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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和耶穌的人性爲著神的建造 

讀經：結一 5、26，四十 3、5、8，四一 16，約一 51，腓二 5～

8 

週 一 

壹 以西結書中滿了人性—結一 5、26，四十 3、5、8，四

一 16，四三 2、6： 

一 在以西結書中，『人子』這個辭用了九十多次；這指明

神多麼願意得著人。 

二 用於描繪聖殿各部分的六這數字，表徵在第六日受造的

人—四十 5、8。 

三 寶座上的那一位看起來像人，卻有耶和華的榮耀顯出來的樣

子，指明坐在寶座上的那一位是神又是人—一 26、28： 

1 這一位就是神人耶穌基督，神與人的調和—路一 35，

太一 18、20～21。 

2 祂是完整的神，成爲肉體成了人—約一 1、14。 

3 祂有人的性情，以人的身分生活、受死、復活並升天；

現今作爲在寶座上的一位，祂仍然是人子—六 62，徒

七 56。 

週 二 

4 主耶穌升天之後，就有一人在寶座上；在千年國和新天

新地裏，仍有一人在寶座上—太十九 28，啓二二 1、3。 

四 四活物算爲一個整體，乃是寶座上的那人團體的彰顯，

指明神的中心思想和祂的安排都與人有關—結一 5、26，

創一 26，詩八 4～8。 

貳 人子是爲著神家的建造—約一 51，結一 26，四十 3，

四三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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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成爲肉體裏，基督是人子—太十六 13： 

1 在神的一面，主耶穌是神子；在人的一面，祂是人子—

約一 18、51。 

2 要成就神的定旨，基督需要成爲人；沒有人，神的定旨

無法在地上成就。 

週 三 

二 主耶穌成了神而人者，但祂也成了人而神者，也就是在

人性裏的神，那是人子的神—五 27，八 28。 

三 神子是爲著生命，人子是爲著建造—三 15，一 51： 

1 如果祂不是人子，祂絕不可能是神建造的素質—14、51

節。 

2 爲著建造神在地上人間的居所，祂是人子；神的建造需

要祂的人性—51 節。 

3 我們藉著信入神的兒子接受了永遠的生命之後，必須認

識這位耶穌，旣是神子也是人子；祂的神性對我們是

生命，但祂的人性是爲著神的建造—三 13～15，一 51。 

四 『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身

上』—51 節： 

1 這是創世記二十八章十一至二十二節雅各之夢的應驗。 

2 基督這位人子，帶著祂的人性，乃是爲著神的家—伯特

利—立在地上通天的梯子，使天向地開啓，且把地聯

於天。 

3 無論那裏有基督在祂的人性裏，那裏就有天的門，就有

伯特利，就是用變化過的人所建造的神的家—17～18

節，約一 42、51。 

叁 爲著神的建造，我們需要耶穌的人性—結一 5、26，

四一 16，林後四 10～11，腓二 5～8，羅一 4，八 29，

太十六 18，弗二 5～6、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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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耶穌的人性乃是祂在復活中的人性生命—腓二 7～8，約

十一 25： 

1 在四福音裏，關於耶穌的主要的異象乃是：祂所過的生

活是在復活中的人性生活。 

2 耶穌雖然是在人性裏生活，但祂不活祂人性的生命，祂

所活的乃是在復活裏的人性—五 19、30。 

二 以西結書中所啓示神聖別建造裏的木頭，表徵耶穌那拔

高、被神性所豐富的人性—四一 16。 

週 四 

三 爲著神的建造，我們作人不要憑我們天然的人性，乃要

憑耶穌的人性—腓二 5～8： 

1 我們受造是人，卻因著墮落被敗壞、毒化並破壞；所以，

我們需要主的救贖—多二 14，弗一 7： 

a 藉著基督的救贖，我們被帶回正確的人性—拔高、

復活的人性—彼前一 18，西一 14： 

（一） 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了結的，是我們的舊人，我

們墮落的人性，但神所造的人性仍需復活—羅

六 6，創一 26，西二 13，弗二 5～6。 

（二） 在基督的復活裏，神重生我們那由神所造而蒙

救贖的人性，並且神聖的元素拔高了重生的人

性—彼前一 3，約二十 17。 

（三） 我們重生成爲新人以後，仍有我們的人性，但

這是復活、重生的人性—弗四 24。 

b 現今我們爲著神建造的人性，乃是耶穌那拔高、復

活的人性—羅一 4，八 29，弗二 5～6、21～22。 

2 我們越屬靈，我們就越有人性；我們越有基督作我們的

生命，我們就越有耶穌的人性—西三 4，腓二 5～8。 



                                   108 
 

第十八週 • 綱目 

週 五 

四 爲著神的建造，我們需要成爲最有人性的人，有耶穌那

樣的人性—林後四 10～11： 

1 我們需要最高的人性生活，就是照著神所賜給我們的永

遠生命活出的生活—提前六 12。 

2 主耶穌在祂復活與升天之間的四十天裏，訓練祂的門徒

過神聖而有人性的生活—徒一 3： 

a 祂訓練他們認識祂已成了他們，祂已進到他們裏

面，並且祂已將他們帶到祂裏面。 

b 這樣的訓練是要幫助門徒看見，他們是與三一神調

和，他們不再僅僅有人性，乃是有帶著神性的人性，

甚至有耶穌那樣的人性。 

c 他們不再僅僅是人，乃是神人，神聖的人，有三一

神作他們內在的素質，成爲他們神聖的所是—弗三

14～17。 

d 現今他們能過一種與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之三一

神是一的生活—林後十三 14，林前六 17，十五 45

下。 

週 六 

五 我們要有耶穌的人性來爲著神的建造，就需要經歷耶穌

的靈—徒十六 7： 

1 『耶穌的靈』是神的靈特別的說法，指成爲肉體之救主

的靈，這位救主就是在人性裏的耶穌，經過了爲人的

生活和十字架的死。 

2 在耶穌的靈裏不僅有神的神聖元素，也有耶穌的人性元

素，以及祂爲人生活和受死的元素—腓二 5～8。 

3 耶穌拔高、復活的人性乃是在耶穌的靈裏—羅一 4，徒

十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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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爲著保守那靈的一所需要之低微、溫柔、恆忍的美德，

包括在耶穌的靈裏—弗四 2。 

5 在復活裏，這位在神性裏原是神獨生子的基督，在人性

裏由神而生，成爲神的長子—徒十三 33，羅八 29，一

4： 

a 祂的人性得以『子化』，成爲神聖的；這樣在復活

裏的『子化』，使基督在成爲肉體時所穿上的人性

得著聖別、提高並變化—4 節。 

b 今天這樣提高的人性，乃是在耶穌的靈裏，也能成

爲我們的經歷，使我們成爲耶穌那樣的人，有耶穌

的人性，爲著神的建造—腓二 5～8，太十六 18，弗

二 21～22，四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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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結一 26 在他們頭以上的穹蒼之上，有寶座的樣式，像

藍寶石的樣子；在寶座的樣式以上，有一位的

樣式好像人的樣子。 

  28 下雨的日子，雲中虹的樣子怎樣，周圍光輝的

樣子也是怎樣。這就是耶和華榮耀的樣式顯出

來的樣子。…… 

以西結書中滿了人性。在一章，寶座上的基督是一個人。

在寶座上有一個人。甚至在祂的榮耀裏，基督也啓示爲一個人。

在四十三章，當榮耀重新充滿聖殿時，有一人在那裏（2、6）。

這人就是主自己。在神的建造裏，主要的材料乃是人性。這指

明我們需要有人性，但不是天然的；我們需要有『耶穌的人性』。

正確的人性不是我們天然的人性；正確的人性乃是耶穌那釘

死、復活並升天的人性。 

在關於殿的記載裏，六這數字用了許多次。幾乎每個入口、

門和過道都有數字六。衞房是六乘六，鋪石地上的三十間房子

是五乘六。……六這數字在此表徵那人耶穌的人性。鑲在殿內

部的木板，也表徵主耶穌的人性（以西結書生命讀經，三二六

頁）。 

信息選讀 

神在地上的目的是要得著人。這是祂的願望。至終，祂親

自成爲人，如今在寶座上祂仍然是人。人可能想要像神，但神

卻要成爲人。神的目的，是要將祂自己作到我們裏面，使我們

與祂一樣，甚至使祂自己與我們一樣。因此，神的目的是要得

著人，並將祂自己作到人裏面。我們必須對主在寶座上還是人

這個事實，有深刻的印象。在以西結書中，『人子』這個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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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九十多次。這指明神多麼願意得著人（以西結書生命讀經，

一五六頁）。 

殿四圍的牆是爲著分別，將屬於神的和不該屬於神的分

開。牆的厚度和高度都是六肘，因此，牆的截面是六肘見方。

六這數字表徵第六日被造的人，因此，牆有一個六肘見方的截

面，表徵基督自己是正直、完全並完整的人（參啓二一 16 註 1）

（聖經恢復本，結四十 5 註 1）。 

〔以西結一章二十六節下半〕告訴我們，坐在寶座上的這

一位，看起來是一個人。這與人的觀念完全不同，也有別於宗

教的觀念。……你曾否想過，在寶座上的主，不僅是全能的神，

也是一個人？哦，坐在寶座上的，乃是一個人！但二十八節說

到『耶和華榮耀的樣式』。在寶座上的那一位像人，卻有耶和

華榮耀的樣式。 

主在寶座上仍然是人。雖然祂是全能的神，但在寶座上祂

卻像人。因此，馬太十九章二十八節告訴我們：『在復興的時

候』，就是在要來的國度時代，人子要坐在祂榮耀的寶座上。 

何等寶貝，在以西結一章二十六節那位坐在寶座上的，竟

有人的樣子！……這裏說坐在寶座上的有人的樣子，至少有雙

重的意義。第一，以西結一章二十六節與創世記一章二十六節，

二者之間必然有關聯；創世記那裏說，神按著祂的形像，照著

祂的樣式造人。第二，在成爲肉體時，神親自成爲人。祂具有

人的性情，以人的身分生活、受死、復活並升天；現今在天上，

祂仍然是人子（約六 62，徒七 56）（以西結書生命讀經，一五

四至一五五頁）。 

參讀：以西結書生命讀經，第十二、二十三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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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結一 5 又從其中顯出四個活物的樣式來。他們顯出來

的樣子是這樣：有人的樣式。 

 四三 6  我聽見有一位從殿中對我說話，有一人站在我

旁邊。 

聖經裏對於神和人的關係，有一個奧祕的思想。神的心意

是要成爲與人一樣，並使人與祂一樣。這意思是說，神的目的

是要將祂自己與人調在一起，因而使祂自己像人，也使人像祂。

主耶穌乃是神人；祂是完整的神和完全的人。我們也可以說，

祂是人而神者。我們今天所敬拜的，乃是人而神者。不僅如此，

成爲像摩西一樣屬神的人（申三三 1，書十四 6，詩九十標題），

就是成爲神人，成爲與神調和的人。神喜悅所有蒙祂揀選並救

贖的人，都成爲神人（以西結書生命讀經，一五五至一五六頁）。 

信息選讀 

因爲主耶穌順服父神，並絕對服從神的權柄，所以祂從死

人中復活之後，神就將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都賜給了祂（太二

八 18），並將祂高舉到寶座上。如今，這位坐在寶座上的，不

僅是神也是人，因爲這一位乃是神與人的調和。因此，主耶穌

升天之後，寶座上就有一人坐著。 

神顧念人（來二 6），祂要人彰顯祂，並行使祂的權柄。人

有神的形像，並有祂管理的權柄。神渴望藉著人顯明祂自己，

並藉著人掌權、管理。 

四活物不算爲個別的四個，乃算爲一組。他們全體算爲一

個整體。……這些活物乃是寶座上的那人團體的彰顯。作爲這

樣的彰顯，他們彰顯這人，不是在一方，乃是在東、北、南、

西四方。這指明作爲四活物，我們不但是基督惟一的彰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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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是基督完整的彰顯。我們在各方、各面彰顯基督。我們是

四活物，充分、完整的彰顯基督。 

以西結一章五節的要點是：四活物有人的樣子。……『人』

在聖經裏是個大字。神的心意在於人；神的思想集中於人；神

的心在人身上。神的願望是要得著人。四活物有人的樣子，寶

座上的神也有人的樣子〔26〕，這指明神的中心思想和祂的安

排都與人有關（以西結書生命讀經，一六○至一六一、五九頁）。 

人子是爲著神家的建造。爲著神團體的彰顯，需要許多神

的兒女；爲著神的表明，需要神這惟一的獨生子；爲著神的家，

需要人子（約翰福音生命讀經，五七頁）。 

我們可以經歷並享受基督，不僅作爲神，也作爲人—人子

（太四 4，十九 28，二六 64，二四 37、39、44）。然而，少有

基督徒對基督作爲人有特別、細緻的經歷。我們經歷基督作爲

神，似乎比經歷基督作爲人容易。 

在祂的人性裏，基督是人子。因著主耶穌由聖靈成孕，祂

乃是神子。因著祂由童女而生，所以祂是人子。在神性一面，

祂是神子；在人性一面，祂是人子。基督要成就神的定旨，就

需要成爲人。沒有人，神的定旨就不能在地上執行（新約總論

第九册，二三頁）。 

參讀：以西結書生命讀經，第五篇；約翰福音生命讀經，第四

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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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約一 51 又對他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將要

看見天開了，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身上。 

腓二 8 旣顯爲人的樣子，就降卑自己，順從至死，且

死在十字架上。 

當約翰看見基督作大祭司照料燈臺時，基督好像人子（啓

一 13）。主耶穌永遠是人子。許多基督教的教師看見祂成了神

而人者，但他們沒有看見祂也成了人而神者，也就是在人性裏

的神，那是人子的神。主耶穌作爲人子，將永遠是那宇宙、穩

固、堅強的梯子，擔負諸天和地的擔子（約翰福音結晶讀經，

七六頁）。 

信息選讀 

主是神子，又是人子。如果祂不是神子，祂絕不可能是我

們的生命。如果祂不是人子，祂絕不可能是神建造的素質。神

子是爲著生命，人子是爲著建造。聖經從未要求我們相信耶穌

是人子，纔可以得生命。爲了得生命，我們必須相信耶穌是神

的兒子。我們都必須相信，那微小的拿撒勒人耶穌是神的兒子。

假如我們相信這個，我們就有永遠的生命。我們接受了永遠的

生命之後，必須更進一步認識，那是神子的這位耶穌，也是人

子。祂的神性對我們是生命，但祂的人性是爲著神的建造。神

的建造需要祂的人性。我們需要耶穌作神的兒子，但神需要祂

作人子（約翰福音生命讀經，六二至六三頁）。 

在約翰一章五十一節，主耶穌對拿但業說，『我實實在在

的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

身上。』這是雅各之夢的應驗（創二八 11～22）（使徒行傳生命

讀經，二五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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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這位人子，帶著祂的人性，乃是爲著神的家—伯特利，

立在地上通天的梯子，使天向地開啓，且把地聯於天。雅各澆

油（油象徵聖靈，就是三一神爲著臨到人的終極表現）在石頭

上（石頭象徵變化過的人），使其成爲神的家。在約翰一章，

爲著神的家，有那靈（32）和石頭（42），帶著人性裏的基督。

那裏有這個，那裏就有開啓的天（聖經恢復本，約一 51 註 2）。 

耶穌的人性乃是祂在復活中的人性生命。當我們出去接觸

人的時候，我們必須是在復活中過人性生活的人。主在約翰十

一章二十五節告訴馬大：『我是復活。』馬大向主抱怨，如果

主早來，她兄弟就不會死。但主啓示說，復活不是時間的問題，

乃是祂人位的問題；因爲祂就是復活。 

在四福音裏，特別是在對觀福音書—馬太、馬可和路加福

音裏，關於耶穌的主要的異象乃是，祂所過的生活雖然是人性

的生活，卻是在復活中的人性生活。耶穌不是活天然生命的人。

祂一直將祂的人性擺在一邊。祂雖然是在人性裏，但祂不活祂

人性的生命。耶穌在地上時，祂每一天都是在肉體裏，但那個

肉體是在復活中。表面看來，祂是拿撒勒人，是個天然的加利

利人。祂是在那樣的肉體裏，但祂的生活乃是在復活裏人性的

生活（活力排，一一三頁）。 

〔在以西結四十一章，〕聖殿的每個部分，全都鑲上木板。

這與摩西所立起的帳幕完全不同；帳幕裏每一部分都用金包裹

（出二六 29）。金表徵神性，而木表徵人性，特別是主耶穌拔

高的人性。在以西結書中，神的建造主要的材料乃是耶穌那釘

死、復活並升天的人性（聖經恢復本，結四一 16 註 2）。 

參讀：約翰福音生命讀經，第五篇；新約總論，第二百六十七

篇；約翰福音中的生命與建造，第十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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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多二 14 祂爲我們捨了自己，要贖我們脫離一切的不

法，並潔淨我們，歸祂自己成爲獨特的子民，

作祂特有的產業，熱心行善。 

弗四 24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在那實際

的義和聖中所創造的。 

我們乃是人；正因爲我們是人，我們應當看起來像人。我

們受造是人，卻因著墮落被敗壞、毒化並破壞。所以，我們需

要主的救贖。藉著主的救贖，我們被帶回正確的人性。事實上，

我們現今所有的人性不是我們的，乃是祂的，因爲我們有耶穌

的人性。……主的救恩乃是要使我們成爲正確的人。因此，我

們都該有人的臉（以西結書生命讀經，六三至六四頁）。 

信息選讀 

我們只該是我們所是的—人。我們不該想要作人以外的東

西，我們只該作人。然而，我們應當不憑我們天然的人性，乃

憑主耶穌的人性作人。 

我們若再讀四福音，就會看見耶穌是有正確人性的人。許

多人讀福音書，只留意主在祂神性裏所行出的神蹟，沒有充分

留意藉著主的人性所行出的事（以西結書生命讀經，六四頁）。 

我們在基督裏的信徒不再是舊人—我們乃是新人。……神

沒有撇棄我們受造的人性，乃是重生這人性。不錯，基督釘死、

了結了墮落的舊人，但祂用神的生命重生我們由神所創造的人

性，使其有新生的起頭。……復活是在釘死以後；若沒有復活，

就無法有重生（彼前一 3）。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了結的，是墮落

的人性，墮落的舊人，但神所造的人性仍需復活。在復活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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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的元素拔高重生的人性。現今我們重生成爲新人以後，仍

有我們的人性，但這是復活、重生的人性。 

因爲這是信徒很難領會的事，我們就需要有關於舊人和新

人的清楚異象。一面，我們老舊、墮落的人性，在基督的釘死

裏已被了結；另一面，我們由神所造的人性，藉著基督的復活，

有了新生的起頭，得了重生。……今天我們所有的人性，不是

老舊、被了結、墮落的人性，乃是新的、有新生起頭、拔高的

人性。 

我們若只留意〔加拉太二章二十節上半〕，也許以爲保羅

在說，他的人性已全然被了結，因爲他說，『現在活著的，不

再是我，乃是基督……活著。』但基督活在那裏？活在誰裏面？

保羅答覆這問題，說，『基督在我裏面活著。』不但如此，保

羅立刻接著說，『並且我如今在肉身裏所活的生命，是我在……

信裏……所活的。』（20 下）首先保羅宣告：『我……釘十字

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然後他卻說，『我……活』。

釘死的『我』是舊『我』；活著的『我』是新的、重生的『我』，

重生的人性（箴言生命讀經，五六至五七頁）。 

不錯，我們經歷主作風、雲、火、金銀合金，但這個經歷

的結果是我們有人的臉。作爲活物，我們不是天使，乃是非常

有人性的。事實上，我們越屬靈，我們就越正常並有人性。我

們越有基督作我們的生命（西三 4），我們就越有人的臉。在書

信裏，使徒教導我們要作正確的人，特別是如何作正確的丈夫、

妻子和父母（弗五 22～六 9，西三 18～四 1）。神的救恩使我們

成爲正確的人，讓祂得以彰顯、行動並行政（以西結書生命讀

經，六五至六六頁）。 

參讀：箴言生命讀經，第六、八篇；神建造的異象，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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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林後四 10～11 身體上常帶著耶穌的治死，使耶穌的生命

也顯明在我們的身體上。因爲我們這活著

的人，是常爲耶穌被交於死，使耶穌的生

命，也在我們這必死的肉身上顯明出來。 

我曾見過各派的基督徒：儀式派、基要派、靈恩派以及內裏

生命派。我不僅見過，並且由於神的主宰，我也在他們中間過。

可是我必須說，他們對於耶穌的人性，都沒有多少經歷。靈恩

派似乎是有能力的，基要派被認爲是懂得聖經的，但結果在神

手中都沒有多大用處；那是由於他們缺少耶穌的人性。他們是

身體的恩賜，可是缺少耶穌的人性。 

請勿誤會我所說正確人性的意思。我知道有些人認爲，我們

只要單純作個人。所以他們說，『我們要作人。神不要天使，

祂要的是人；讓我們到海灘，運動玩樂，看電視去吧。』那可

能是有人性，但不是有耶穌那樣的人性。我們必須有耶穌那樣

的人性，不是有世人那樣的人性。我所指的並不是我們天然墮

落的人性。我們不應該把任何天然的東西帶進耶穌的範圍裏。

那種人性，我們有的已經彀多了。我們需要另一種的人性，一

種新的、聖別的人性，正像慕安得烈在他所著《基督的靈》那

本書中所說的。耶穌成全這一種人性，不是以天然的方式，乃

是以神聖的方式。不錯，是人性，但那人性是神聖的。 

耶穌是一個人，但祂的人性是出於有別於我們人性的另一個

源頭。藉著死和復活，祂拔高了祂的人性。祂的人性不僅是新

的、聖別的，並且是拔高的（李常受文集一九七一年第二册，

一二九至一三○頁）。 

信息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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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多書二章一至八節，保羅說到有秩序的人性生活。尤其

他說到家庭生活。這八節給我們神聖生命裏正確人性生活的根

基。我們在主的恢復裏應當過這樣的人性生活。爲著耶穌的見

證，我們需要最高的人性生活，就是照著神所賜給我們的神聖

生命活出的生活。藉著神聖的生命，我們需要有達到最高標準

的人性生活。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該有耶穌的人性。我們該

渴望有我們所相信、所事奉並尊榮之基督的榮耀見證。這樣，

我們就是照耀的金燈臺。這是我們關於人性生活的宣告（提多

書生命讀經，三四至三五頁）。 

信徒在基督裏乃是新的人—甚至是神聖的人。……主在升天

以前，花了四十天與門徒同在（徒一 3）。四十這數字指明試驗

的時間（申九 9、18，王上十九 8，來三 9，太四 2）。在祂升

天以前的四十天裏，祂試驗門徒。祂訓練他們認識他們新的所

是，認識祂的素質已經成了他們的素質。祂訓練他們認識祂已

成了他們，祂已進到他們裏面，並且祂已將他們帶到祂裏面。

祂也訓練他們看見祂在父裏面，他們在祂裏面，祂也在他們裏

面（約十四 20）。最終，這樣的訓練是要幫助門徒看見，他們

是與三一神調和，他們不再僅僅是人，而是神聖的人，甚至是

『耶穌人』。他們不再和三一神分開，他們能過一種與經過過

程之三一神是一的生活。他們不再僅僅是人，乃是神人，神聖

的人，有三一神作他們內在的素質，成爲他們神聖的所是。 

那經過過程之三一神無形的同在，如今是在他們裏面。他們

必須受訓練，好習慣這種同在，在這生命裏生活行動，並成爲

在這生命裏的人。主訓練他們成爲地上神聖的人。這真是美妙！

主用六天創造整個宇宙，但祂花四十天來訓練門徒。訓練門徒

這項工作比創造宇宙大得多了（神新約的經綸，九三至九四頁）。 

參讀：基督是實際，第七至八、十、十二篇；新約總論，第二

百九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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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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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一 4  按聖別的靈說，是從死人的復活，以大能標出

爲神的兒子。 

 

耶穌的靈是神的靈特別的說法，乃指成爲肉體之救主的靈，

這位救主就是在人性裏的耶穌，祂曾經過爲人的生活和十字架

的死。這指明在耶穌的靈裏不僅有神的神聖元素，也有耶穌的

人性元素，以及祂爲人生活並受死的元素。使徒傳講的職事，

乃是在人的生命裏，爲著人類並在人類中間，一個受苦的職事，

因此需要這樣一位包羅萬有的靈（使徒行傳生命讀經，四三五

至四三六頁）。 

信息選讀 

基督這神聖者，在成爲肉體以前，已經是神的兒子（約一

18，羅八 3）。祂藉著成爲肉體，穿上與神性毫無關係的素質，

就是人的肉體。祂這一部分，需要經過死而復活，得以聖別，

並被拔高。藉著復活，祂的人性被聖別、拔高且變化了。因此，

祂藉著復活，帶著祂的人性，被標出爲神的兒子（徒十三 33，

來一 5）。祂的復活，就是祂的標出。如今祂這神的兒子，具有

神性，也具有人性。祂怎樣藉著成爲肉體，將神帶到人裏面，

也照樣藉著從死人中復活，將人帶到神裏面，就是將祂的人性

帶進神聖的兒子名分裏。這樣，神的獨生子，就成了神的長子，

兼有神性和人性。神要以祂這兼有神人二性的長子基督，爲生

產者，爲原型與模型，產生祂的眾子（羅八 29～30），就是我們

這些信而接受祂兒子的人（聖經恢復本，羅一 4 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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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得救的時候，我們所經歷的僅僅是神的靈，具有神的性

情。等漸漸長大一些，我們所經歷的不只是具有神性的靈，更

是人性的靈。 

爲使召會生活能站立得住，我們需要耶穌的人性；爲著聯

結，我們也需要耶穌的人性。我從來沒有這樣清楚的看見，使

徒保羅在以弗所四章二至三節，爲甚麼說出這些人性的美德。

他題到卑微、溫柔、恆忍以及在愛裏彼此擔就。如果想要以和

平的聯索，保守那靈的一，這些人性的美德是少不了的。這些

美德都與那靈的一有關聯。這裏所說的，不是聖靈，也不是神

的靈，乃是那靈，就是人的靈或人性的靈。這靈實在是神的靈，

但在這裏是那靈，是具有人性的靈。 

今天主耶穌是人性的靈；祂是人的靈。祂的人性是在聖靈

裏，正像祂的神性是在聖靈裏一樣（李常受文集一九七一年第

二册，一二○至一二一頁）。 

今天那靈不僅有神聖的元素，也有人性的元素。……今天那

靈不僅是神性的靈，也是基督人性的靈。在一九七一年，我們

釋放了許多篇信息，說到利未記中素祭的意義。在那些信息裏，

我們強調素祭是指基督的人性（見《基督是實際》一書）。在

那些信息裏，我們造了一個新辭，說我們應當有『耶穌那樣的

人性』（Jesusly human）。……在復活裏，這位在神性裏原是

神獨生子的基督，在人性裏從神生爲神的長子（徒十三 33，羅

八 29，一 4）。祂的人性得以『子化』，成爲神聖的。這樣在

復活裏的『子化』，使基督在成爲肉體時所穿上的人性得著聖

別、提高並變化。今天這樣提高的人性，乃是在那靈裏，也可

以在那靈裏作我們的享受（那靈同我們的靈，六一至六二頁）。 

參讀：基督是實際，第十六至十七篇；使徒行傳生命讀經，第

四十四篇；那靈同我們的靈，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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