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周 • 纲目

蒙拣选成为圣别，过圣别的生活，
以彰显圣别的神，并成为圣城
读经：利十八~二十，弗一 4，五 26~27，帖前五 23，彼前二 5、
9，启二一 2、9~10
周

一

壹

在已过的永远里，我们在基督里蒙拣选，好成为圣别；
在今世，我们正在被圣化，被基督作为“那灵，那圣
别的”所浸透，要成为圣别；在来世以至于将来的永
远，我们将终极完成为圣城—弗一 4，帖前五 23，弗
五 26~27，启十九 7~9，二一 2、9~10：

一

周

1

神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圣别（弗一 4）；神使我们成
为圣别的方法，乃是将祂自己这圣别者分赐到我们里
面，使我们全人被祂圣别的性情充满并浸透；对我们
这些神所拣选的人，成为圣别就是有分于神的性情（彼
后一 4），并使我们全人被神自己所充满。

2

这与仅仅无罪的完全，或无罪的纯洁不同；这使我们全
人在神的性情和特性上圣别，像神自己一样。

二

二

2

圣别的意思不仅是成圣，分别归神，也是与一切凡俗的
不同、有别；只有神与一切不同，与一切有别；因此，
祂是圣别的，圣别是祂的性情：

父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爱
里，在祂面前，成为圣别、没有瑕疵—弗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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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所拣选的人只该被神自己所浸透，没有外来的东西，
就如堕落的天然属人成分、肉体、己或世界的事；这
就是没有瑕疵，在神的圣别性情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成
分搀杂。

2

我们成为基督的新妇，不是借着自我改正，乃是借着被
神浸透；这是圣经中所启示的圣别、成圣—帖前五 23，
罗六 19、22。

3

召会被话中的水彻底洗涤之后，就要这样成为圣别，在
生机上被基督浸透并美化，使她成为基督荣耀的召
会，祂圣别的新妇—弗五 25~27，参约十七 17。

4

以弗所一章四节的爱是指神爱祂所拣选之人的爱，以及
神所拣选之人爱祂的爱；神所拣选的人乃是在这爱
里，在这样的爱里，在祂面前成为圣别、没有瑕疵：
a 神先爱我们，然后这神圣的爱激起我们用爱回报
祂—补充本诗歌三三三、三三五首。
b 在这样爱的情形与气氛中，我们被神浸透，成为圣
别、没有瑕疵，像祂一样。

三 成为圣别，先是分别归神，其次是被神接管，第三是被
神据有，第四是被神浸透，且与神是一。
四 最终，这事的结果乃是新耶路撒冷；这圣别的实体属于
神、为神所据有、所浸透，且与神是一。
周

贰

三

利未记十八至二十章是论到神圣别子民的圣别生活，
与以弗所四章十七节至五章十四节相符，吩咐神圣别
的子民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过圣别的生活，像神是
圣别的一样，作祂的彰显：

4

一

3

在以弗所四章十七至三十二节，有三节重要的经文给我
们看见，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是为着召会生活过圣别生
活的基础：
1

首先是十八节，说到与神的生命隔绝；神的生命乃是为
了在祂神圣的分赐里，用祂神圣的丰富供应祂的儿女。

2

第二是二十一节，说到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那在耶
稣身上是实际者，就是当耶稣在地上生活时，神的生
命在耶稣身上所显出的实行；这是指耶稣一生的真实
光景，如四福音书所记载的：
a 在耶稣的日常生活里，如四福音书所记载的，有非
常真实的东西，那非常真实的东西就是神的神圣生
命实化并实行出来，成为耶稣人性中的实际。
b 这在耶稣身上的实际，是为要用基督人性中敬虔的
生活，在祂神圣的分赐里灌注信徒。

第三是三十节，警戒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忧愁，我们原是
在祂里面受了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
a 盖印的灵也是印墨；这印墨的内容、元素和素质就
是神圣的生命加上耶稣实际的人性；这印涂永远是
湿的，能以三一神浸透、渗透并泡透我们。
b 神的生命、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以及圣灵的盖
印，乃是神圣分赐的三个源头，为着我们过彰显圣
别之神的圣别生活：
（一） 父的生命必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实际，
这实际就是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这实际作为
父生命的实行，又成了印墨，就是圣灵。
（二） 这印墨印我们的时候，乃是以耶稣日常生活的
实行中那神圣的生命浸透、渗透、泡透我们，
使我们成为耶稣之生活（就是父生命之实行）
的“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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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

二 以色列人不可照着他们从前生活在埃及人中的那种样式
生活（利十八 3）
，表征信徒应当在从前旧的生活样式上，
脱去旧人（弗四 22）。

周

六

八

三 以色列人不可在他们要被领进的地上，照着迦南人的样
式生活，表征信徒得救后，不该模成世人生活与行为的
样子（罗十二 2）。
四 以色列人照着神的圣别过一种圣别的生活（利十八 4~二
十 27），表征信徒应当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
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弗四 24）。
周

五

五 “因为那地受了玷污，所以我向那地追讨罪孽，那地也
吐出其中的居民”—利十八 25，参 28，二十 22：
1

美地表征包罗万有的基督，是为着神子民生存和生活的
供应，也是为着他们的享受。

2

美地吐出受玷污且不圣别的居民，表征包罗万有的基
督，原是我们的居所和我们所需的一切，作我们的享
受，但如果我们与祂的关系不正确，祂就要把我们从
祂自己里面吐出去，不再让我们享受祂（参启三 16）。

六

要圣别，因为神是圣别的（利十九 2，二十 7、26），这
表征要照着神的圣别行事为人，过圣别的生活（彼前一
15，彼后三 11）。

七 利未记十九章五节和六节提到平安祭，指明在十八至二
十章所描绘神圣别子民的圣别生活中，神圣别的子民在
平安里有交通、来往、彼此的享受，乃是非常重要的：
1

有分于陈旧交通的人，犯了轻看神的圣物之罪，会失去
神子民中间的交通—利十九 8。

叁

“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交配；不可用两样搀杂的种子
种田，也不可用两样搀杂的料子作衣服穿在身上”—19
节：
1

不容许有搀杂，这指明神要万物各从其类，没有任何种
的搀杂—参创一 11、21、24~25。

2

牲畜交配不可搀杂，表征生命不可搀杂：凡凭神生命而
活的，就不可凭肉体而活—参加五 16~17。

3

播种不可搀杂，表征话语的职事不可搀杂：所供应神的
话，不可与世界的话搀杂—林后二 17，林前二 13，提
前一 3~4。

4

不用搀杂的衣料作衣服，表征我们的行为不可搀杂：活
在新约生命里的人，不该凭旧约的规条而活（加二
19~20，五 1~6）；属于主的人，不该照着外邦人的风
俗生活（利二十 23，参弗四 17，罗十二 2 上，林后六
14~七 1）。

我们需要过一种与祭司职任相配的圣别生活；唯有借
着天天接触完全的基督，享受祂并经历祂，才能成为
这样的人；祂要使我们完备、完全，且得到适当的平
衡；这样，我们就够格在新约时代作祭司事奉神—彼
前二 5、9，参利二一 16~24。

享受基督作平安祭，应当保持新鲜；信徒彼此之间并与
神的交通若是陈旧，就不蒙神悦纳且为神所憎恶—十
九 5~7，参罗六 4，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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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弗一 4

就如祂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
们，使我们在爱里，在祂面前，成为圣别、没
有瑕疵。
帖前五 23 且愿和平的神，亲自全然圣别你们，又愿你们
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
基督来临的时候，得以完全，无可指摘。
神拣选我们，是要使我们成为圣别。“圣别”一辞，已被
今天基督教的教训破坏了。……圣经里“圣别”一辞，不该按
我们天然的观念来领会。许多人以为圣别就是无罪。根据这个
观念，若有人不犯罪，他就是圣别的。这种想法完全错误。圣
别既非无罪，也非完全。圣别的意思不仅是成圣，分别归神，
也是与一切凡俗的不同、有别。只有神与一切不同，与一切有
别。因此，祂是圣别的，圣别是祂的性情。
神使我们成为圣别的方法，乃是将祂自己这圣别者分赐到
我们里面，使我们全人被祂圣别的性情充满并浸透。对我们这
些神所拣选的人，成为圣别就是有分于神的性情（彼后一 4），
并使我们全人被神自己所充满。这与仅仅无罪的完全，或无罪
的纯洁不同。这使我们全人在神的性情和特性上圣别，像神自
己一样（以弗所书生命读经，二九至三○页）。

信息选读
成为圣别，就是从一切神之外的事物分别出来。圣别的意
思也是与一切不是神的事物不同、有别。因此，我们不该是凡
俗的，而该有所不同。宇宙中唯有神是圣别的；祂与其他一切
事物不同，且有分别。所以，成为圣别的意思是与神成为一。
无罪或完全并不等于圣别。我们要成为圣别，就需要与神成为
一，因为只有神是圣别的（利十一 44，撒上二 2）。……凡与
神有关的一切地方、东西、事情和人物，都是圣别的，因为凡

8

属于神、为着神的，都是圣别的（利二十 26，民十六 5，尼八 9，
出三十 37）。
不仅如此，神的灵临到我们时，乃是圣灵（路一 35，太一
20，二八 19，参罗一 4）。这就是旧约里没有用到“圣灵”一
辞的原因（在诗篇五十一篇十一节和以赛亚六十三章十节、十
一节里，和合本译为“圣灵”的辞，应当译为“圣别的灵”）。
这辞头一次是用在主耶稣将要成孕在马利亚里面的时候（路一
35）。这表征圣别是将神带给人，也将人带给神。进一步说，
这辞的意思也是将神带到人里面，并将人带进神里面。当神进
到我们里面时，我们就是圣别的；当我们进到神里面时，我们
更是圣别的；但是当我们与神调和时，我们是最圣别的。因此，
我们因着有神在我们里面，就成为圣别的；借着在神里面，我
们更是圣别的；借着被神调和、泡透并浸透，我们就是最圣别
的。
以弗所书称信徒为圣徒（一 1）。每一位信主耶稣的人，都
是圣徒。……当我们接触神时，我们是圣别的，因为那时我们
被祂所浸透。但是当我们一离开神，我们就不圣别了。我再说
一次，圣别不是完全或无罪，乃是与神成为一。当我们被神浸
透且泡透时，我们就是最圣别的。……在原文里，新约多次用
到“那灵，那圣”（the Spirit, the holy）这种说法（帖前四
8，来三 7）。……我信原文用这种说法的原因，乃在于新约里
所强调的不仅是那灵，也是圣别。那灵就是圣别；所以圣灵有
时称为那灵，那圣。哪里有那灵，哪里就有圣别。……今天，
那灵不仅在我们里面；祂正在使自己与我们成为一，并使我们
与祂成为一。林前六章十七节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
成为一灵。”所以，实际上圣别的意思乃是被神浸透，使一个
凡俗的人完全被那灵所浸透（以弗所书生命读经，三○、三二
至三四页）。
参读：以弗所书生命读经，第三篇；那灵同我们的灵，第二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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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弗五 27

启二一 2

祂好献给自己，作荣耀的召会，没有斑点、皱
纹、或任何这类的病，好使她成为圣别、没有
瑕疵。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
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

成为圣别，先是分别归神，其次是被神接管，第三是被神
据有，第四是被神浸透，且与神是一。……在圣经中这事的结
果乃是那称为圣城的新耶路撒冷；这城不仅属于神、为着神，
更为神所拥有、所浸透，且与神是一。新耶路撒冷是一个圣别
的实体，属于神，为神所据有，被神浸透，且与神是一。这就
是圣别（以弗所书生命读经，三四至三五页）。

信息选读

己或世界的事。这就是“没有瑕疵”，在神的圣别性情之外没
有任何别的成分搀杂。召会被话中的水彻底洗涤之后，就要这
样成为圣别（五 26~27）。……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搀杂。有许
多外来的东西，就如肉体、己和天然的生命，仍然在我们里面。
但我们正在渐渐地变化。所以，我们至终要极其圣别并纯净，
以致我们没有瑕疵，没有任何外来的东西，只有神圣的成分。
我们要在祂面前成为圣别、没有瑕疵。〔以弗所一章四节
里〕“在祂面前”，意即按着神圣的标准，在祂眼中成为圣别、
没有瑕疵。这使我们有资格留在祂面前，享受祂的同在。我们
要成为圣别、没有瑕疵，但不是照着我们的标准，或在我们眼
中，乃是照着祂的标准，在祂的眼中。
我们要在爱里，在祂面前成为圣别、没有瑕疵。四节里的
爱是指神爱祂所拣选之人的爱，以及神所拣选之人爱祂的爱。

外面的改正……算不得什么。然而，被神浸透并泡透，却

神所拣选的人乃是在这爱里，在这样的爱里，在祂面前成为圣

是极有意义的。……譬如有个人是骄傲的，他把自己调整得谦

别、没有瑕疵。神先爱我们，然后这神圣的爱激起我们用爱回

卑；这算不得什么。唯一算得了数的，乃是我们被神浸透。……

报祂。在这样爱的情形与气氛中，我们被神浸透，成为圣别、

这是圣经中所启示的圣别、成圣。

没有瑕疵，像祂一样。在这爱里，就是在一种相互的爱里，神

我们都是这样蒙拣选成为圣别的。首先，我们分别归神；
其次，我们被神浸透；最终，我们与神成为一。有一天，我们

爱我们，我们用这爱回报祂。就在这种情形中，我们变化了；
就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被神浸透了。

要与祂毕像毕肖；那就标明我们成为圣别的完成。圣别的过程

盼望我们能看见圣经里所启示的圣别，与今天有关自我改

开始于分别，继续于浸透，完成于我们的身体完全得赎。到那

正或行为改良的教训完全不同。我们先是分别归神，然后不断

时，我们里外都要与祂毕像毕肖，我们要成为圣别。神在创立

被神浸透，直到在我们里面的一切搀杂，都被神圣的性情吞灭。

世界以前拣选我们，就是为着这个目的。

当这事达到完满时，我们就完全成为圣别、被变化并且模成神

以弗所一章四节……说，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

儿子耶稣基督的形像。这样我们就完全得以圣别（以弗所书生

没有瑕疵。瑕疵就像宝石内的异物。神所拣选的人只该被神自

命读经，三八至四一页）。

己所浸透，没有外来的东西，就如堕落的天然属人成分、肉体、

参读：以弗所书生命读经，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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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弗四 18

21
30

他们在悟性上既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们里面
的无知，因着他们心里的刚硬，与神的生命隔
绝了。
如果你们真是听过祂，并在祂里面，照着那在
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受过教导。
并且不要叫神的圣灵忧愁，你们原是在祂里面
受了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

神圣生命实化并实行出来，成为耶稣人性中的实际。这在耶稣
身上的实际，乃是为了用基督人性中敬虔的生活灌输信徒。
论到神圣分赐的第三处经节是三十节，那里警戒我们不要
叫圣灵忧愁，我们原是在祂里面受了印记。这灵乃是盖印的灵；
祂甚至就是印墨，我们都是以此受印的。这印墨的内容、元素
和素质就是神圣的生命加上耶稣实际的人性。这印绝不会干
枯；这印永远是湿的，……能以三一神浸透、渗透并泡透我们。

以弗所四章十七至三十二节详细地给我们看见，在信徒生

神的生命、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以及圣灵的盖印，乃是

活中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这生活与不要偷窃，不可含怒到日

神圣分赐的三个源头。表面上，保罗所写的相当普通；但在那

落等事有关（28、26）。虽然我们是一班与神调和的人，但仍

些普通的字句里，他加上了神圣三一美妙的元素和因素—父的

需要这种生活上的劝戒。我们不容易过一种生活，能配合、支

生命、子在祂人性里的生活以及灵的盖印。生命是属于父的；

持、供给那为着建造基督生机身体所需要的元素、因素与素质。

这生命必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实际；这实际就是那在耶

只有美好的、令人兴奋的特会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正确地顾到

稣身上的实际。这实际作为父生命的实行，又成了印墨，就是

我们的生活（神的经纶与分赐，一一九页）。

圣灵。这印墨印我们的时候，乃是以耶稣日常生活的实际中那

信息选读
在以弗所四章十七至三十二节，有三处非常重要的经节，
给我们看见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我们从这三节看到，神圣三
一的神圣分赐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基础。头一处是十八节，说到
与神的生命隔绝。与神圣的生命隔绝或分开，乃是严肃的事。
神的生命乃是为了在祂神圣的分赐里，用祂的丰富供应祂的儿
女。
论到神圣分赐的第二处经节是二十一节，那里说到那在耶
稣身上是实际者。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就是当耶稣在地上
生活时，神的生命在耶稣身上所显出的实行。就如四福音所记
载的，在耶稣的日常生活里有非常真实的东西，……就是神的

12

神圣的生命浸透、渗透、泡透我们，使我们成为耶稣之生活（就
是父生命之实行）的“影印本”。
我们有父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有模型和榜样，就是
耶稣在祂人性里的生活。祂这人性里的生活，就是我们在四福
音里所看见，神圣生命的实行。不仅如此，我们也有那以神圣
的生命和耶稣的为人生活所构成的印墨。这印墨一直都是湿
的，印涂、浸透并渗透我们，使我们能有适合建造基督身体的
日常生活（神的经纶与分赐，一一九至一二一页）。
参读：神的经纶与分赐，第十篇。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第十九周 • 周四

第十九周 • 周四

晨兴喂养
弗四 22~24 在从前的生活样式上，脱去了旧人，这旧人是
照着那迷惑的情欲败坏的；而在你们心思的灵
里得以更新，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
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
研读以弗所四章十七节至五章十四节，可以帮助我们领会
利未记十八至二十章；而研读本段利未记，也可以帮助我们领
会以弗所书的这一段。我们越研读以弗所四章十七节至五章十
四节，就越领会利未记十八至二十章。用旧约的说法，神子民
的生活，不可效法他们从前生活在其中的埃及人，也不可效法
迦南人。他们要脱去旧人同旧的生活样式，并穿上新人同新的
生活样式。利未记十八章三节说，“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
里的人所作的，你们不可照样作；我要领你们去的迦南地，那
里的人所作的，你们也不可照样作，也不可照他们的风俗行。”
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要过一种新生活，有别于他们从前曾在
其中生活之埃及人的生活样式，也有别于他们要被领进之地那
些迦南人的生活样式；他们所要过的，乃是神圣别子民的生活
样式。脱去埃及人和迦南人的生活，就是脱去旧人；按着神的
圣别过生活，就是穿上新人（利未记生命读经，五○八至五○
九页）。

典章。整体来说，律法乃是由十诫加上十诫的解释和申述所组
成的。
典章和律例有重大的差别。典章乃是带着判决的律例。然
而，律例、条例若不包括判决，就仅仅是律例。在十八至二十
章，有些条例没有告诉我们对违反的人该怎样惩罚，这些乃是
律例。另外有些条例包括判决，说明对违反之人的责罚，因此
是典章。
十八至二十章不是重复十诫，而是解释、申述十诫。例如
十诫中有一条是禁止拜偶像，而利未记中关于行巫术的条例，
就是这条诫命的申述（十九 26、31，二十 6）。又如二十章九
节是孝敬父母这条诫命的申述。这节说，“凡咒骂父母的，必
要被处死；他咒骂了父母，流他血的罪要归到他身上。”在十
八至二十章可以找到许多关于律例和典章的例子。
以色列人受嘱咐要脱去从前埃及人的行为（十八 3 上）。
这表征信徒该脱去从前旧的生活样式。
以色列人也受嘱咐，不可照着他们所要去的迦南地那里人
的风俗行（3 下）。这表征信徒得救后，不该模成世人生活与行
为的样子。
以色列人要有神的圣别生活（4~二十 27）。这表征穿上新
人。照着神的圣别过一种圣别的生活，等于穿上新人（利未记

信息选读
利未记十八至二十章有许多律法的典章和律例（二十 22）。

生命读经，五○九至五一○页）。
参读：利未记生命读经，第四十九篇。

律法先是由十诫所组成。十诫乃是律法的基本法则，简短而明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确。因着十诫简短，所以需要解释和申述。典章和律例就是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诫的解释和申述。十八至二十章满了解释和申述十诫的律例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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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十八 25
启三 16

因为那地受了玷污，所以我向那地追讨罪孽，
那地也吐出其中的居民。
你既如温水，也不热也不冷，我就要从我口中
把你吐出去。

在利未记十八和二十章，有三节说到美地会吐出其中的居
民（十八 25、28，二十 22）。二十章二十二节说，“所以你们
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和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
你们吐出。”美地吐出受玷污且不圣别的居民，表征包罗万有
的基督，原是我们的居所和我们所需的一切，作我们的享受，
但如果我们与祂的关系不正确，祂就要把我们从祂自己里面吐
出去（启三 16）。
那地把人吐出去，这事含示了许多。这含示那地是为着神
子民生存和生活的供应，也含示那地是为着神子民的享受。人
若与那地有正确的关系，就可享受那地。不然，那地会把人吐
出去，把人撇弃。这指明我们与我们的美地基督若没有正确的
关系，祂就要把我们吐出去，不再让我们享受祂（利未记生命
读经，五一五至五一六页）。

“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得可蒙悦纳。”（十
九 5）这表征擘饼记念主要作得蒙主悦纳（参林前十一 17~21）。
我们对主的筵席不可草率，乃要作得合宜。
利未记十八至二十章没有说到遮罪，只说到神圣别子民的
圣别生活。在这种生活里，我们在平安里有交通、来往、彼此
的享受，乃是非常重要的。这完全由平安祭所表征。……平安
祭乃是主的筵席旧约的预表。……在主的筵席上，我们享受基
督作平安祭，使我们与神并彼此之间有交通。
“这祭物要在献的当天或第二天吃，若有剩到第三天的，
就要用火焚烧。”（利十九 6）这表征圣徒与神并彼此之间的交
通，应当保持新鲜。我们该新鲜地享受基督作我们与神并彼此
之间交通的平安祭。……“第三天若再吃，这祭物就是可憎的，
必不蒙悦纳。”（7）这表征圣徒彼此之间并与神的交通若是陈
旧，就不蒙神悦纳且为神所憎恶。
我们有分于主的筵席，不该流于陈旧。我们来赴主的筵席，
不该带着任何的陈旧，而该带着新的东西。为此，我们需要新
的悔改、新的认罪、新的对付并与主有新的接触。换句话说，
我们需要新的洗净，在话或灵里新的洗涤，使我们能对主有新

信息选读

鲜的记念。我们对主有新鲜的享受，祂也会因而有新鲜的享受。

利未记十八至二十章强调神的子民要圣别，因为祂是圣别

“凡吃的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

的。“你们要圣别，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别的。”（十

物；那人必从民中剪除。”（8）这表征凡有分于陈旧交通的人，

九 2）“所以你们要使自己分别为圣，成为圣别；因为我是耶和

犯了轻看神的圣物之罪，会失去神子民中间的交通（利未记生

华你们的神。”（二十 7）“你们要归我为圣别，因为我耶和华

命读经，五一一至五一三页）。

是圣别的，并且把你们从众民中分别出来归我。”（26）要圣

参读：利未记生命读经，第四十九篇。

别，因为神是圣别的，这表征要照着神的圣别行事为人，过圣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别的生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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悯成为忠信的，就提出我的意见。”（25）保罗提出他的意见

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交
配；不可用两样搀杂的种子种田，也不可用两
样搀杂的料子作衣服穿在身上。
林后二 17 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话，而是出
于纯诚，出于神，在神面前在基督里讲神的话。

以后，就下结论说，“我想我也有神的灵了。”（40 下）保罗

利十九 19

〔利未记十九章〕不容许有搀杂，这指明神要万物各从其
类（参创一 11、21、24~25），没有任何种的搀杂。在召会生活
中，我们该避免任何种的搀杂。
利未记十九章十九节举了三个搀杂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
牲畜交配不可搀杂。这表征生命不可搀杂：凡凭神生命而活的，
就不可凭肉体而活。一面凭神的生命活着，另一面凭肉体活着，
就是搀杂。这样的搀杂不蒙神悦纳。……十九节的第二个例子
是播种不可搀杂。这表征话语的职事不可搀杂：所供应神的话，
不可与世界的话搀杂。……第三个例子是衣料不可搀杂。这表
征我们的行为不可搀杂：活在新约生命里的人，不该凭旧约的
规条而活；属于主的人，不该照着外邦人的风俗生活（利未记
生命读经，五一四至五一五页）。

信息选读
在天主教和灵恩派里，都有新约的事物与旧约一些事物的

说话，与那些装作旧约申言者的灵恩派人士大不相同；那些人
的说话，乃是将旧约的事物与新约的事物搀杂在一起。
“神的食物，无论是至圣的或圣的，他都可以吃；但不可
进到幔子前，也不可就近坛前，因为他有残疾，免得亵渎我的
圣所；我是使圣所分别为圣的耶和华。”（利二一 22~23）这表
征有残疾的信徒虽然能享受基督（神的食物）作他们的食物，
却没有资格在召会（神的圣所）中，或围绕基督的十字架（由
祭坛所预表）事奉神，免得他们玷辱神的圣物。
我们这些新约的祭司若是有了残疾，有了缺陷，这会使我
们不够格尽祭司的职任。然而，我们仍有资格享受基督作我们
的食物。
〔我们若深入研读〕利未记二十一章就会清楚，为着保守
我们作祭司事奉神的资格，我们该是何种的人。我们需要过一
种与祭司职任相配的圣别生活，也需要保守自己完备、完全并
有适当的平衡。我们怎能作这样的人？唯有借着天天接触完全
的基督，享受祂并经历祂，祂就要使我们完备、完全，且得到
适当的平衡。这样，我们就够格在新约时代作祭司事奉神（利
未记生命读经，五一五、五二八至五二九页）。

搀杂。天主教的红衣主教所穿的衣服，与旧约祭司所穿的袍子

参读：利未记生命读经，第五十至五十一篇。

很类似。不仅如此，天主教的许多礼节、仪文都是来自旧约。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灵恩派常按照旧约的方式预言，讲的人常说，“耶和华如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说。”他们在说话时经常引用旧约，……远比引用新约以弗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书和罗马书为多。我怀疑灵恩派是否有人会像保罗在林前七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那样的说话。保罗先是说，“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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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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