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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神的旨意—要我們成爲聖別 

弟兄們，在這篇信息，這是第五篇，篇題是『神的旨意—要我們成爲聖別』。我想一開

頭直接從第一大點開始，然後有一些開頭的話，然後我們再繼續。 

壹 神的旨意乃是要我們被聖化；被聖化就是成爲聖別，也就是分別歸神並被神所

浸透；神是那聖者，與一切凡俗的不同、有別—帖前四3上，彼前一15～16，
弗一4～5，五25～27。 

這實在是一個大的亮光，從這個角度來看神的旨意就是要我們被聖化。這是從帖前四章

三節的前半說，『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聖別。』所以我們要看見聖別是甚麼，這個聖別的

過程是甚麼，要看見聖別的結果是甚麼。我們若來看以弗所書一章四節到五節，我想把這

經節讀給你們聽。這裏說，『就如祂在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愛

裏，在祂面前成爲聖別，沒有瑕疵；按着祂意願所喜悅的，豫定了我們，藉着耶穌基督得

兒子的名分，歸於祂自己。』你在這裏看見的是在已過的永遠，神就揀選我們要成爲聖別。

那我們看看在未來的永遠，在啓示錄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我們看見新耶路撒冷是叫作聖

城。所以神在已過永遠就揀選我們要成爲聖別，在未來的永遠我們又會成爲那聖城。那在

這中間，在已過的永遠和未來的永遠中間，我們就經過一個聖別的過程，好叫我們是全然

成聖別。在我們的靈、魂、體都成爲聖別，叫我們與神都是一模一樣的，在生命、性情上

一模一樣的。 

好，我會再說，這我是寫下來的。我們在基督裏被揀選要成爲聖別，這是在已過永遠的，

然後我們在時間裏是被基督來充滿，被祂來聖別。我們會看見聖別是有地位的一面，還有

性質的一面。我們這裏所說的，着重的是性情的一面，在我們裏面的一面。在性情上被聖

別，就是被神來充滿，被祂來佔有、被祂來據有。所以我們在已過永遠在基督裏蒙揀選成

爲聖別，我們也被祂聖化，被祂充滿。祂是聖靈來充滿我們，叫我們能彀在這個世代成爲

聖別的。在新約裏，我們說到聖靈，在希臘原文裏，是說靈，那靈，那聖的。那靈，那聖

的，這是一個非常獨特的、重要的一種發表，這就說出靈就是聖的。那靈，基督作爲賜生

命的靈就是這個聖靈，祂正在以祂自己來充滿我們。作爲那聖的那一位，聖的那一位，使

我們成爲聖城，然後我們會至終被終極完成成爲聖城，這是在下個世代，也在未來的永遠

成爲聖城。 

所以第一大點說神的旨意乃是要我們被聖化；被聖化就是成爲聖別，也就是分別歸神

（這是在地位上）並被神所浸透（這是性情上）；神是那聖者，與一切凡俗的不同、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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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就是聖別的意思。聖別的意思就是說我們與一切凡俗的事情不同、有別。因爲神就

是與一切凡俗的不同、有別的。弟兄們，我們如果考慮這件事，我們就看見要被分別歸神

（在地位上）是藉着基督的寶血。基督的血，這是在地位上的聖別，我們甚至也可以說這

是法理的救贖。然後被神來浸透，這是在性情上，祂作爲聖者，這就是生機的救恩。我們

後面會再看見這個。這個聖別就包括整個神生機的救恩，事實上就包括整個法理的救贖，

都包括在聖別裏面。 

提前四章三節，我們剛纔已經說過了。彼前一章十五節，『照着那呼召你們的聖者，在

一切行事爲人上，（你們）也要成爲聖的；因爲經上記着：你們要聖別，因爲我是聖別

的。』所以這就應用在我們的生活裏了。因爲神是聖的，祂盼望我們也成爲聖的，祂盼望

我們與祂成爲一模一樣，祂盼望我們成爲祂的複製，在宇宙中作祂的複製。所以這是非常

有意義的。 

然後我們也看見以弗所書一章五節，祂是豫定了我們，要得兒子的名分，祂叫我們在愛

裏是成爲聖別。這個『在愛裏』這個辭在以弗所書裏，你如果在六章二十四節裏面的那個

註解，對於愛的這個註解，就講到說，『在愛裏』這個辭，是在以弗所書一再重複的。讓

我們看見當神揀選我們，在已過的永遠揀選我們，祂是在一個愛的氛圍裏揀選我們的。在

愛的一種光景裏，祂願我們要以愛來回應祂。所以我們要成爲聖別的話，要被神浸透，被

祂佔有，被祂據有的話。 

約壹四章十九節說，『我們愛，是因爲神（祂）先愛了我們。』所以祂先愛了我們，然

後祂把祂自己作爲愛的元素充滿我們。所以我們被祂充滿，我們就能愛祂，我們就能以愛

回應祂。祂自己就是愛，我們以祂作爲愛，我們也能愛眾弟兄姊妹。所以這是我們被聖別

的一條路，我們後面還是看見其他的路。 

如果我們來看以弗所書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節，這些是非常寶貝的經節。這三個經節讓

我們看見整個神完整的救恩，在這三個經節裏看見。二十五節，我們看見，他說『作丈夫

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召會，爲召會捨了自己。』這就是在過去，這是基督的，

作爲我們的救贖主，祂完成法理的救贖，藉着在十字架上獻上自己。所以祂愛我們，爲了

我們捨了自己。然後到了二十六節，我們就看見祂『聖化召會，藉着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

召會』。所以基督爲我們死，是因爲祂愛召會；但祂死了，爲我們死是爲了要來聖化我們。

那這個聖化的方式是藉着話中之水的洗滌來潔淨召會。所以二十五節，你有基督作爲救贖

主；到二十六節，你有基督祂在功用裏作爲賜生命的靈；二十六節看見祂作賜生命的靈是

執行生機的救恩，這個生機的救恩；至終我們會看見就是聖別，聖化，就是聖化我們。 

這個聖別就是使我們美化。我們正在被美化成爲基督的新婦。我們正在被美化，藉着神

聖別的性情來成就的。神是聖別的，所以聖別就是我們的美化。所以我們今天正在一個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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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別的過程中。用以弗所書五章二十六節的話說，我們正在一個被潔淨的過程中，每天都

在被潔淨。我們正在被潔淨，是這個新陳代謝的方式，用話中之水來洗滌。所以我們這些

天然的元素就會被排去、除去，那基督的元素作爲聖者就會被分賜到我們裏面。 

那我會簡短的說，這就看見，如果我們要被聖別的話，對不起，我先再往回頭說。二十

七節是說，『祂好獻給自己，作榮耀的召會，沒有斑點、皺紋、或任何這類的病，好使她

成爲聖別、沒有瑕疵。』所以主要的是一個榮耀的召會，要作榮耀，就是能彀彰顯神的召

會。所以你看這三個經節，從二十五節，你有基督作救贖主；二十六節，基督作賜生命的

靈；然後二十七節，你有基督作爲新郎。我們可以說二十五節是法理的救贖，二十六節是

生機的救恩，二十七節就是要獻上新婦，所以這實在是太美好了。 

除了愛主以外，我們還需要話中之水的洗滌，每一天都需要這個。這裏的話不是logos

（婁格斯），就是常時的話，不是寫下的話；這裏的話是rhema（雷瑪），就是神現今、

活的、卽時的、今日的話。所以換句話說，我們需要神向我們說話。祂需要團體的，當然

需要團體的說話，但也需要個人的說話，卽時的說話，是一種活的方式，一種個人的方式

來說話。雷瑪就是神對我們說話是帶着我們的名字在這個話上的，是一個非常個人的。這

種話纔洗滌我們，潔淨我們。這個水當然就是三一神生命的湧流。我們也可以說這個『洗

滌』這個辭，在希臘文裏也是作這個銅鏡的同一個辭。我們知道，當洗濯盆是同一個字。

當祭司要到帳幕的時候，他在這個洗濯盆裏洗。那我們從這裏看見，聖經就是一個宇宙性

的洗濯盆。所以你在讀經的時候，你就被洗濯盆洗了，就是被雷瑪的這個水來洗，被神卽

時的話來洗。 

所以我就想到希伯來書有幾次，它說今日你若聽見祂的聲音，你不要硬着心。你知道這

個以色列人在過去是硬心。我很喜歡這句話，『今日』這是一個很大的辭。今日，我們只

有今日，我們沒有明天。所以每天的今日，我們要禱告：『主阿，開我的耳朵，讓我聽見

你的說話。願我的心完全對你是柔輭的，所以你能彀聖別我的心，充滿我，佔有我，據有

我，以你自己來佔有、據有我。』 

我想再點出另一件事，我們要愛主，我們要在祂的話中，每天在祂的話中，我們要禱讀

祂的話，我們要把祂的話禱告回去。我們要讀祂的話，是在藉着禱告，用禱告的氛圍來讀

祂的話，那這個婁格斯就變成了雷瑪，就會產生一個新陳代謝的洗滌，那就把神在基督裏

作爲那靈加添到我們裏面，作爲那聖者，使我們與祂成爲一樣的聖別。 

那還有一件事，我要指出的是，這是非常驚人的。我們有說到聖徒，在聖經裏有『聖徒』

這個辭。這個『聖徒』這個辭，它是同一個字，就是聖的，在希臘文裏也是同一個字『聖

的』，hagios（哈吉歐斯）。所以你可以想像麼？我們是聖徒，意思就是我們是聖的，聖

的。希臘文是同一個字，說我們是聖者，我們是被聖別的，所以『聖徒』這個辭也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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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好，我們現在來看第二大點，是非常重要的。 

貳 以弗所一章四至五節與希伯來二章十至十一節給我們看見，聖化是爲着兒子的

名分；事實上，神聖化我們，乃是『子化』我們： 

弟兄們，這是一個極大的亮光。在職事的話語裏，我可以說是在李弟兄末了的職事，成

了一個非常大的亮光。你如果去讀他末了職事的話語，他說對他都是一個新的亮光。 

一 在已過的永遠裏，我們蒙揀選，『成爲聖別…得〔爲着，或，結果是〕兒子的名

分』 —弗一4～5，啓二一2、9～11。 

所以我們蒙揀選成爲聖別，結果是得兒子的名分，是爲着兒子的名分。所以我們說神的

聖別事實上就是祂的子化我們。聖化就是子化，子化就是說在我們的靈裏，在我們的魂裏

也要被子化。至終我們的體，身體，必死的身體也被子化，直到整個宇宙可以看見我們是

神的兒子，我們就能彀彰顯出來成爲神的兒子。 

二 復活的基督是我們救恩的元帥，藉着聖化神許多的兒子，領他們進榮耀裏去—來二10
～11。 

這個元帥這個辭，在恢復本聖經裏面，我相信是翻的最好的，也可以繙爲是『創始者』，

也可以繙成『元帥』。在這裏是比較有意義的，『元帥』，因爲祂是在這裏帶領我們，帶

領眾子進到榮耀裏去。卽使此刻祂正在帶領我們進到榮耀裏，我們正在被變化，從一層的

榮耀到另一層次的榮耀，直到我們全然得榮。那祂是怎麼帶領我們進到榮耀裏的呢？希伯

來書二章十節說，祂是帶眾子，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然後二章十一節繼續說，『因爲那

聖別人的，和那些被聖別的，都是出於一；因這緣故祂稱他們爲弟兄，並不以爲恥。』所

以，我們可以這麼說，基督作爲那靈，就是那聖別我們的，我們是被聖別的。但這裏讓你

們看見，你把十節和十一節放在一起，你就看見，祂帶我們進到榮耀裏的路（方式），就

是藉着聖別我們。祂是聖別人的，祂聖別我們；藉着聖別我們，我們就被帶到榮耀裏。 

好，我們來看第三大點。 

叁 聖經裏的聖別有三方面： 
一 在蒙神揀選之人悔改並相信以前，有那靈尋找他們的聖別—彼前一2。 

我們從彼前一章二節看見這個。這裏說，『就是照着父神的先見被揀選，藉着那靈得聖

別。』父神的先見是在已過的永遠，但是這裏說藉着那靈得聖別，我們可以說這是那靈尋

找的聖別。這是在我們悔改相信以前，靈就在那裏尋找我們。這是祂尋找的聖別。我們知

道這個是因爲這裏說，祂是先揀選我們，照着父神的先見，然後是藉着那靈得聖別，然後

以致，祂說以致順從耶穌基督，並蒙祂血所灑的人。所以換句話說，這個是那靈的聖別，

是爲着要使我們順服，相信基督，能彀蒙祂血所灑。所以藉此，爲此祂是尋找我們。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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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會更多看見這個。 

我會想要先提一個點，再回頭來講這件事以前。你知道在創世記三章九節，這裏福音的

第一句話是一個問題，就是神向亞當說，『你在那裏？你在那裏？』這個問題就是神在那

裏，或說靈在那裏尋找的聖別。祂就在那裏尋找，祂在那裏找我們。我記得我還沒有得重

生以前，在得救以前，我好像就是裏面就有一種問題說，『你在那裏？你在那裏？你怎麼

成爲今天的光景？』我裏面就有一種這種問題。我那時候是非常理想主義的。我那時候在

高中，後來到了大學，我的一些很多理想主義就都被破滅了，在大學時代被破滅了。裏面

就有一種問題一直在問我：『你怎麼變成這樣？你現在在那裏？你在那裏？你的人生有意

義麼？你的人生有目的麼？』就這個問題一直在裏面攪擾。這就是那靈在那裏尋找的聖別。 

二 在信徒相信時，有藉基督之血地位上的聖別—來十三12，九13～14，十29。 

所以希伯來書十三章十二節說，『所以耶穌爲要藉自己的血聖別百姓』，這是在地位上

的聖別，要分別我們歸於神。當我們信基督，我們就被分別歸神。 

第三方面，聖別的第三方面在第三中點。 

三 在信徒一生的基督徒生活中，有那靈性質上的聖別—帖前五23～24，羅十五16下，六

19、22，參五10，啓二二14，彼後一4。 

是在一生中，一生的基督徒生活中。所以在我們一生的基督徒生活中，那靈就在那裏有

性質上的聖別。我們怎麼知道這個呢？藉着帖前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節那裏說，藉着保羅

說，『願和平的神，親自全然聖別你們，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們

主耶穌基督來臨的時候，得以完全，無可指摘。』所以這裏我們看見就是靈的性質上的聖

別。祂要聖別我們全人—靈、魂、體，直到我們是得以完全，直到我們成爲新耶路撒冷，

聖城新耶路撒冷。所以這個經節讓我們看見這是一生之久的事。所以我們能彀這麼說，這

個神永遠經綸的執行乃是藉着靈的聖別，藉着靈的聖別，聖靈的聖別。我很愛這個帖撒羅

尼迦前書五章二十四節。二十三節，神藉着保羅說，和平的神要全然聖別你們。二十四節

就說，『那召你們的是信實的，祂也必作成這事。』所以我們要宣告這個經節，我們要對

主說，每天都要這麼說，『主，你的話說，你召了我們，而且你是信實的，你必作成這事。

你要聖別我們全人，全然聖別。我也以你的話作根據，我把這個話禱告回去。』當我們把

主的話向祂禱告回去，就是祂的遺贈，我們就把它禱告回去，祂總是會回應，祂必然作成。

因爲祂是信實的，對祂的話是信實的，我們可以支取這個話。 

我在這裏再說，我想再插入一些話。我們知道路加福音十五章，讓我們看見這個三一神

對罪人救恩的愛，拯救的愛。我有一個點是從前、以前沒有想過的。就說，你可以三方面，

聖別的三方面都可以在路加福音看到，這三方面都可以看見。第一方面就是這個靈尋找的

聖別。你記得這個兒子，當他拿了他父親的產業，他就離開了。他就花了這些產業，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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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裏揮霍，花費了一切，耗盡了一切後，那個地方遭了大饑荒。這個饑荒是神所命定的。

有的時候，我們在一個谷底的經歷，這個是落在谷底的經驗，那個就是叫我們能彀醒過來，

醒悟過來說，『我在那裏』。 

所以這個兒子，小兒子他就是在那裏喫豬喫的食物。那裏說，第十五章那裏有個經節說，

他醒悟過來。十七節，說他醒悟過來，就對自己說，『我在那裏啊？我父親有多少的這個

那個，那我要回到我父那裏去，我要回到我父那裏去。』這就是那靈尋找的聖別。 

當他回到他父家的時候，我現在只是很簡短的說，這章是非常美好的。你知道他回到他

父那裏去，這個父這麼說，『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來給他穿。』這個上好的袍子就是豫

表基督作爲神，滿足神公義的義，是爲了要遮蓋我們這悔改的罪人。這就是神法理的救贖，

也是地位上的聖別，這是藉着基督的寶血成就的。 

那性質上的聖別在那裏呢？他不光把上好的袍子給他穿上，這個是基督作爲滿足神的公

義來遮蓋悔改的罪人，也就是法理的救贖，藉着基督的寶血；他同時也殺了這個牛犢，說

讓我們喫喝快樂，這就是性質上的聖別。所以這個牛犢它是代表基督的豐富，當祂爲我們

被殺，是爲了讓我們的享受。所以我們享受基督，當我們喫基督作我們屬靈的食物，我們

以祂作我們的食物，與眾聖徒一同享用祂，我們就在性質上經歷了聖別。這不是很美好麼？ 

所以你在這章你就看見這個兒子醒悟過來，這是靈尋找的聖別；你有穿上這個上好的袍

子，這就是地位的聖別，這是藉着血，然後你又有喫這個牛犢，這是性質上的聖別。所以

就整個聖別的三方面都在這裏看見。看見這是基督徒一生之久的聖別都在這裏。 

所以當我們聚在一起的時候，我們要享受基督作肥牛犢，與眾弟兄姊妹一同。我盼望看

這個錄像所有的弟兄們都享受這個肥牛犢，在所有的聚會裏，各式各樣的聚會裏，父神都

在向我們說，讓我們喫喝快樂吧。你要喫基督，你要享受基督。好，我們現在來到第四大

點。 

肆 爲着神聖兒子名分之神聖的聖別，乃是神聖經綸的中心，也是新約裏啓示的中

心思想： 

你想一想這個點，這是極重大的一個點。這裏說爲着神聖之兒子名分之神聖的聖別，乃

是神聖經綸的中心，是新約裏啓示的中心思想。所以我們不能錯過這個重大的點。這個是

中心的思想，這個中心思想必須成爲我們的思想。 

一 神聖的聖別，在完成神聖的經綸上，是主持的線，爲要神聖的使我們子化，使我們成

爲神的兒子，在生命和性情上與神一樣，但無分於祂的神格，而使我們作神的彰顯。 

所以當我們被神揀選的時候，我們說這個是主持的線。你知道你去釣魚的時候，你就有

個釣魚線，不是麼？你這個釣魚線有個魚鉤，釣鉤。當神揀選，在已過永遠揀選我們的時

候，要揀選我們成爲聖別的時候，我們可能不知道這個。但我們就被鉤上了，我們在已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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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永遠就被神鉤上了。特別是當我們在地位上藉着寶血經歷了聖別以後，我們就在性質上

也經歷聖別。我們就被主鉤住了。所以我們不要以爲我們可以逃走。祂可能會讓這個放線，

祂可以會讓你跑得遠。有的時候釣魚的，他故意把線放長，他就放長線。但是祂藉着聖別，

祂就慢慢把他轉回來，轉回來，轉回來，我們就被轉回到三一神這裏，祂是那獨一、聖別

的那一位。所以這裏的第二中點非常重要。 

二 我們說聖別是主持線，因爲神在我們身上的工作，每一步都是使我們成爲聖別—約十

七17，弗五26～27，林前六11，十二3下，來十二4～14，羅八28～29，弗四30，帖前

五19，啓二7上，詩七三16～17、25～26： 

我們說聖別是主持線，因爲神。請聽這裏所說的，因爲神在我們身上的工作，每一步都

是使我們成爲聖別。每一步都是使我們成爲聖別。這我們前面已經講過，我們後面還會看

得更多。約翰福音十七章十七節說，『求你用真理聖別他們，你的話就是真理。』這裏我

們看見，是藉着祂的話，我們纔能被聖別。我們能彀被神來充滿，在性質上充滿。然後以

弗所書五章二十六節，保羅說我們『要聖化召會，藉着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召會』。所以

再說，這是藉着話，我們纔被聖別。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點，這裏的經節。希伯來書十二章四節到十四節，我不會把這所有的

經節讀給你們聽，但是我會讀這裏面其中幾節。我就選幾個經節，幾節來讀。這裏面有一

節說，第五節，『你們竟全然忘了那勸勉的話，就是對你們如同對兒子所討論的，說，

「我兒，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被祂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因爲主所愛的，祂必管教，

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後面的經節說，『再者，我們曾有肉身的父管教我們，我們

尚且敬重他們，何況萬靈的父，我們豈不更當服從祂而得活着麼？』（9）我很喜歡這個

辭『萬靈的父』。神是我們靈的父，我們這調和的靈的父，所以我們要順從祂，服從祂。

十節說，『肉身的父（我們肉身的父）是在短暫的日子裏，照自己以爲好的管教我們，惟

有萬靈的父（這就是神）管教我們，是爲了我們的益處，使我們有分於祂的聖別。』所以

這裏讓我們看見，然後我再讀，十四節說，『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別，非

聖別沒有人能見主。』所以這裏說，我們是被主藉着保羅來囑咐我們要追求聖別。 

那這些經節裏我們看見就是神的管教，那靈的管教。所以我們有性質的聖別，在內裏的

管教；但你也有聖靈外面的管治，就在你的環境上，在外在這一面上的管治、管教。這個

所以是叫，安排你一切的環境中的大小事物，是爲了在拆毀你這個，我們這個天然的人一

切的所是。所以祂能彀重新建造我們，把祂自己作到我們裏面，以祂自己作聖別的元素，

把我們作得像祂一樣的聖別。所以我們需要聖靈內在的性質的聖別，我們也需要祂外在的

聖靈的管治、管教，藉着環境來拆毀我們天然的人。 

我還想再跟你們讀李弟兄的書，他說到，倪弟兄的傳記，就是說到『神聖啓示的先見』

這本書裏。這是第十五章，是說到經歷聖靈的管治。我想跟你們讀幾個點，他說，『倪弟



二○二○年三月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講台信息 79 
 

兄看見我們天然的所是算不得甚麼，惟有那靈在我們這人裏面所構成的纔算數。我們與生

俱來的所是無論好壞，無論有沒有用，都是天然的，都是攔阻聖靈，將神聖的生命構成到

我們這人裏面。爲這緣故，我們天然的力量、天然的智慧、天然的聰明、天然的個性、天

然的缺點、天然的美德和天然的屬性，加上我們的性格和習慣，都必須被拆毀，好使聖靈

在我們裏面形成新的個性、新的性格、新的習慣、新的美德和新的屬性。爲了完成這重新

構成的工作，神的聖靈在我們裏面運行，這就是性質上的聖別，要來光照我們。用神聖的

生命光照、感動、引導並浸透我們。祂也在我們的環境裏作工，安排我們處境裏的每一細

節和人事物，好拆毀我們天然的所是。』 

我們在羅馬書八章二十八節、二十九節，我們也可以看見，那裏說萬事效力，叫愛神的

人得益處，那些蒙祂所召的人得益處。大部分基督徒都說，『萬有都互相効力，所以我出

了車禍，我就得了一個新的車。哦，我這個考試考砸了，我下次考試就考好，一切都是萬

有互相効力。』不是這個意思的。你要繼續往下看，二十九節說，這個益處就是要模成神

兒子—基督的形像，祂是長子的形像。所以萬事萬物，所有的人事物，所有的環境，大小

事物，都互相効力，叫我們能模成基督的形像。所以祂這裏說，祂會安排某些事，廢掉我

們天然的聰明，拆毀我們天然的快或慢。祂也許安排某些事要廢掉我們天然的聰明或遲鈍。

祂也許安排另一種環境拆毀我們天然的智慧或愚拙。祂用各種人事物拆毀我們天然人的各

方面，爲要將我們模成基督的形像，模成基督的形像。 

那我繼續再讀，這裏說，『靈在我們裏面的作工，是要叫我們，把我們作成一個新的人。

靈在我們裏面是要把我們構成一個新人，一個聖別的人。那靈在外面的工作是要藉着環境

拆毀我們的舊人、天然的每一方面。』所以我再說，李弟兄這裏寫的非常光照人，非常開

啓我們。我們看見我們必須要與內在、內住的聖靈來合作，同時我們也要認識神是祂也在

藉着聖靈的管治，藉着外面的事情、事物來管教我們，好叫我們能彀被重新構成，被祂構

成，成爲一個聖別的。所以我們正在被祂重新的構成，被祂重制、重作，重新的調整，叫

我們能彀在基督裏有神在我們裏面作爲聖別的一位把我們作得與祂一樣聖別。 

我們這裏還有其他的經節，以弗所書四章說，『你們不要叫聖靈憂愁』，就是說不要叫

聖靈不高興，不開心。如果聖靈在你裏面是不開心的，你也不會開心。我們基督徒的喜樂，

只有聖靈在我們裏面喜樂，我們纔能喜樂。帖前五章十九節，也說不要銷滅那靈。這裏說，

前面說不要憂愁，叫聖靈憂愁是爲了生活，不要銷滅那靈是爲着我們的功用，盡功用。很

多時候，主可能要我們要傳福音，可能要我們對我們旁邊的人說一些話。在這種環境裏，

你可能必須要離六英尺。但你可能要打電話，還是要藉着網路向人傳講主的話。主可能在

那裏感動你要說一些話，說到主的事，但你可能銷滅那靈。我們永遠不該這麼作，我們若

這麼作，要求主赦免。主至終會把我們帶到我們的功用裏。我們不該銷滅那靈。我們不可

以叫聖靈憂愁，叫聖靈憂愁是爲了生活；不要銷滅那靈是爲着盡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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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這裏有詩篇七十三篇，這個是非常寶貴的經節。我很喜歡詩篇七十三篇，這裏說到，

也是說到聖別。因爲在這個詩篇的開頭，這個詩人，他說他不能明白，我現在只是用我自

己的話來說，這不是完美的。這個詩人就說，『我是這麼樣的爲着主，爲着你，主，我又

愛你。我把我的一生也獻給你，但我卻每天在這裏受苦。這些不追求你的人，那些罪人、

惡人他們卻是非常興旺。』所以他在想這件事的時候，他就不知道，他就不敢跟人說這件

事。因爲他知道他這麼說了，如果跟別人說會絆跌別人，叫別人灰心。所以當他想這些事，

爲了要明白這事的時候，他就非常在他的眼中實係爲難。 

就十七節，『等到我進入了神的聖所，我纔看清他們的結局。』所以這裏說等到，等我，

所以整個詩篇這裏有個大轉彎。十七節，等我進入了神的聖所，神的聖所就豫表我們的靈，

我們的靈是被聖靈內住的，也代表召會的聚會。所以等我們進到我們的靈裏，我們進到召

會的聚會裏，職事聚會裏，我們就進入了神的聖所，我們整個觀點就改變了。你可以看見

在這個詩篇裏，他就向主悔改了。他說，主阿，我實在在你面前像一個愚蠢的畜類一樣。

然後他到最後整個改變，他就說，『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

沒有所愛慕的。』是非常美好。所以在詩篇的末了，他就完全的被神充滿了。 

所以我們現在回到綱要來，我們看見在這個大點底下，這個中點底下我們有好幾個點，

讓我們看見這個聖別的怎麼樣是主持線。因爲神工作在我們身上的每一步都是要使我們成

爲聖別，在這些點上我們會看見，神在我們身上工作的每一個步驟，怎麼樣把我們作成聖

別的。 

1 尋找的聖別，也就是初步的聖別，是爲着叫我們悔改，把我們帶回歸神—彼前一2，
路十五8～10、17～21，約十六8～11。 

我前面還沒題到，就是路加十五章，當這個兒子醒悟過來的時候，那事實上是靈神尋找

的聖別的結果。爲甚麼這麼說呢？因爲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你若看第八節到第十節。在這

些經節裏，你看見這個靈是被一個婦人來表徵，她這個婦人是帶着一個掃帚在那裏掃。這

個婦人失落了一個銀幣。她有十個銀幣，失落了一個，她失落了一個銀幣。這在當時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數量，這個錢是很大的錢。當她失去了這個錢，她就開始點上燈打掃屋子，

細細的找，直到找着。所以我們永遠不該要放棄任何人。這裏也說『直到』，直到找到，

直到聖靈找到這個人。所以這個聖靈是以這個婦人表徵，祂在那裏點燈、掃屋，祂就細細

的找，直到找到了這個失落的罪人，以這個銀幣來表徵。那這就說出神的工作，這個燈也

就是代表神的話是來光照，來光照並曝露罪人的地位和光景。那祂也掃，這個掃屋，打掃

的意思就說祂搜尋並潔淨罪人的裏面，所以這就是尋找的聖別。 

好，我們來到第二。 

2 救贖的聖別，也就是地位上的聖別，是藉着基督的血，把我們從亞當遷到基督裏—

來十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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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我們也提過了。 

3 重生的聖別，也就是在性情上聖別的開始，從我們的靈更新我們，使我們這些罪人

成爲神的兒子—有神聖生命和性情的新造—約一12～13，林後五17，加六15。 

這是從不同角度看到生機的救恩。我們現在是來看生機的救恩，把它看成是聖別的過程，

所以帖前五章二十三節講得非常清楚。所以這裏每一步，神生機救恩的每一步驟都是聖別。

所以第三點開始說重生的聖別。所以當我們重生的時候，那就是重生的聖別，也就是在性

情上聖別的開始。從我們的靈更新我們，使我們這些罪人成爲神的兒子—有神聖生命和性

情的新造。所以我們就成了一個新造，在我們的靈裏成爲新造。這是在基督進到我們靈裏

時發生的，我們就在那個時候重生成爲，由靈而生，那個大寫的靈，由靈而生，然後我們

裏面的靈（小寫的靈）也就被點活，祂就內住在我們靈裏，我們就成爲一個新造。卽使我

們是一個新造，在靈裏是新造；可是我們還需要每天被更新。我們還需要每一天被更新，

因爲我們不光只想要在我們靈裏被更新，我們也要在我們的心思裏，在我們的意志裏，在

我們的情感裏，至終連我們的身體也都需要被更新。 

4 更新的聖別，也就是性情上聖別的繼續，從我們的心思到我們魂的各部分，更新我

們的魂，使我們的魂成爲神新造的一部分—羅十二2下，六4，七6，弗四23，結三六

26～27，林後四16～18。 

所以羅馬書十二章二節列在這裏的，說我們是要藉着心思的更新而變化。藉着心思的更

新而變化。以弗所書四章二十三節也說，我們要在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那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這個調和的靈，我們要給調和的靈有路能彀進入、侵入我們的心思，佔有我們的心思，

能彀在那裏掌權，能彀控制我們的心思，掌控我們的心思。所以我們這調和的靈就變成了

心思的靈。哦，這實在是太美好了。 

然後腓立比書二章二節說，你們要思念同一件事。你如果讀這個話，你如果只是客觀來

說，『哦，我們可以思念同一件事。』他沒有說要思念許多的事，這裏說思念同一件事。

按腓立比書，這同一件事就是主觀的認識並經歷基督，這是我們思想裏該充滿的。我們要

怎麼樣主觀的認識基督，怎麼樣主觀的經歷基督，在經歷上認識祂，這是要思念同一件事。 

然後二章五節說，『你們裏面要思念基督耶穌裏面所思念的。』這就是在基督耶穌裏面

所思念的，被分賜到我們的心思裏，就成爲我們的心思。所以，我們的心思本來是要，應

該來盛裝基督的心思的，我們的心思就是應該要成爲基督的心思。基督盼望祂的心思能彀

複製在我們心思裏，所以我們心思成爲基督的心思。 

所以我們如果要成爲神的新造，是在實際上藉着這個更新的聖別。我很喜歡這羅馬書六

章四節跟七章六節。羅馬書六章四節說，『我們要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每天，我

們都該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我們總該懼怕成爲老舊的，應該怕成爲老舊。我們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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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是新的。我們都知道只有神是新的，只有神是新的。所以我們要被更新，要藉着祂神聖

的性情，藉着祂神聖的性情來更新。然後七章六節說，我們要在靈的新樣裏服事。所以我

們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那是在日常生活中；然後我們在服事的時候，要在靈的新樣

裏服事，這是爲着服事的，是爲着主，向着主來服事。 

然後以西結書三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七節，我們也看見，當我們重生的時候，神也賜給

我們一個新心和一個新靈。祂賜給我們一個新心是來愛祂，祂賜給我們一個新靈是來接觸

祂。然後祂也把祂的靈放在我們裏面。然後祂這裏說，還會把祂的靈放在我們裏面，使我

們遵行祂的律例。這是很重要的。祂說，我要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祂沒有說你們就該

遵行，而是說我要使你們遵行。使你們遵行我的律例，這甚麼意思呢？就是說這個在我們

裏面的靈事實上，就是那生命之靈的律，就是一個自動的原則，是靈裏一個自動的能力，

使我們能彀來遵行祂的律例。 

所以弟兄們，我們每一天，事實上我們已經有了新心，有這個新靈，但我們還是需要每

天被更新，每天被更新。所以林後四章告訴我們，說雖然我們外面的人在毀壞，我們裏面

的人卻日日在更新，日日在更新。所以我們要日日被更新，好使我們保守我們心的新鮮，

保守我們靈的新鮮。我們後面會看見怎麼樣會保持這個新鮮。好，我們來到第5。 

5 變化的聖別，也就是日常的聖別，新陳代謝的用基督的元素把我們重新構成，使我

們成爲新的構成，作基督生機身體的一部分—林前三12，林後三18。 

變化的聖別，也就是日常的聖別。這不是很寶貝麼？這個變化的聖別應該是一個日常的

事，這應該是個每天的事。這是新陳代謝的用基督的元素把我們重新構成，使我們成爲新

的構成，作基督生機身體的一部分。林前三章，當然這個林後三章十六節說到，心幾時轉

向主，帕子就除去了。如果你再讀十八節，就說我們旣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

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好像鏡子觀看並返歸主的榮光，我們這麼作的話，我們就漸漸變化

成爲與祂同樣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就是從一個程度的榮耀到另一個程度的榮耀，乃是

從主靈變化成的。 

所以我們是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這就是我們被變化的方式。我們每天被變化是藉着觀

看主，在祂的榮耀裏觀看主，然後返照主的榮光。觀看主，在祂的榮光裏觀看祂，或觀看

榮耀的主，就是要來注視祂，我們要注視主。要返照祂，就是要讓別人能彀藉着我們看見

祂，把祂彰顯出來。所以藉着我們觀看祂，我們就被祂這榮耀的主充滿，我們就把這個榮

耀彰顯出來，從我們裏面照耀出來，照在別人身上。這就讓我們看見，在職事裏所說的，

我們也說過，前面也分享，以前也分享過，所以這個在地上最高的職業就是與主花時間，

來被主浸入，被主浸透。所以叫我們能彀彰顯出神，照耀出神。所以每天我們都要與主花

時間，特別是在早上，與祂花時間好好的被祂，被神來充滿，被祂的榮耀來充滿。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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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纔能彀有這種變化的聖別。然後當我們觀看祂的時候，我們就能彀被祂充滿。我非常喜

歡這個話，叫我們能彀彰顯出，把神照耀出來，照耀出神。 

弟兄們，我相信我們都有這樣的經歷。有的時候，我們看見一個剛剛得救，剛剛重生的

聖徒，他可能是新進到召會生活裏，但你可以看見他們就在那裏發光，在那裏照耀。但很

悲傷的一件事是，我們可能在召會生活裏久了，基督徒生活久了。我們不是越照越明，反

而是這個光亮越來越暗淡，因爲我們沒有觀看主。我們要觀看主，我們要被祂充滿。我們

若觀看祂越看越少，那這個光、照耀就越來越暗淡。我們永遠不該讓這樣的事發生，不該

讓這樣的事發生。這個照耀就是我們的盡功用。這個照耀就是我們的盡功用。我們就是在

這裏光照，如作世界上的發光體。所以這個變化的聖別也是，林後三章也是說到我們生活

的一面，在林前三章是說到功用的一面。這是林前三章十二節，我們不該用木、草、禾稭

來建造，這個會被燒滅的，在主審判我們的時候都會被燒掉。這個木就代表我們天然的人，

草代表我們的肉體，禾稭代表無生命的工作，就是沒有生命的工作。所以我們要用金，就

是父神的性情，在這神聖的性情，銀是表徵救贖的基督及身位、工作一切的美德和屬性，

寶石表徵是那靈變化的工作。 

所以弟兄們，這就帶我們到聖經裏面兩個非常重要、美好的經文。民數記十八章一節，

那裏說到一個干犯祭司職任的罪孽，干犯聖所的罪孽。倪弟兄有一篇信息講到干犯聖所的

罪孽，民數記十八章一節。這個意思就是說在我們的事奉裏，是可能，我們可能是會犯聖

所的罪孽的，這是非常叫人警惕的，嚴肅的話。我們要怎麼樣能彀不干犯聖所的罪孽呢？ 

羅馬書讓我們看見，我們作一切的事，我們所說一切的話，我們不管在那裏，所作的一

切都該是從神而出，神必須作源頭，必須是按着祂的旨意，必須從祂來的，也必須是藉着

祂。這是羅馬書十一章三十六節，不光是萬有都要本於祂，以祂作源頭，也按着祂的旨意，

並且也要藉着祂作爲那個憑藉。祂必須是我們的憑藉，來完成我們一切的事奉。祂是我們

的源頭，祂是我們的憑藉，祂是我們的生命，祂是我們的道路，祂是我們的人位，祂是我

們的一切，來執行我們聖別的事奉，來建造召會作爲基督的身體，作爲一個新人。這裏說

本於祂，藉着祂並歸於祂，願萬有都是本於祂，藉着祂，歸於祂，願榮耀歸於祂，直到永

永遠遠。所以我們事奉，一切的事奉都應該是歸於祂，爲着祂的榮耀的。所以我們所作的

一切，不該是爲着我們自己的榮耀，我們自己的彰顯，應該是爲着祂的榮耀，祂的彰顯。

我們不是在這是彰顯我們自己，我們在這裏是來彰顯神。所以我再說，我們要怎麼樣能彀

不犯這個聖所的罪孽呢？我們必須一切都是本於祂爲源頭，藉着祂作爲憑藉，並且歸於祂

作爲目的，爲了祂的榮耀。 

6 模成的聖別，也就是成形的聖別，將我們形成榮耀之基督的形像，使我們成爲基督

的彰顯—羅八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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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前面，羅馬書八章二十九節也講過了。 

7 得榮的聖別，也就是終極完成的聖別，藉着把我們的身體改變形狀，而救贖我們的

身體，使我們在榮耀裏完滿的成爲基督的彰顯—腓三21，羅八23。 

我們來到第7，就是聖別的最終階段，就是得榮的聖別，也就是終極完成的聖別，藉着

把我們的身體改變形狀，而救贖我們的身體，使我們在榮耀裏完滿的成爲基督的彰顯。所

以腓立比書三章二十一節告訴我們，神要變化我們，使我們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他說我

們現在的身體，按着羅馬書七章這個是罪的身體，是死的身體，這是我們的肉體，這個是

卑賤的身體，意思就是說我們這個物質的身體，這個肉體，今天是滿了罪的，滿了輭弱的，

滿了疾病的，滿了死亡的。這個與哥林多後書五章四節所說的是相反的，那裏說，當我們

得榮的時候，在我們這個得榮的聖別的時候，在我們的身體裏。我很喜歡這句話，他說我

們必死的，必被生命吞滅了，要被生命吞滅了。 

所以弟兄們，我常常爲這個禱告。在我的經歷中，不光是在未來將來的事，而是每天我

都盼望被生命來吞滅。哦，主阿，用你的生命來吞滅我，被基督的生命來吞滅。腓立比書

三章二十一節說，『按着祂那甚至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動力，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

狀，使之同形於祂榮耀的身體。』所以祂是要叫萬有歸服自己，祂把我們的身體也歸服於

祂，最終就是要使我們身體得榮，就是有個得榮的聖別。 

我們現在來到第三中點。 

三 神聖的、性情上的聖別，乃是由基督作爲那聖化人的靈，在我們的靈裏所施行的—十

五16，八4。 

在羅馬書八章六節，祂是囑咐我們要把心思置於靈。那裏說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安。

那是甚麼意思呢？把心思置於靈甚麼意思呢？其實很簡單。心思置於靈就是要注意你的靈，

你要注意你的靈。請聽，就是要注意那聖別的靈在你靈裏的說話和行動，你要注意你的靈。

這是首先注意那聖別的靈在你的靈裏的說話和行動和工作。 

所以我想要總結一下來說，我們剛剛前面已經說過了愛主，我們需要愛主，愛主能彀聖

別我們，我們要以全心、全魂、全力量、全人來愛主。所以這個聖別是在愛裏的一件事。

我們也說過可以藉着祂卽時的說話來得聖別。然後我們也是需要藉着注意我們裏面聖別的

靈在我們靈裏的說話和工作。 

關於神的話聖別我們，在魂裏聖別我們，特別是我們的心思裏，我還有一些話想要跟你

們分享，只有幾句話，是從職事裏來的，我想讀給你們聽。他說，『藉着我們愛主，藉着

我們操練我們的靈，在禱告中操練我們的靈，也藉着每天讀祂的話。我們愛主，我們操練

我們的靈，並且我們注意我們的靈，也禱告，我們也每天讀祂的話，在禱告裏來讀祂的話，

藉此我們的心思就被這個調和的靈所充滿。』我很擔心這件事，關心這件事。我常常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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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聖徒，在我們照顧底下的聖徒，特別是那些年輕的聖徒。特別是在我面前坐的三位弟

兄，我們都至少有六英尺分開，我們在這裏是照顧全時間訓練的學員。我知道他們的負擔

就是說，很多這個學員，他們是大學畢業了。大學畢業他們的心思是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哲

學，那個是在大學時代被灌輸到他們的腦袋裏。這些教授，很多大學教授都是非常黑暗的，

他們的思想。雖然他們有博士，他們有的兩個博士，我不管你有幾個博士。他那種思想是

黑暗的，他們的領悟是黑暗的，這個黑暗的悟性和思想被注入了，注射到這些年輕人的頭

腦裏。雖然這些聖徒是重生的，但是他們如果不注意的話，就會受害。所以我們要照顧這

些學員，甚至是這些年輕的學員，年輕的聖徒，我非常對他們有負擔。姊妹也是，當然弟

兄也是，姊妹也是。姊妹，特別是姊妹，她們的觀念，關於這個要小孩的觀念，需要怎麼

樣對待丈夫的觀念。她們想說，應該都是平分，大家都要平等。聖經裏沒有這麼說，聖經

是說妻子要順服丈夫的。你要對丈夫說『阿們』。你要對這個話說『阿們』，你要把這個

話禱告回去的。然後丈夫要愛妻子的，你就會被基督的愛所充滿。你如果阿們這樣的話，

你就會被基督的愛充滿。但是我們的心思需要被更新，被神的話來更新。 

我現在再往下說。『我們藉着愛主，藉着每天讀祂的話，藉着禱告，就會改變、更新我

們的心思，我們要在心思裏被更新，就是要除去一切老舊的觀念。這老舊的觀念可能是關

乎人的生活，那纔能讓聖經的話來更新我們的心思，藉着聖靈的光照來得更新。』所以我

們的心思應該來盛裝神的心思。這個神的心思是在聖經裏的。爲此，我是非常有負擔，非

常擔心我們年輕人。所以我一再的囑咐我們的學員要讀聖經，他們每天都有個讀經的進度，

他們必須讀經。當然不光是讀，他們要按次序讀。但卽使在你們這規律的讀經裏，你如果

被一個東西摸着了，你就要立刻把它化成禱告，化成禱告。這就會對你成爲一個卽時的說

話，來對你有一個新陳代謝的洗滌和更新，能彀更新你的心思。 

伍 我們要爲着召會生活過聖別的生活，就需要主使我們的心得以堅固，在聖別上

無可指摘—帖前三13： 

我們要爲着召會生活過聖別的生活，其實這一個辭『爲着召會生活過聖別的生活』就是

帖前的一個主題。所以要過這樣的一個聖別生活就需要主使我們的心得以堅固。我們就需

要主使我們的心得以堅固，在聖別上無可指摘。這是從帖前三章十三節裏出來的。讓我這

麼說，帖前三章十三節是說到『祂要使我們的心得堅固，在聖別上無可指摘』，在我們的

神與父面前，當我們主耶穌同祂眾聖徒來臨的時候。這裏是非常有趣的。這個帖前是寫給

初信的信徒。但是在這裏每一章裏，第一章到第五章，每一章裏面都說到主的再來。保羅

盼望他們是被主的再來的渴望、期待所充滿的，就是主要來了。 

我最近非常的被摸着，就說主的再來這個字就是Parousia，巴路西亞。『巴路西亞』這

個字，這個希臘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同在的意思。所以神的再來事實上就是祂的同在。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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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們，這個甚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如果要期待祂的再來，從外在的一面，祂當然也是

從我們裏面要，祂在我們裏面聖別我們，屬靈的一面來聖別我們，這個也是祂在我們裏面

的同在。我們不能失去祂在我們身上的這個同在，這就是祂的巴路西亞。 

有一件事，李弟兄說過。非常摸着我的，你們都記得，說聖經有好幾次囑咐我們，命令

我們要敬畏主。在詩篇八十六篇說，你要讓我的心是單純的來敬畏你。以賽亞書十一章二

節說，祂是被敬畏耶和華的靈所充滿。所以那裏祂是有一個正確的敬畏。主耶穌作爲一個

人，祂對父神是有個正確的尊重，祂是有個正確的敬畏。更明確的說，李弟兄說，我只怕

一件事，我怕冒犯主，失去祂的同在。這該是我們所害怕的。我們該是要有對主有正確的

敬畏，就是要害怕冒犯主，並且害怕失去祂的同在。因爲我們若失去祂的同在，我們就失

去一切了；我們如果有祂的同在，我們就有了一切。 

一 我們的心是由我們魂的各部分—心思、情感、意志（太九4，來四12，約十四1，十六

22，徒十一23）—加上我們靈的一部分—良心（來十22，約壹三20）所組成。 

這下面的經節都讓我們看到這個。 

二 心是生命的進出口，是生命的『開關』；心不對了，靈裏的生命就受了阻礙，生命的

律也就不得自由運行，不能通行無阻，而達不到我們全人的各部分；生命雖然有大

能，這大能卻受我們一顆小小之心的控制—箴四23，太十二33～37，參結三六26～
27。 

弟兄們，你們都知道在職事裏的話語裏，在職事初期，當李弟兄被派到美國，被主差遣

到美國的時候，他來。他那時候是帶有很多神聖的豐富，這個神聖的豐富其中一項就是我

們人的靈。這是我們以前都沒看過的，我們從來沒有看過我們有人的靈。我們能彀用靈來

敬拜神，我們能用靈來接觸神，用我們人的靈來盛裝神。但是我不會說我們從來，我們會

說我們並沒有那麼着重的看我們的心，講到我們的心，我們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因爲彼前

三章四節說，我們的靈是心中隱藏的人。所以心是包圍着靈的。所以這個靈是心中隱藏的

人。所以這個心是包圍着靈的。所以，這裏說心是生命的進出口，是生命的『開關』。是

生命的進出口。因爲箴言四章二十三節告訴我們，說你們要切切保守你心，因爲生命的果

效發之於心。馬太福音十二章說，心裏所充滿的，口裏就說出來，十二章三十四節。所以

你心裏所充滿的，口裏就說出來。你的心裏若滿了高爾夫球，很多人喜歡打高爾夫球，所

以他們嘴巴裏講出來的就是高爾夫球。所以今天世界上有不同大小的球，有乒乓球，有高

爾夫球，有籃球，有足球，這個排球，還有各樣的球。這真是非常讓我震驚的。所以這個

球就成爲許多人的一生了，成了許多人的事業了。所以他們心中充滿的，他們口裏就講出

來。 

我這裏可以作一個個人的見證。我們有個弟兄叫威利，你們相信的話，我以前是在大學

裏是打籃球的，我是這個大學籃球校隊的。你們看見我，可能說，Ed弟兄怎麼可能打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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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爲我是打美式足球的，以我的這個身材。但我很久以前是，我以前是很瘦的。不光是

很多年以前，很多胖的以前，以前是瘦很多的。我這麼說是有目的的。我們那個威利弟兄，

他也是一個職業的籃球選手，他是一個職業的籃球選手。我可以說威利弟兄是非常厲害的，

打得非常好。他不光只是職業，他在職業裏面也是職業裏面的佼佼者。但威利弟兄他把我

帶到他的一個隊友的家裏，他的負擔是要他隊友能彀得救，所以我們就到他隊友的家裏。

當你到他的家裏的時候，你跟他講話，你如果不講籃球的話，他就沒有甚麼好講的了，他

只會講籃球。哇，我們就只好降到他的那個層次，我們就只好，我們就只好把我們以前的

那些記憶，把它再挖出來，爲了要牧養這個隊友。你就只好講籃球的事。最終我真感謝主，

我們有些辦法跟他寫了一封信，謝謝他那天招待我們，在那封信裏我也傳福音給他。我說，

我在那裏也寫下了一個禱告，叫他禱告這個禱告，我也給他了『人生的奧祕』，『基督徒

正常信仰』這本書。我沒有一個證據，但我可以相信他是得重生了，得救了。很多原因，

他得救了。但我的點是在你的心裏充滿甚麼呢？口裏就說出來。當你被重生了，你進到召

會生活裏的時候，你所說的就是基督。那這個第十二章三十五節，馬太福音，『善人從他

所存善發出善來，惡人從他所存的惡發出惡來。』所以聖徒們，我們盼望基督是我們心裏

的儲存、寶藏。如果你的心是滿了邪惡的藏物，那是何等的可悲呢。所以這裏說，我們的

心是生命的進出口，是生命的『開關』。心不對了，靈裏的生命就受了阻礙，生命的律也

就不得自由運行，不能通行無阻，而達不到我們全人的各部分。生命雖然有大能，這大能

卻受我們一顆小小之心的控制。 

三 神是不改變的一位，但按着我們天然的出生，我們的心在與人、與主之間的關係上是

善變的—參提後四10，太十三18～23。 

提後四章十節，在那個經節裏說到，保羅說『底馬愛了現今的世代，就離棄我往帖撒羅

尼迦去了。』底馬本來是個親密的同工，這在我們的歷史上也看過。我們看過同工，他們

本來是很親密的同工，但是他們就離開了，就離開了主恢復的路。主恢復的路就是聖別的

路，就是神完美旨意的路，完全旨意的路。那是很可悲的。這就讓我們看見，我們天然的

心思是善變的。我們不該以爲我們不會，跟別人不一樣，我們不會有這樣的情形，我們天

然都是一樣的。 

四 按着一個人天然、屬人的生命，沒有一個人有堅定的心；因爲我們的心太容易改變

了，所以它一點也不可靠—耶十七9～10，十三23。 

所以耶利米書十七章說到，『人心比萬物都詭詐，無法醫治，誰能識透呢？』十三章二

十三節說，耶利米問了一個問題，他說，『古實人豈能改變皮膚呢？豹豈能改變斑點呢？』

他就繼續說，『若能』，他說，『你們這習慣行惡的便能行善了。』換句話說，你們要能

彀改變你的心，就好像這個豹能彀改變斑點一樣。感謝主，藉着聖別的靈，祂是把我們的

斑點都移除了，是神聖的移除斑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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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們的心有可指摘，因爲我們的心刻變時翻；不改變的心就是無可指摘的心—詩五七

7，一○八1，一一二7。 

六 在神的救恩裏，心的更新是一次而永遠的；但在我們的經歷裏，我們的心不斷在更

新，因爲它是善變的—結三六26，林後四16。 

七 我們的心是善變的，所以需要被聖別的靈不斷的更新，好使我們的心在聖別、分別歸

神、被神佔有、被神據有並被神浸透的光景裏，得堅固並得建立—多三5，羅六19、
22，林後三16～18，太五8，詩五一10～12。 

這都是非常寶貝的話。哦，我們需要分別歸神，我們需要在地位上分別歸神，在性質上

我們需要被神佔有、據有、被神浸透，這是非常寶貝的。這些下面的經節都讓我們看見這

一點。 

八 當我們被聖別的靈不斷更新，使我們的心得堅固，在聖別上無可指摘時，我們就漸漸

成爲新耶路撒冷，有神聖生命的新樣，也漸漸成爲聖城，有神聖性情的聖別—啓二一

2，約壹五11～12，彼後一4。 

當我們被聖別的靈不斷更新，使我們的心得堅固，在聖別上無可指摘時，我們就漸漸成

爲新耶路撒冷。我很喜歡這個，就成爲新耶路撒冷。有神聖生命的新樣，也漸漸成爲聖城，

有神聖性情的聖別。哦，這是非常美好的。這讓我們看見就是我們的經歷，也是跟我們未

來的定命，我們永遠的定命是相聯的。 

陸 『願和平的神，親自全然聖別你們，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們主耶穌基督來臨的時候，得以完全，無可指摘。那召你們的是信實的，

祂也必作成這事』 —帖前五23～24： 

這是一個帖前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節的經節。『願和平的神，親自全然聖別你們，又願

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們主耶穌基督來臨的時候，得以完全，無可指摘。

那召你們的是信實的，祂也必作成這事。』 

一 和平的神是那聖別人的，祂的聖別帶來和平；當我們從裏面被祂全然聖別時，就在凡

事上與祂與人都有和平—23、13節，帖後三16。 

弟兄們，這有個經節可能是你沒想過的，但我相信是應該化成我們的禱告。我記得非常

清楚，禱告這個經節。在我在一個國家去一個特會以前，我就禱告這個經節。你知道你被

主差遣去作工的時候，到一個國家作工的時候，我們都盼望一直是在靈裏的。我們要承認

我們很多時候不是在靈裏的。就如果說現在，我們都盼望我們在靈裏。當我們不在靈裏的

時候，我們就很容易焦慮，我們就沒有平安，卽使在爲主作工的時候也沒有平安。所以那

個時候我就覺得很焦慮，『主阿，我要說甚麼呢？我要作甚麼呢？哦，我去的時候會發生

甚麼事呢？』各式各樣的思想，我就說，『主阿，我需要你作我的平安。』我就找到了這

個經節，我就禱告這經節。這是帖後三章十六節說，『願平安的主隨時、多方、親自賜你

們平安。』我很愛這個經節，我們可以把這個經節禱告回去給主。說『主阿，你是平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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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你說你是平安的主，求你持續的給我平安，多方、親自的賜我平安。』 

二 神願意，也必親自這樣聖別我們；只要我們肯追求祂這聖別，肯在這事上與祂合作，

就能成爲聖別，像祂聖別一樣（彼前一15～16）；非聖別沒有人能見主（來十二

14）。 

這是希伯來書十二章十四節。 

三 神這樣聖別我們，也就是在我們靈、魂、體的素質裏變化我們，使我們在性質上全然

像祂；如此，祂就保守我們的靈、魂、體全然完全—帖前五23： 

所以祂要全然聖別我們，這是在量的一面。祂就是在一個量的事上，在量的這一面，祂

要全然的聖別我們。但我們的靈、魂、體要全然完全，要完全呢，這就是質的這一面，性

質的一面。所以我們的靈、魂、體都要完全，得以完全，成爲完全的，像聖靈一樣，祂是

基督的實化，祂也就是父神的具體化身。 

1 因着墮落，我們的體受了敗壞，魂受了玷污，靈也死了；在神完全的救恩裏，我們

的全人都要得救，成爲完全、完美的。 

2 爲此，神保守我們的靈脫離死的元素（來九14），保守我們的魂不再留在天然和老

舊裏（太十六24～26），並保守我們的體脫離罪的敗壞（帖前四4，羅六6）。 

我看我現在的時間大概不彀了，只能讀這些綱要的點，但我盼望你都能好好的回去，把

這些點帶到主面前，好好禱告這些點，這些點都是非常寶貝的。 

3 神這樣的保守，以及祂徹底的聖別，維持我們過聖別的生活，直到成熟，使我們能

在主來臨時與祂相會。 

所以我們要變化，就是有一種新陳代謝的改變，在天然的生命上改變。要成熟，就是被

這個神聖的生命、改變我們的生命來充滿，這就是成熟。 

4 在量的一面，神要全然聖別我們；在質的一面，神要保守我們得以完全，就是要保

守我們的靈、魂、體得以完美。 

5 雖然神保守我們，但我們必須負起責任，採取主動，與神的運行合作，藉着使我們

的靈、魂、體被聖靈浸透而蒙保守—帖前五12～24。 

好，我現在來到第七大點。事實上這個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十二到二十四節，這些經節

都讓我們看見，我們怎麼樣能彀與這個聖別的靈來配合。很多的點都是說出我們怎麼樣配

合，讓祂能彀充滿我們，浸透我們。 

好，我們現在來看第七大點。 

柒 我們要與神合作，在聖別中保守我們的靈，就必須藉着運用我們的靈，以保守

我們的靈是活的—提前四6～7： 

所以提前四章六節特別是七節，告訴我們要操練自己以至於敬虔。當然這就是說要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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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靈，我們操練我們的靈，所以神纔能彀被彰顯出來，神從我們身上藉着我們彰顯出

來。這是非常有趣的。這個『操練』這個辭，它的字根，希臘文的字根，就是『體操』的

同一個字的字根，體操。所以我們好像是要作體操，就是要操練我們，就像如同作體操一

樣。所以這裏說。 

一 我們要保守我們的靈，就必須運用我們的靈與神交通，以保守我們的靈是活的；我們

若不這樣運用我們的靈，就會把我們的靈留在死沉的光景裏—提後一6～7，參猶19： 

1 喜樂、禱告、謝恩就是運用我們的靈；要保守我們的靈，首先必須運用我們的靈，

保守我們的靈是活的，並將我們的靈從死亡中拉出來—帖前五16～18。 

所以弟兄們，這很有趣的。我們就照這些經節說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

然後說因爲這是神在耶穌基督裏對你們的旨意，對你們的旨意。讓我們剛纔說過，神的旨

意就是要聖化我們。那怎麼樣能彀實際的被聖別呢？被聖化呢？就是要操練你的靈。那你

怎麼樣能彀操練你的靈呢？這個經節就是告訴我們，神的旨意就在這裏，描述了前面三件

事，就是要常常喜樂。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就是神的旨意，常常喜樂就是神的旨意，

凡事謝恩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我們聖別，在日常生活中操練我們的靈來得聖別。

這三件事就是路。 

2 我們需要與那聖化人的神合作，使我們從靈裏死沉的光景分別出來—參民六6～8，
林後五4。 

這是拿細耳人的願。在民數記第六章說到他們要從一切天然的感情中分別出來，還有一

切死亡和背叛中分別出來。我們要從死亡中分別出來。 

3 我們必須在我們的靈裏，用我們的靈敬拜神、事奉神並與神交通；我們所是的一

切，所有的一切，和向神所作的一切，都必須在我們的靈裏—約四24，羅一9，腓二

1。 

二 我們要保守我們的靈，就需要保守這靈脫離一切的玷污和污染—林後七1。 

三 我們要保守我們的靈，就必須操練自己，對神對人都存無虧的良心—徒二四16，羅九

1，參八16。 

當然這是說到包括我們的良心，我們的良心就是靈的一部分，也是我們心的一部分。所

以我們可以說，我們的良心就是我們靈的窗口，也是我們心的一個窗口，所以叫我們靈裏

的生命能彀照耀出來，藉着我們的良心照耀到我們心裏的各部分。所以我們需要保守我們

的靈不受任何玷污和污染。 

四 我們要保守我們的靈，就必須留意我們的靈，將心思置於靈，顧到我們靈裏的安息—

瑪二15～16，羅八6，林後二13。 

下面的經節都說到這個。 

捌 我們要與神合作，在聖別中保守我們的魂，就必須清理我們心理之心的三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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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動脈』，就是我們魂的各部分—我們的心思、情感和意志—參詩四三4，
尼八10，約壹一4，耶十五16： 

我們剛剛說要怎麼保守我們的靈，現在我們要說到怎麼保守我們的魂。我們要保守魂，

就必須清理我們心裏之心的三條主要『動脈』，就是我們魂的各部分—我們的心思、情感

和意志。所以我們要確保這些『動脈』就是通暢的，每天我們需要主作我們的神聖的心臟

醫師，祂每天要有個神聖的心臟檢測。 

一 我們的魂要被聖別，我們的心思就必須被更新，成爲基督的心思（羅十二2），我們的

情感必須被基督的愛摸着並浸透（弗三17、19），我們的意志必須被復活的基督征服

並注入（腓二13），並且我們必須用我們的全人來愛主（可十二30）。 

這些下面的經節都是非常有大能的。 

二 除去心理之心三條主要動脈的阻塞之路，就是向主徹底認罪；我們需要停留在主面前

一段時間，求主把我們完全帶進光中；在光中我們被祂暴露時，我們需要承認我們的

缺點、失誤、失敗、錯誤、惡行和罪—約壹一5～9： 

1 我們要清除我們心思動脈的阻塞，就需要承認我們思想裏以及我們思想方式上一切

有罪的事物。 

弟兄們，我們實在，我們要與主挺多清楚的對付。如果我們有一些不好的思想，我們馬

上就要認罪。有些不好的思想，馬上就要認罪。這樣纔能叫我們的『動脈』，心思的『動

脈』能彀通暢。 

2 我們要清除我們意志動脈的阻塞，就需要承認我們意志裏背叛的病菌。 

3 我們要清除我們情感動脈的阻塞，就需要承認我們表達喜樂和憂傷的方式是天然的

甚至是屬肉的，並且我們許多時候恨我們所該愛的，愛我們所該恨的—參啓二4、
6。 

啓示錄二章四節，主說，對以弗所召會說，我有一件事責備你，因爲你離棄了起初的愛。

然後六節說，然而你有這件事，就是你恨惡尼哥拉黨的行爲，這也是我所恨惡的。所以換

句話說，我們是應該恨神所恨的，祂是渴望，祂愛我們被祂充滿，祂是恨惡尼哥拉黨的行

爲。你可以去讀註解，那就是說到聖品階級，這是神所惡的恨的，主所恨的。我們要恨祂

所恨的，我們要愛祂所愛的，盼望每一個肢體都是盡功用的，包括我們自己都是盡功用的。 

4 我們若花彀多的時間清除心理之心三條主要動脈的阻塞，就會感覺到我們全人活

了，並且光景非常健康。 

最後第九大點。讚美主，我們還有第九大點。 

玖 我們要與神合作，在聖別中保守我們的身體，就必須把我們的身體獻給祂，使

我們能爲着召會生活過聖別的生活，實行身體生活，好完成神純全的旨意—羅

十二1～2，帖前四4，五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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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羅馬書十二章，我們要獻上身體，作爲討神喜悅的活祭，這是聖別的。這就代表說

當我們獻上身體的時候，身體就成聖了，成爲聖別了，並且討神喜悅了，這是我們合理的

事奉。這是關乎我們的身體。 

一 我們墮落的身體，就是肉體，乃是罪、死和撒但這三者的『聚會所』；但藉着基督的

救贖，並在作爲父、子、靈『聚會所』的我們重生之靈裏，我們的身體是基督的肢體

和聖靈的殿—羅六6、12、14，七11、17～25，八2～3，林前六15、19。 

然後後面說我們墮落的身體，就是肉體，乃是罪、死和撒但這三者的『聚會所』。這個

『聚會所』是永遠不會改善的，直到我們身體被得榮。不管你作基督徒作多久，你在召會

生活裏多久，你的身體就是這個罪、死和撒但這三者的『聚會所』。但感謝主，我們還有

另一個『聚會所』，我們有靈的『聚會所』；但藉着基督的救贖，並在作爲父、子、靈

『聚會所』的我們重生之靈裏，我們的身體是基督的肢體和聖靈的殿。這不是很寶貝麼？

當然父、子、靈祂們已經完全的擊敗了撒但、罪和死，叫我們能彀活在我們的靈裏。 

二 保守身體就是在我們的身體上榮耀神—20節。 

三 保守身體就是在我們的身體上顯大基督—腓一20。 

很多時候我們讀腓立比書一章二十節，我們沒有看見這個字說，『在身體上』。保羅是

說在身體上要顯大基督，是在身體上。所以就是說我們要顯大，要彰顯，要宣揚，讓基督

顯大，是在我們的身體上高舉基督。我們高舉祂，頌揚祂，都是在身體上頌揚祂。 

四 我們要保守身體，就必須不照我們的魂（舊人）生活；這樣我們罪的身體就失業，被

解雇—羅六6。 

這是惟一一個好消息。解雇是好的，這種解雇是好的。 

五 我們要保守身體，就必須不將我們的身體獻給任何有罪的事物，倒要獻上自己作義的

奴僕，並獻上我們的肢體作義的兵器—13、18～19、22節，帖前四3～5。 

六 我們要保守身體，就必須痛擊己身，叫身爲奴，以成就我們神聖的目的，就是成爲聖

城—林前九27，啓二一2。 

哦，這不是太美好了麼？所以這裏讓我們看見一個完全、徹底的一幅圖畫，看見神的旨

意就是要我們成爲聖別，爲了完成神在已過永遠所定意的。祂揀選我們要成爲聖別，藉着

一個聖別的過程，所以最終我們能彀成爲聖城新耶路撒冷。讚美主！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