下： 

1 流質的沒藥是埋葬時所用的香料（約十九 39），表徵基

督寶貴的死（羅六 3）： 

a 沒藥也用作止痛劑，以減輕死亡的痛苦；主耶穌被

釘十字架時，有人拿沒藥調和的酒給祂，要減輕祂

的痛苦—可十五 23。 

b 沒藥也能用來治好身體不當的分泌；在我們的人生

中，有許多不當的分泌物，但主在十字架上的死治

好了這個難處。 

2 香肉桂表徵基督之死的甜美與功效—羅八 13： 

a 肉桂可以用為增強衰弱心臟的處方。 

b 當我們在那靈裡應用主的死到我們內裡的所是

裡，我們的心就會被增強，使我們在主裡快樂歡喜—

腓四 4，尼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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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二 

3 香菖蒲，出自一種在沼澤或泥濘之處往上生長的蘆葦，

表徵基督寶貴的復活—弗二 6，西三 1，彼前一 3。 

4 桂皮，古時用以驅逐蛇蟲，表徵基督復活的驅逐大能；

桂皮驅逐一切邪惡的“昆蟲”，特別是古蛇魔鬼—腓

三 10。 

5 橄欖油作為複合膏油的基本成分，表徵神的靈是複合之

靈的基礎—創一 2。 

二 四這數字表徵以人為首（26）的受造之物（結一 5），一

這數字表徵獨一的神（申四 35，提前二 5），所以，四種

香料表徵在神創造裡基督的人性，一欣橄欖油表徵獨一

的神帶著祂的神性；因此，橄欖油與四種香料相調，表

徵在複合的靈裡，神與人，神性與人性的複合、調和—

利二 4與注 2。 

周 三 

三 預備橄欖油和四種香料，都必須經過壓榨或切割的過

程，表徵神的靈借著基督的受苦（太二六 36）成了基督

的靈（羅八 9）。 

四 不僅如此，四種香料的分量有三個完整的五百舍客勒單

位，中間的五百舍客勒分開為兩半，表徵在復活裡的三

一神，第二者（子）借著在十字架上的死“分開了”。 

五 在聖經裡，五是負責任的數字（太二五 2與注 1），因此，

複合膏油的五種元素以及四種香料的三個五百舍客勒單

位，表徵三一神在復活裡作為大能、能力，為著擔負責

任。 

六 三和五這兩個數字與神的建造有關（見創六 15注 2），所

以複合膏油中這兩個數字，表徵複合的靈裡有神建造的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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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基於前述意義，四種香料與橄欖油複合成一種膏油，表

徵借著基督的成為肉體、人性生活、釘十字架、復活和

升天等過程，上述元素就與神的靈調和，產生複合的靈，

為著建造神永遠的居所。 

周 四 

三 複合的膏油，就是聖膏油，用以膏抹帳幕及其一切器物、祭壇

和壇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以及祭司，使這一切成為聖

別，分別為聖歸與神，為著祂神聖的定旨—出三十 26~30，彼

前一 2，林前六 11，羅十五 16： 

一 這膏油表徵三一神借著基督的成為肉體、釘死與復活，

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為包羅萬有複合的靈，臨到蒙祂揀

選並救贖的人，以祂自己膏抹他們，使祂自己與他們成

為一，並使他們與祂成為一—約二十 22，約壹二 20、27，

林後一 21，林前六 17。 

二 這樣的膏抹既是複合的靈在我們裡面的運行，就實施在

我們身上，且將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之三一神的一切成

分，加到我們裡面的所是裡，使我們裡面的人憑神聖的

元素在神聖的生命裡得以長大，並使我們與神調和為

一—西二 19。 

三 聖膏油僅僅為著一個目的，就是膏抹神的居所和祭司體

系（參彼前二 5）；因此，唯有為著神的居所和祭司體系

的人，才能享受複合、包羅萬有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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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五 

肆 “這油要世世代代歸我為聖膏油。不可倒在一般人的身上（直

譯，肉體上），也不可按這些成分，調製與這相似的；這膏油

是聖的，你們也要以為聖”—出三十 31~32： 

一 人的肉體是指舊造裡墮落的人（創六 3，加二 16）；那些

照著肉體，照著舊人生活行動的人，就與包羅萬有的靈

無分。 

二 不可按膏油的成分，調製與這相似的，這意思是說，我

們不該憑天然生命的努力，模仿任何屬靈的美德，就是

複合之靈的果子（五 22~23）。 

伍 “凡調製與這相似的，或將這膏油膏在凡俗的人身上的，這人

要從民中剪除”—出三十 33： 

一 這裡凡俗的人指不是祭司的人。 

二 在神眼中，凡照著肉體，照著舊人而活的，都被視為凡

俗的人—參弗四 17~21。 

周 六 

陸 橄欖油所表徵神的靈不再僅僅是油，如今它乃是複合著一些成

分的油；關於這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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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這意思是，主得著榮耀（就是祂的復活—路二四 26）以

前，還沒有複合的靈；乃是基督復活以後，這靈的複合

或調和，才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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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當這靈還是神的靈，祂只有神聖的元素；當祂借著基督

的成為肉體、釘十字架並復活，成了耶穌基督的靈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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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如今這聖膏油所預表之包羅萬有複合的靈，乃是耶穌基

督之靈全備的供應，就是基督身體的供應，借此我們能

在身體裡、借著身體並為著身體，活基督，以顯大基督—

腓一 19~21上。 

柒 我們這些信徒都已經被複合的膏油，就是包羅萬有的靈所膏

抹；詩篇一百三十三篇二節描述膏油如何從亞倫的頭上流到

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這表徵整個基督的身體都被那靈所

膏抹： 

一 一的立場就是經過過程的三一神這聖膏油，複合的靈，

應用到我們身上—1~3節。 

二 我們要被膏油所“油漆”（約壹二 20、27），就必須與召

會是一；這樣，我們自然就享受到膏油和其中各種成分

的塗抹；取用這膏油所產生的一，是何等的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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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餵養 

出三十 23~25 你要取上好的香料，就是流質的沒藥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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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取橄欖油一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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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永遠的心意不是僅僅要賜給我們一位救贖主，或是以屬

天的嗎哪和活水供應我們；神永遠的心意乃是祂要作為包羅萬

有複合的靈，就是作為包含神性、人性、成為肉體、人性生活、

釘十字架、復活和升天的那靈臨到我們。這一切調和起來形成

複合的膏油，而這膏油是為著膏抹蒙神揀選並救贖的人。 

神塗抹我們所包含的，要比祂創造天地複雜得多。在創造

裡，神要什麼，祂只要說話就行。譬如，神說，“使旱地露出

來”〔創一 9〕，旱地就露出了。但神需要經過一段過程，好產

生膏油，就是神聖的“油漆”。這膏油的成分包含神性和人性；

其他的成分乃是基督的成為肉體和人性生活（出埃及記生命讀

經，一九二九頁）。 

信息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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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聖膏油，就是橄欖油與四種香料複合成的膏油（出三十

23~24），乃是耶穌基督之靈完滿的預表，這靈就是基督借著死

與復活成了那經過過程的三一神複合、包羅萬有、賜生命的靈

（林前十五 45，參約七 39注 1，腓一 19注 2）。這複合膏油的

〔頭兩種〕成分意義如下： 流質的沒藥是埋葬時所用的香料

（約十九 39），表徵基督寶貴的死（羅六 3）； 香肉桂表徵基

督之死的甜美與功效（八 13）（聖經恢復本，出三十 25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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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膏油的材料分為兩類，共有五項。第一類包含四種香料：

沒藥、肉桂、菖蒲和桂皮。第二類只含一個項目—橄欖油。 

流質的沒藥聞起來是香的，嘗起來卻是苦的，表徵基督寶

貴的死。在聖經裡，沒藥多半是埋葬時所用的香料。因此，沒

藥與死有關。按照約翰十九章，尼哥底母和其他的人預備埋葬

主耶穌的身體時，就用了沒藥。 

沒藥來自一種芳香的樹；這種樹因著受到切割，或有某種

天然的裂口或開口，就流出汁液。古時候，這種汁液是用來減

輕死亡的痛苦。主耶穌被釘十字架時，有人拿沒藥調和的酒給

祂，要減輕祂的痛苦。然而，祂不肯接受。毫無疑問，出埃及

三十章裡的沒藥表徵主的死。 

沒藥芳香的液體不僅能減輕痛苦，也能用來治好身體不當

的分泌。沒藥能治好人體內的這種情況。在我們的人生中，有

許多不當的分泌物，但主在十字架上的死治好了這個難處。 

香肉桂表徵基督之死的甜美與功效。肉桂不僅有特殊的香

味，也能用來強心。肉桂可以用為增強衰弱心臟的處方。 

沒藥表徵基督寶貴的死，而肉桂表徵基督之死的功效。我

們若應用主的死到我們的情況裡，就會減輕我們的痛苦，治好

不當的分泌，最終激勵我們，使我們快樂歡喜。我能由經歷見

證這事。有時環境中消極的事物會使我下沉，但當我一應用主

的死，我就得著改正、調整、鼓舞並激勵（出埃及記生命讀經，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頁）。 

參讀：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一百五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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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9 
 

第三十三周 • 週二 

晨興餵養 

弗二 6 祂又叫我們在基督耶穌裡一同復活，一同坐在

諸天界裡。 

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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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合膏油的五種成分，後三種是：〕 香菖蒲,出自一種

在沼澤或泥濘之處往上生長的蘆葦，表徵基督寶貴的復活； 桂

皮,古時用以驅逐蛇蟲，表徵基督復活的大能（腓三 10）； 橄

欖油,作為複合膏油的基本成分，表徵神的靈是複合之靈的基礎

（創一 2）。……四種香料表徵在神創造裡基督的人性，一欣橄

欖油表徵獨一的神帶著祂的神性。因此，橄欖油與四種香料相

調，表徵在複合的靈裡，神與人，神性與人性的複合、調和（參

利二 4與注 2）（聖經恢復本，出三十 25注 2）。 

信息選讀 

出埃及三十章裡的菖蒲是一種蘆葦。……菖蒲的〔希伯來

文〕字根意思是站立。菖蒲生長在沼澤或泥濘之處。但即使它

長在沼澤之處，仍能向空中矗立。按照香料的次序，菖蒲表徵

主耶穌從死地復活。主被擺在沼澤之處，就是死亡之境，卻在

復活裡起來且站立。所以，菖蒲表徵基督寶貴的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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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種香料—桂皮—表徵基督復活的大能。桂皮和肉桂屬

於同一科。肉桂取自樹皮的內部，而桂皮取自樹皮的外部。肉

桂和桂皮都是甜美芳香的。不僅如此，出產肉桂和桂皮的植物，

常是生長在其他植物無法生長的地方。 

古時，桂皮是用來當作驅蟲劑，以驅逐蛇蟲；因此桂皮表

徵基督復活的大能，功效。基督的復活經得起任何一種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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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的復活確實是驅蟲劑，驅逐一切邪惡的“昆蟲”，特別是那

古蛇，就是魔鬼。 

沒藥、肉桂、菖蒲和桂皮都是同類的材料，屬於香料類。

現在我們來看橄欖油，這是第二類裡唯一的項目。 

在聖經裡，橄欖油表徵神的靈。橄欖油是橄欖被壓榨所產

生的。橄欖油表徵神的靈借著基督受死的壓榨而流出。 

橄欖油是膏油的基礎，是與香料複合的基本成分。四種香

料調進橄欖油裡，就成了膏油。這指明橄欖油所表徵神的靈不

再僅僅是油，如今它乃是複合著一些成分的油。關於這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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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思

是，主得著榮耀以前，還沒有複合的靈；乃是基督復活以後，

這靈的複合或調和，才得以完成。 

在聖經裡，四這數字表徵神的創造。聖經有四活物和地的

四角。……四種香料本身也是神創造的元素，……表徵主耶穌

的人性。在成為肉體裡，主耶穌是神又是人。四種香料表徵在

神創造裡主耶穌的人性。當然，有些基督徒不喜歡聽到“創造”

這辭用在主耶穌身上。這是因著亞流（Arius）的異端教訓；他

教導人說，基督僅僅是受造者，而不是永遠的神。 

油表徵在神格裡的神性。我們已經看見，四這數字表徵受

造之物。一這數字表徵獨一的創造者—神（出埃及記生命讀經，

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頁）。 

參讀：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一百五十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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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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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餵養 

出三十 23~24 你要取上好的香料，就是流質的沒藥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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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按著聖所的舍客勒，又取橄欖油

一欣。 

 

預備橄欖油和四種香料，都必須經過壓榨或切割的過程，

表徵神的靈借著基督的受苦（太二六 36與注）成了基督的靈（羅

八 9 與注 4）。不僅如此，四種香料的分量有三個完整的五百舍

客勒單位，中間的五百舍客勒分開為兩半，表徵在復活裡的三

一神，第二者（子）借著在十字架上的死“分開了”。在聖經

裡，五是負責任的數字（太二五 2 與注 1），因此，複合膏油的

五種元素以及四種香料的三個五百舍客勒單位，表徵三一神在

復活裡作為大能、能力，為著擔負責任。三和五這兩個數字與

神的建造有關（見創六 15注 2），所以複合膏油中這兩個數字，

表徵複合的靈裡有神建造的元素。基於前述意義，四種香料與

橄欖油複合成一種膏油，表徵借著基督的成為肉體、人性生活、

釘十字架、復活和升天等過程，上述元素就與神的靈調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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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複合的靈，為著建造神永遠的居所（聖經恢復本，出三十 25

注 2）。 

信息選讀 

論到複合的膏油，我們無法避免使用“調和”這個辭。“複

合”、“相調”這些辭實際上就是調和的意思。四種香料與油

調和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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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料與油的調和可比作在素祭裡細面與油的調和（利二）。

素祭的麵團是由細面與油相調、調和產生的。這也表徵在基督

的一個身位裡兼有神性與人性。 

基督是包羅萬有的一位。如果祂只是神而不是人，或只是

人而不是神，祂就不是包羅萬有的。讚美主，基督是神也是人，

是人也是神！ 

複合的膏油……是包羅一切的。……在這包羅一切的複合

品裡，有橄欖油、沒藥、肉桂、菖蒲和桂皮。這指明在膏油所

預表的複合之靈裡，我們能看見神性、人性、基督包羅萬有的

死以及基督之死的功效。不僅如此，我們還能看見基督寶貴的

復活和祂復活的大能。這些成分都包含在基督的靈裡。 

按新約的用法，基督的靈乃是包羅萬有的說法。腓立比一

章十九節說到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然而，沒有經文說到

神的靈全備的供應。在創世記一章，我們讀到神的靈；但在保

羅的書信裡，有基督的靈和耶穌基督的靈。 

願我們都對這事有深刻印象：今天包羅萬有的靈是複合的

膏油，一點不差就是三一神經過過程，成為包羅萬有的靈臨到

我們。有些基督徒認為這種對那靈的領會是異端。然而，今天

所下的斷案不是最終的。按照聖經，現今是人的日子，而人的

日子不是最終的。讓我們等候，直到主的日子，讓祂來審判。

我確信主會說，這樣領會包羅萬有的靈是正確的。 

在舊約裡，橄欖油表徵神的靈。最終，帳幕建造起來，祭

司也預備好了之後，就不僅有橄欖油，更有複合的膏油了。這

指明我們不僅有神的靈，也有基督的靈（出埃及記生命讀經，

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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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讀：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一百五十八篇。 
第三十三周 • 週四 

晨興餵養 

出三十 26~29 要用這膏油抹會幕和見證的櫃、桌子和桌

子的一切器具、燈檯和燈檯的器具、並香

壇、燔祭壇和壇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

座。你要這樣使這些分別為聖，好成為至

聖；凡觸著這些的都成為聖。 

 

複合的膏油用以膏抹帳幕及其一切器物、祭壇和壇的一切

器具、洗濯盆和盆座以及祭司，使這一切成為聖別，分別為聖

歸與神，為著祂神聖的定旨（出三十 26~30，參彼前一 2，林前

六 11，羅十五 16）。因此，這膏油表徵三一神借著基督的成為

肉體、釘死與復活，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為包羅萬有複合的靈，

臨到蒙祂揀選並救贖的人，以祂自己膏抹他們，使祂自己與他

們成為一，並使他們與祂成為一（約二十 22，約壹二 20、27，

林後一 21，林前六 17）。這樣的膏抹既是複合的靈在我們裡面

的運行，就實施在我們身上，且將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之三一

神的一切成分，加到我們裡面的所是裡，使我們裡面的人，憑

神聖的元素在神聖的生命裡得以長大，並使我們與神調和為一。 

聖膏油僅僅為著一個目的，就是膏抹神的居所和祭司體系

（參彼前二 5 與注 7）。因此，唯有為著神的居所和祭司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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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能享受複合、包羅萬有的靈（聖經恢復本，出三十 26注

1）。 

信息選讀 

我們若看見這異象，就會禱告說，“主，我感謝你，如今

那靈乃是複合的靈。這包羅萬有賜生命的靈就是三一神自己臨

到我，塗抹我，使祂自己與我成為一，也使我與祂成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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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宇宙中，許多天使背叛了神，人類也墮落了；如今這

地是在背叛神的光景中。神在地上似乎不可能尋得居所；但祂

的確有一些選民成了祂的居所。因此，祂要臨到他們，使祂自

己與他們成為一，並使他們與祂成為一。祂甚至借著進到他們

裡面，住在他們中間，而使他們成為祂的居所。不僅如此，他

們也能事奉祂、與祂來往、與祂成為一併與祂同住。這是真正

的聖別；這就是使一班人分別為聖，成為神在地上的居所。這

些人乃是祭司，他們事奉神，接觸神，與神來往，甚至與神成

為一。 

在埃及或在通往西乃山的曠野裡，神無法得著這樣一個居

所。反之，祂需要把百姓帶到西乃山，在祂的面光中，給他們

看見屬天的啟示；這啟示是關於帳幕及其器物、器具、祭司的

分別為聖以及膏油。用以膏抹帳幕和祭司的膏油，乃是三一神

自己的表徵；祂經過過程之後，成了複合的膏油，臨到蒙祂所

揀選並救贖的人。 

為什麼有這麼多基督徒沒有經歷到複合的膏油？原因乃

是：這靈是為著建造屬靈的殿，並為著聖別的祭司體系。彼前

二章裡有屬靈的殿，也有聖別的祭司體系。照樣，出埃及記有

帳幕和祭司體系。二十五至二十七章啟示帳幕，這與彼前二章

裡屬靈的殿相符。然後在出埃及二十八至二十九章有祭司體

系。因此，在西乃山，帳幕和祭司體系這兩樣都預備好了。在

帳幕和祭司體系的啟示之後，就有複合膏油的描述。這指明膏

油是為著神的居所，也是為著祭司體系（出埃及記生命讀經，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一九五一頁）。 

參讀：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一百五十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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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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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周 • 週五 

晨興餵養 

出三十 31~32 ……這油要世世代代歸我為聖膏油。不可

倒在一般人的身上，也不可按這些成分，

調製與這相似的；這膏油是聖的，你們也

要以為聖。 

出埃及三十章三十二節說，聖膏油“不可倒在一般人的身

上”（身，直譯，肉體）。在聖經裡，人的肉體是指舊造裡墮落

的人。我們這些在基督裡的信徒都已重生，因著重生已成了新

造。一面，我們有重生的靈；另一面，我們仍有老舊、墮落的

肉體。不可把膏油倒在人的肉體上，這囑咐指明膏油塗抹不可

應用在舊造的人身上。每當我們照著肉體生活行動時，我們就

與基督的靈無分無關。我們若要有分於這靈，並享受包羅萬有

的靈，就必須留在我們的靈裡（出埃及記生命讀經，一九四四

頁）。 

信息選讀 

基督的靈不能倒在我們的舊性情、舊人身上。我們的肉體

沒有地位有分于這複合的膏油。每當你發脾氣時，你就在肉體

裡，無法享受基督的靈。但每當你轉到靈裡，就立刻在靈裡感

覺到膏油的塗抹。你曉得你正在被基督的靈塗抹，因為你是在

新造裡，不是在老舊的性情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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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三十章三十三節指明，膏油不可倒在凡俗的人身

上。“凡俗的人”這辭含示祭司與非祭司之間的比較。在神面

前服事的祭司不可照著老舊的性情行事；反之，他們要照著新

的性情生活，因而享受膏油的塗抹。然而，在神眼中，所有其

他的人都是凡俗的人。我們可以說，肉體，舊人，就是凡俗的

人。……我們照著肉體行事為人時，就是在舊造裡；在神眼中，

就被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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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凡俗的人。當我們是這樣的凡俗的人，我們就無法享受基督

的靈。我們必須留在我們的靈裡，並且必須在靈裡生活、行事、

說話並接觸人。然後我們就會在新造裡作祭司事奉神，並且有

分於基督的靈。 

我們若要享受基督的靈，就必須在新造裡作祭司。不要在肉

體裡，免得在神眼中成為凡俗的人。我們若是凡俗的人，就與

包羅萬有的靈完全無分了。 

在三十二節的中間，說，“也不可按這些成分，調製與這相

似的。”不僅如此，三十三節繼續說，“凡調製與這相似的，

或將這膏油膏在凡俗的人身上的，這人要從民中剪除。”不可

按這些成分，調製與膏油相似的東西。這囑咐的意思是，我們

不該模仿膏油。……因此，我們需要分辨，什麼是真出於那靈

的，什麼是模仿的。譬如，人的謙卑就可能不是出於那靈。……

因著一些教訓的影響，許多基督徒想要表現謙卑。然而，這種

謙卑不是出於基督的靈，乃是一種模仿。 

不要憑自己的努力，模仿任何屬靈的美德；這麼作就是調製

與膏油相似的東西。在神眼中，這是可憎之事。 

因著基督教歷史悠久，許多人，包括不信者在內，都受到聖

經教訓的影響。在這些教訓的影響之下，許多人盡力要誠實、

愛人並且忠信。這一切都是模仿那靈。想要這樣行事為人就是

模仿真正的膏油。我們的誠實必須出自基督的靈。照樣，我們

的愛、謙卑、忍耐、恩慈—一切的美德—也都必須是內住之靈

的產品。否則，我們就是模仿膏油，以同樣的方法製造虛假的

東西。因此，我們不該在老舊的性情裡行動，也不該模仿任何

出自基督之靈的東西（出埃及記生命讀經，一九四四至一九四

六頁）。 

參讀：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一百五十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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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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一三三 1~2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好比那上好的

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

他的衣襟。 

主得著榮耀之前，還沒有複合的靈。神的靈出現在創世記

一章，而聖靈與基督的出生有關。基督是由聖靈成孕的；但就

如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在《基督的靈》一書第五章裡清

楚指明的，“聖靈”這辭在舊約裡沒有用過。到了新約起頭基

督成孕時，聖靈才第一次被提起。基督由聖靈成孕，意思是祂

的人性作為神創造的一部分，乃是聖的。孕育的靈在希臘文裡

稱為“那靈，那聖”。雖然在主耶穌成孕時，就有了聖靈，但

還沒有那靈；直到基督復活，得著榮耀，那時那靈的複合才得

以完成。 

在約翰的著作裡，很少用到“聖靈”這辭。然而，約翰常

提起那靈，尤其是在啟示錄裡。“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

有耳的，就應當聽。”（二 7）二章和三章裡都重複這句話。然

後十四章十三節說，“那靈說，是的……。”二十二章十七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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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那靈和新婦說，來！”（出埃及記生命讀經，一九五○

頁） 

信息選讀 

在創世記一章二節，我們讀到神的靈；在腓立比一章十九

節，我們讀到耶穌基督的靈；在啟示錄二十二章十七節，我們

單單讀到那靈。神的靈在創造裡是活躍的。但關於成為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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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靈稱為聖靈（太一 20）。聖靈使人性的元素聖別歸神，因此

說到成為肉體時，就使用聖靈這辭。在基督釘十字架並復活之

後，這靈稱為耶穌基督的靈，就是那成了人、死于十字架、現

今在復活裡的一位的靈。耶穌基督的靈不是為著創造或成為肉

體，乃是為著給我們經歷基督的釘十字架與復活。照著腓立比

一章十九節，耶穌基督的靈是全備供應的靈。 

請注意保羅在十九節所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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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你們的祈求”這辭，……說保羅在這裡是指聖徒們

為著他的禱告，固然沒有錯；然而，保羅的話所含示的，比這

個多得多。要領會這辭完全的意義，我們需要在七節的光中思

想這辭，那裡保羅告訴聖徒們，在辯護、證實福音上，他們都

與他同享恩典。我們若將七節聯於十九節，就會看見“你們的

祈求”指明身體的供應。表面看來保羅在監牢裡；實際上他在

身體裡。監禁沒有使他與身體隔離，或使他與身體的供應隔絕。

保羅裡面有清楚的感覺，他是在身體裡，身體的眾肢體在供應

他，扶持他，並與他站在一起。 

保羅說到那靈全備的供應以前，先說到身體的供應，原因

是那靈在身體上。詩篇一百三十三篇說明這點：澆在亞倫頭上

的油流到他的身體。這描繪出一個事實：那油，複合之靈全備

的供應，乃是在身體上。保羅領悟他不是整個身體，而只是身

體上的一個肢體。他是肢體，需要身體的供應。身體若起來供

應他，那靈全備的供應就會借著身體臨到他（腓立比書生命讀

經，三四二、三三九至三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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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讀：一的真正立場，第六至七章；腓立比書生命讀經，第三

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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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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