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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耶穌的靈 

讀經：徒十六 6～7，路一 35，腓一 5，27，二 1～9 

  

【週 一】 

壹 我們可以經歷並享受復活、升天的基督為耶穌的靈—聖靈

—徒十六 6～7。 

  

貳 我們需要仔細留意行傳十六章六至七節裏兩個神聖的稱呼

—『聖靈』與『耶穌的靈』： 

  

一 這兩個稱呼交互使用，啟示耶穌的靈就是聖靈。 

  

二 在新約裏，『聖靈』是神的靈一般的稱呼： 

  

1 『聖靈』這名稱第一次是用在主耶穌成孕的時候—路一

15，35： 

ａ 乃是到了這時，為著引進新約的經綸，替基督的來臨豫備

道路，並為祂豫備人體，纔用『聖靈』這名稱—35 節，太一

18，20。 

ｂ 要明白『聖靈』這名稱第一次的使用，我們需要看見這名

稱與主的成為肉體有關。 

ｃ 按首次題到的原則，聖靈與基督的成為肉體和出生有關。 

2 在新約裏，『聖靈』這名稱指明神自己現今正與人調和—路

一 35。 

  

三 『耶穌的靈』是神的靈特別的說法，乃指成為肉體之救主

的靈，這位救主就是在人性裏的耶穌，經過了為人的生活和十

字架的死—31，35 節，太一 21，徒十六 7： 

  

1 在耶穌的靈裏不僅有神的神聖元素，也有耶穌的人性元素，

以及祂為人生活並受死的元素。 

  

【週 二】 

2 耶穌的靈不只是神的靈，在祂裏面有神性，使我們能活神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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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也是那人耶穌的靈，在祂裏面有人性，使我們能過正

確的人性生活，也能忍受其中的痛苦： 

ａ 保羅在他的受苦裏需要耶穌的靈，因為在耶穌的靈裏，有

受苦的元素和忍受逼迫的能力—西一 24，徒九 15～16，十六

7。 

ｂ 今天當我們傳福音時，我們也需要耶穌的靈以面對反對和

逼迫。 

  

四 在行傳十六章七節，路加從聖靈轉到耶穌的靈： 

  

1 耶穌這人，首先過為人的生活，然後被釘十字架並復活—二

23～24，32～33。 

2 祂升到諸天之上，被立為主為基督—36 節。 

  

【週 三】 

3 因此，耶穌的靈含示主的人性、為人生活、死、復活和升天

—十六 7。 

4 耶穌的靈所涵括的比聖靈所涵括的更多—6～7 節： 

ａ 聖靈僅僅涵括主耶穌的成為肉體和出生—路一 35，太一

18，20。 

ｂ 耶穌的靈涵括祂的人性、為人生活、受死、復活和升天—

徒一 1～3，8，二 23，32，36。 

5 耶穌的靈乃是包羅萬有之耶穌的總和與完全的實化—十六

7。 

  

五 正如基督的靈是基督的實際，耶穌的靈乃是耶穌的實際—

羅八 9，徒十六 7： 

  

1 我們若沒有耶穌的靈，耶穌對我們就不實際。 

2 耶穌對我們是實際的，因為我們有耶穌的靈作耶穌的實際、

實化—7 節。 

  

【週 四】 

參 耶穌尚未在復活裏得著榮耀時還沒有的那靈，是有耶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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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靈；那靈今天已經有耶穌得榮的人性構成在其中—路二四

26，約七 37～39，徒十六 7： 

  

一 那靈，就是我們所喝並從我們裏面湧流出來的活水，有耶

穌的人性構成在其中；沒有耶穌的人性，就不會有這樣一位

靈。 

  

二 沒有人的素質，神的靈無法成為生命的水流；神若要成為

湧流的生命河，就必須有耶穌的人性構成在其中。 

  

三 『現在有了那得著榮耀之耶穌的靈；…我們已接受祂像祝

福的江河流入我們裏面，從我們流過，並從我們流出。』（慕安

得烈） 

  

【週 五】 

四 我們需要經歷並享受耶穌人性的靈為著傳福音，為著召會

事奉，為著日常生活，並為著主的恢復—加五 22～23，腓二

15，四 8。 

  

肆 使徒保羅和他的同工為著開展福音而有的行動，不是照著

他們的定意和愛好，也不是照著人議定的行程，乃是憑耶穌的

靈—徒十六 6～7： 

  

一 他們的工作是憑聖靈，（6，）涵括了主的成為肉體和出

生，並憑耶穌的靈，（7，）涵括了主的人性、為人生活、釘

死、復活和升天；使徒是在這樣一位包羅萬有之靈的指引與引

導下行動。 

  

二 我們為主作那一種工，在於我們由那一種靈所引導、指

引、教導並構成： 

  

1 保羅作為盛裝三一神的器皿，完全是由聖靈（涵括了主的成

為肉體和出生）與耶穌的靈（涵括了主的人性、為人生活、包

羅萬有的死、分賜生命的復活和升天）所構成—6～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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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羅乃是由這包羅萬有的靈所構成的人；因此，他能真實的

傳講耶穌基督—十三 26～39，十七 18，二八 31。 

3 那靈若成為我們的構成，我們的工作就要成為這靈的彰顯，

我們所作的工就是為著耶穌這位帶著人性、為人生活、死、復

活、和升天的成為肉體者。 

4 我們若由耶穌的靈所構成，我們所作的工，就是傳講耶穌這

包羅萬有者，將祂這包羅萬有的一位傳輸給人—九 20，22，十

七 18，二八 23，31。 

  

【週 六】 

伍 耶穌的靈清楚的描繪於腓立比書頭兩章： 

  

一 在一章有福音的傳揚；（12～18；）我們要傳福音，就需要

耶穌的靈： 

  

1 這章說到在推廣福音上的交通，沒有嫉妒或爭競—5，15，

17 節。 

2 福音書中所陳明耶穌的生活，是沒有嫉妒、爭競或私圖好爭

的；因此，耶穌的靈沒有嫉妒、爭競或私圖好爭。 

3 我們應當在耶穌的靈裏傳福音，沒有嫉妒、爭競或私圖好

爭。 

  

二 在推廣福音上有交通，要求我們在一位靈裏，並且同魂—

27 節： 

  

1 我們若不在耶穌的靈裏，就不在推廣福音上有交通。 

2 我們惟有在耶穌的靈裏，纔可能在一位靈裏，並且同魂。 

3 我們要經歷基督，就需要藉著耶穌的靈，沒有嫉妒、爭競或

私圖好爭，而在推廣福音上有交通。 

  

三 藉著耶穌的靈，我們就能以基督為我們的榜樣—二 1～9： 

  

1 藉著耶穌的靈，我們就能像耶穌那樣謙卑—5～7 節。 

2 藉著耶穌的靈，我們就能滿足使徒保羅的請求，並且顧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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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聖徒—3 節。 

3 藉著耶穌的靈，我們就能思念同一件事，有相同的愛—1～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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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週一 

晨興餧養 

徒十六６ 『聖靈既然禁止他們在亞西亞講道，他們就經過弗

呂家和加拉太地區。』 

路一３５ 『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

要覆庇你，因此所要生的聖者，必稱為神的兒子。』 

  

基督作為末後的亞當，成了有許多美妙元素加進來的賜生命之

靈。這就是在使徒行傳這卷書裏，擴展以產生基督身體的那

靈。…在使徒行傳裏，神的靈，聖靈，成了耶穌的靈，就是基

督自己。乃是藉著這包羅萬有奇妙之靈的擴展，召會—基督的

身體—就產生了。 

我們需要對使徒行傳這卷書裏所有的事情，有新的認識、領會

和觀點。在這卷書中所發生的事，乃是耶穌這奇妙之靈的擴

展，為著產生基督的身體，就是召會。…這位奇妙的基督將祂

自己與許多人調和在一起，包括彼得、約翰、雅各、保羅、提

摩太、和早期數以千計的聖徒。所有在使徒行傳裏的聖徒都與

基督聯合，並且與是靈的基督成為一。（書信中神的靈同人的

靈，九至一○頁。） 

信息選讀 

林前十五章四十五節告訴我們，末後的亞當成了賜生命的靈；

林後三章十七節說主就是那靈。此外，林前六章十七節說，『但

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我希望你們把這三處經節

記在心裏。在此我們有基督作為那靈在我們人的靈裏，並且這

二靈調和成為一靈。今天，基督不僅是聖靈或神的靈，也是賜

生命的靈，就是加上許多美妙元素的賜人生命之靈，包括為著

救贖的成肉體、釘死、復活、升天，甚至也包含了祂的登寶

座、作元首、作主。這靈進入我們靈裏，並且這二靈成為一。

這一乃是召會、召會生活、和基督身體之建造的實際。在初

期，彼得、保羅、和所有的使徒都在這一裏生活、工作。換言

之，他們在這靈裏生活、工作；這靈乃是調和的靈—基督作為

賜生命的靈與我們人的靈調和成為一靈。（書信中神的靈同人的

靈，一○頁。） 

行傳十六章六至七節指明，我們可以經歷並享受基督作耶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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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聖靈，就是那在使徒盡職事時引導他們的一位。這段經文

論到保羅和他的同工說，『聖靈既然禁止他們在亞西亞講道，他

們就經過弗呂家和加拉太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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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羅和他的同工為著

開展福音而有的行動，不是照著他們的定意和愛好，也不是照

著人議定的行程，乃是照著耶穌的靈。 

基督的靈怎樣是基督的實際，耶穌的靈也照樣是耶穌的實際。

我們若沒有耶穌的靈，耶穌對我們就不是實際的。然而，今天

耶穌對我們是實際的，因為我們有耶穌的靈作為耶穌的實際、

實化。耶穌在地上時，是個一直遭受強烈逼迫的人。因此，『耶

穌的靈』乃是有極大受苦能力之人的靈。祂是人的靈，也是受

苦能力的靈。 

身為傳福音者，保羅出去傳道也受了苦。在苦難中，他需要耶

穌的靈；因為在耶穌的靈裏，有受苦的元素和忍受逼迫的受苦

力量。今天我們傳揚時，也需要耶穌的靈來面對反對和逼迫。

（新約總論第九冊，二八七頁。） 

參讀：新約總論，第二百九十三篇；書信中的靈，第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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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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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一２４ 『現在我因著為你們所受的苦難喜樂，並且為基督

的身體，就是為召會，在我一面，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

缺欠。』 

  

耶穌的靈不只是神的靈，在祂裏面有神性，使我們能活神聖的

生命；也是那人耶穌的靈，在祂裏面有人性，使我們能過正確

的人性生活，也能忍受其中的痛苦。 

我們需要仔細留意行傳十六章六至七節裏兩個神聖的稱呼：『聖

靈』與『耶穌的靈』。這兩個稱呼交互使用，啟示耶穌的靈就是

聖靈。在新約裏，聖靈是神的靈一般的稱呼；耶穌的靈是神的

靈特別的說法，指成為肉體之救主的靈，這位救主就是在人性

裏的耶穌，經過了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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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祂為人

生活並受死的元素。使徒傳講的職事，乃是在人的生命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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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總論第九冊，二八七至二八八頁。） 

信息選讀 

在行傳十六章，路加首先說到聖靈，然後說到耶穌的靈—這兩

個對神的靈的稱呼，是舊約中所沒有的。『聖靈』這名稱第一次

是用在主耶穌成孕的時候。乃是到了這時，為著引進新約的經

綸，替基督的來臨豫備道路，並為祂豫備人體，纔用聖靈這名

稱。（路一 15，35，太一 18，20。）要明白聖靈這名稱第一次

的使用，我們需要看見這名稱與主的成為肉體有關。因此，按

首次題到的原則，聖靈與基督的成為肉體和出生有關。這名稱

指明神在成為肉體時，進到人裏面與人成為一。在新約裏，聖

靈這名稱指明神自己現今正與人調和。 

在行傳十六章七節，路加的寫作從聖靈轉到耶穌的靈。耶穌這

人首先過為人的生活，然後被釘十字架並復活，又升到諸天之

上，被立為主為基督。因此，耶穌的靈含示主的人性、為人生

活、死、復活和升天。（新約總論第九冊，二八八至二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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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耶穌的靈這名所涵括的比聖靈所涵括的更多。聖靈僅僅涵括主

耶穌的成為肉體和出生，但耶穌的靈涵括祂的人性、為人生

活、死、復活和升天。 

在行傳十六章，我們看見使徒在福音工作上的行動，嚴格說

來，不是藉著神的靈，乃是藉著聖靈與耶穌的靈。聖靈涵括主

的成為肉體和出生，耶穌的靈涵括主的人性、為人生活、死、

復活和升天。這兩個神聖的名稱有力的指明，保羅在他福音工

作上的行動，不是照著舊經綸的作法。這行動若是照著舊經綸

的作法，就該題到神的靈或耶和華的靈。但十六章沒有題到神

的靈或耶和華的靈，卻告訴我們聖靈禁止保羅和他的同工在亞

西亞講道，耶穌的靈不許他們往庇推尼去。路加說到聖靈和耶

穌的靈，指明使徒的福音工作乃是神新約經綸裏新的行動。（使

徒行傳生命讀經，四三七頁。） 

參讀：基督包羅萬有的靈，一二至一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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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週三 

晨興餧養 

路一３１ 『看哪，你將懷孕生子，要給祂起名叫耶穌。』 

太一２１ 『她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祂起名叫耶穌，因祂

要親自將祂的百姓從他們的罪裏救出來。』 

  

神新約的經綸藉著主的成為肉體、人性、為人生活、死、復活

和升天得以完成。聖靈與耶穌的靈包括了這些事。這就是說，

現今稱為聖靈與耶穌之靈的那靈，乃是基督的成為肉體、人

性、為人生活、死、復活和升天的總和與終極完成。當我們有

這聖靈與耶穌的靈，我們就有這位在成為肉體裏，在人性和為

人生活裏，並在死、復活和升天裏的基督。（使徒行傳生命讀

經，四三七至四三八頁。） 

信息選讀 

基督復活之後，在祂的復活裏成了是靈的基督。這位是靈的基

督與那靈乃是一。（林前十五 45，林後三 17。）聖靈，也就是

耶穌的靈，乃是這位是靈之基督的總和。這位是靈的基督乃是

由一些元素所構成的，這些元素是成為肉體、人性、為人生

活、死、復活和升天。 

在整個宇宙中，祂是惟一有這六項資格的。惟有祂具備成為肉

體、人性、為人生活、死、復活和升天的資格。因此，耶穌的

靈乃是這合格之耶穌的實化。耶穌的靈是這樣一位包羅萬有者

的總和。在行傳十六章，保羅和他的同工乃是在這樣一位靈的

指引下行動；這靈乃是包羅萬有之基督的總和。 

我…關於聖靈與耶穌之靈的傳講，…是我半個多世紀研讀聖書

和別人的著作，加上觀察眾聖徒的經歷，以及我自己經歷的結

果。因此，我對神聖的靈這兩個稱呼的交通，乃是基於多年的

研讀、觀察和經歷。 

我們若看見聖靈與耶穌的靈這兩個名稱的意義，就會為今天基

督徒中間對這些事可憐的領會感到哀傷。有誰知道耶穌的靈乃

是基督這獨一合格者的總和與實化？（基督是藉著成為肉體、

人性、為人生活、死、復活和升天而合格。）我們當然不是以

主在祂的憐憫裏所指示我們的為誇耀，但我們有負擔將真理告

訴尋求神的人。關於那靈的真理，它的深奧在傳統的神學裏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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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這深奧乃是在神話語的深處。我們若知道這些深奧，就

不該滿足於在神話語的表面上『溜冰』。在主恢復裏的我們，不

該這樣停留在表面上。 

我們實在需要查考行傳十六章六至七節裏兩個神聖的稱呼。禁

止保羅和西拉在亞西亞講道的不是神的靈，也不是耶和華的

靈，乃是完成救主成孕的聖靈。他們試著要往庇推尼去的時

候，不是神的靈或耶和華的靈不許他們—乃是耶穌的靈不許他

們往那裏去。耶穌的靈就是帶著人性，在地上過三十三年半的

為人生活，經過包羅萬有的死，從死人中復活，將神聖的生命

分賜到所有的信徒裏面，以繁殖這生命，並且升到諸天之上被

立為主為基督的那一位的靈。不許可使徒往庇推尼去的靈，就

是這耶穌的靈。這靈乃是包羅萬有之耶穌的總和與完全的實

化。這些經文證明，使徒是在這樣一位包羅萬有之靈的指引與

引導下行動。願我們都看見這裏的啟示，而不滿足於對神話語

膚淺的領會。（使徒行傳生命讀經，四三八至四四○頁。） 

參讀：書信中神的靈同人的靈，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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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週四 

晨興餧養 

路二四２６ 『基督受這些害，又進入祂的榮耀，豈不是應當

的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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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七章三十七至三十九節這段經文與耶穌的人性很有關係。

我們都熟悉這幾節聖經，我信好多人可以背得出來。我們對這

段經文通常是注意到活水，活水很清楚是指著那靈說的。但是

恐怕我們從來沒注意到這裏的那靈，與耶穌的人性很有關係。

這靈，就是從我們裏面流出來的活水，是由耶穌的人性構成

的。沒有耶穌的人性，就不會有這樣的一位靈。這一點在三十

九節說得很清楚；那裏說，那時還沒有那靈，因為耶穌尚未得

著榮耀。這證明了那靈是由耶穌那得榮耀的人性所構成的。我

們必須看見，聖經在此是說到一個復活的人性。（基督是實際，

一三三至一三四頁。） 

信息選讀 

約翰七章三十九節所說的那靈，與神的靈不同。神的靈早已存

在；我們總不能說，神的靈還沒有。但主耶穌在這裏確實說，

還沒有那靈。因此，這一定是個新的，是與神的靈不同的。神

的靈只是由神的成分構成，但基督復活以後的那靈，是由更多

的成分構成的。祂不僅有神的素質，還有人的素質。從前神的

靈只有神的素質，可是現在耶穌的靈中，不只有神的素質，還

有人的素質。以前這個靈只有神一種的元素，現在耶穌的靈包

括神、人二種元素。因此在耶穌未得榮耀之前，就是說在祂復

活之前，還沒有耶穌的靈。具有神的素質的靈，已經在那裏；

惟獨具有神、人兩種素質的靈，還沒有。 

沒有人的素質，神的靈無法成為生命的水流。神若要成為湧流

的生命河，就必須有耶穌的人性構成在其中。比方說，單有

水，你不能給人茶喝，要給人茶喝，你必須把茶葉加進水裏

去。在耶穌復活之前，神的靈是大能的，但祂不能在人裏面成

為湧流的生命；如果祂要流通在人裏面，就需要把耶穌的人性

加進去。如果神的靈要在天使裏面成為湧流的生命，可能不需



 127 

要耶穌的人性；但是如果要作為人湧流的生命，就需要人的成

分，需要耶穌的人性。 

有一天我再讀慕安得烈所著『基督的靈』第五篇，在那裏我得

到最有力的印證。…『現在有了那得著榮耀之耶穌的靈：耶穌

已將祂澆灌下來；我們已接受祂像祝福的江河流入我們裏面，

從我們流過，並從我們流出。』 

在耶穌的人性裏，我們有生命、生命的長大、以及生命的流。

只有這一種湧流的生命，能使人滿足。如果我們天天喝耶穌的

靈，凡我們所是的，都要成為生命的流，不僅滿足我們自己，

還能滿足別人。這樣生命的流不在於說方言或恩賜的表顯，也

不在於能力、知識或教訓；這乃是一種經常喝耶穌的生命。這

種生命不是藉著神奇、神聖、或屬天的方式彰顯出來，乃是以

極其人性的方式彰顯出來。（基督是實際，一三四至一三五、一

三七、一四二至一四三頁。） 

參讀：基督是實際，第十二篇；那靈，第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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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週五 

晨興餧養 

徒二八２３ 『…就有更多的人到他〔保羅〕的住所來，保羅

從早到晚對他們講解，鄭重見證神的國，引摩西的律法和眾申

言者的書，以耶穌的事勸服他們。』 

３１    『全然放膽宣揚神的國，並教導主耶穌基督的

事，毫無阻礙。』 

  

我們作任何事，都必須與耶穌是一，接受祂作我們的人性。如

果在某種活動上，無法取用祂的人性，我們最好不作。我不是

說我們不要作人，…我們需要耶穌的人性，這個人性是在耶穌

的靈裏。 

我們必須作正確的人，但不是憑著自己的人性，乃是憑著主的

人性。作妻子的，必須憑著祂的人性作妻子；作丈夫的，必須

憑著祂的人性作丈夫；作學生的，必須憑著耶穌的人性作學

生。結果我們都要與前不同，卻又如此富於人性。我們乃是憑

著耶穌的人性作妻子、丈夫、學生、父母、孩童、和學校的老

師。如果我們是這樣的人，我們就會有生命的流，使別人得到

滿足。我相信，如果當老師的弟兄姊妹能這樣作人，那麼在學

校中，就會真正有生命的流。別的老師和學生會覺得你們裏面

有個東西令人滿足，並且活活潑潑的湧流著。他們可能不會解

釋，但他們會感覺得到。（基督是實際，一四二至一四三頁。） 

信息選讀 

如果你是一個藉著享受耶穌人性而飲於祂的弟兄，外面看起來

你似乎沒有甚麼能力，但是在你裏面那個生命的流，會使別人

得到滿足，並且有一種說服力與吸引力，至終使別人悔改信

主。這就是召會生活中福音的開展。這種傳福音不在乎有多大

能力，乃在乎享受基督人性的生命。 

耶穌的人性不僅能產生有恩賜的人，更能產生出一種內裏生命

的流，使別人滿足。如果我們願意有這一種生命的流，沒有別

的方法，只有藉著時時喝耶穌的靈，來享受耶穌的人性。我們

的觀念必須確實的轉變。不論何時我們禱告，必須以這種觀念

來禱告。不論何時我們喝這靈，必須以這種觀念來喝祂。我們

喝這靈，不是為著能力、權能或神蹟；我們乃是喝耶穌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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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享受耶穌的人性。（基督是實際，一四三至一四四頁。） 

使徒保羅和他的同工為著開展福音而有的行動，不是照著他們

的定意和愛好，也不是照著人議定的行程，乃是藉著聖靈，照

著神的旨意，如同我們在腓利受差傳福音時所看到的。（徒八

29，39。）（使徒行傳生命讀經，四三四頁。） 

我們為主作那一種工，在於我們由那一種靈所引導、指引、教

導並構成。保羅不是由神的靈或耶和華的靈所構成，而是由聖

靈與耶穌的靈所構成。保羅作為盛裝三一神的器皿，完全是由

聖靈（涵括了主的成為肉體和出生）與耶穌的靈（涵括了主的

人性、為人生活、包羅萬有的死、分賜生命的復活和升天）所

構成。保羅乃是由這包羅萬有的靈所構成的人。因此，他出來

傳講的時候，能真實的傳講耶穌基督。 

我們需要對這事實有深刻的印象，就是我們為主作那一種工，

在於我們由那一種靈所引導、所構成。事實上，這靈應當成為

我們的構成，然後我們的工作就要成為這靈的彰顯，為耶穌這

位帶著人性、為人生活、死、復活、和升天的成為肉體者作

工。我們若由耶穌的靈所構成，我們所作的工，就是傳講耶穌

是這包羅萬有者，將祂傳輸給人。（新約總論第九冊，二九一

頁。） 

參讀：書信中的靈，第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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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週六 

晨興餧養 

腓一５ 『為了你們從頭一天直到如今，在推廣福音上所有的

交通。』 

２７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配得過基督的福音，叫我或來見

你們，或不在你們那裏，可以聽見關於你們的事，就是你們在

一個靈裏站立得住，同魂與福音的信仰一齊努力。』 

  

腓立比書頭兩章與耶穌的靈有關，後兩章與基督的靈有關。一

至二章不是關乎復活，而是關乎耶穌；但三至四章則關係到復

活。譬如，三章十節說，『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

不僅如此，四章十三節說，『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裏面，凡事都

能作。』這乃是基督的靈，與復活有關。在一章我們有福音的

傳揚，我們傳福音需要耶穌的靈。頭兩章對耶穌的靈有清楚的

描繪。耶穌的靈不爭競，也沒有私圖好爭或敵對。（經歷基督，

一九頁。） 

信息選讀 

當拿撒勒人耶穌在地上的時候，祂沒有嫉妒、爭競或私圖好

爭。腓立比一章題到這三樣消極的事。在這一章也有一些積極

的事，就如交通、以及在一個靈裏並同魂。我們如何能在一個

靈裏並同魂？憑著我們的靈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的靈是嫉妒

的靈。當我們看到別人領頭時，我們就嫉妒。然後我們會開始

在私圖好爭的靈裏爭競。雖然我們的靈是如此，但耶穌的靈卻

不然。福音書中所陳明耶穌的生活，是沒有嫉妒、爭競或私圖

好爭的。惟有在耶穌的靈裏，我們纔有可能在一個靈裏並同

魂。 

同魂主要的意思是同一個心思。基督徒不能同魂，原因乃是每

個人都想作頭，沒有人願意在後。但憑著耶穌的靈，我們纔可

能同魂。如果我們說，『我要在耶穌的靈裏，』我們立刻會有對

基督的經歷，並且與別人是同靈同魂。然後我們就會為著福音

一齊努力。腓立比一章二十七節的『一齊』，意思是我們是配搭

的；不是個人主義的，乃是團體的。當我們都在耶穌的靈裏同

魂的時候，我們就會在福音上一齊努力。 

雖然腓立比一章相當長，但是可以很簡單的概述如下：這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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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論到藉著耶穌的靈，沒有嫉妒、爭競或私圖好爭，而在推廣

福音上有交通。我們乃是這樣經歷基督。這不僅是了結已往、

奉獻自己、或注意裏面膏油塗抹等等，那不是從基督的身體達

到基督身體之頭的路。我們要達到基督身體的頭，就需要憑著

耶穌的靈，沒有嫉妒、爭競或私圖好爭，並且在推廣福音上有

交通。在我們傳福音的生活中，不該有嫉妒、爭競或私圖好

爭，甚至對反對者也不能如此。反之，我們只該憑著耶穌的靈

傳福音。我們只要稍微有一點私圖好爭，就無法在耶穌的靈

裏。不僅如此，我們若不在耶穌的靈裏，就不在推廣福音上有

交通，我們對基督的經歷就了了。為著經歷基督，我們需要憑

著耶穌的靈，沒有嫉妒、爭競或私圖好爭，而在推廣福音上有

交通。 

許多基督教的教師，鼓勵人模倣腓立比二章所啟示的榜樣，但

要我們模倣基督是不可能的。譬如，我們絕不能像一隻羊羔。

我們要像一隻羊羔，就需要有羊羔的生命。照樣，我們不可能

模倣主耶穌。祂謙卑的標準對我們來說是太高了。然而，阿利

路亞，耶穌的靈在我們裏面！藉著耶穌的靈，我們能像耶穌那

樣謙卑。藉著耶穌的靈，我們能滿足使徒保羅的請求，並且顧

到其他的聖徒。藉著耶穌的靈，我們能放下自己的意見，並能

在靈裏和魂裏是一。藉著耶穌的靈，我們眾人就能思念同一件

事，有相同的愛。（經歷基督，一九至二一、四五頁。） 

參讀：經歷基督，第二、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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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詩歌 

聖靈的豐滿－耶穌基督的靈 196 

7777（英 242） 

A 大調 4/4 

１ 

今日我們神的靈， 

成了耶穌基督靈； 

死而復活的神人， 

得榮升天，此靈成。 

２ 

從那升天的耶穌， 

這靈降到我靈裡， 

使祂一切的實際， 

都成我們的經歷。 

３ 

這個耶穌基督靈， 

包含一切的成分； 

神、人二性其中存， 

人生、神榮也藏隱。 

４ 

死的功能及受苦、 

復活大能並升天、 

寶座、權柄和國度， 

全都在這靈中含。 

５ 

憑這一切的成分， 

這靈運行在我靈； 

藉祂膏油的塗抹， 

我得享受主豐盛。 

６ 

這個包羅萬有靈， 

是我一切的祕訣； 

多方作工在我裡， 

使神作我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