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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  神圣的灵与我们人的灵调和─神生机救恩的秘诀
和整个基督徒生活的关键信息听抄 

为着已过五天，我们赞美主。明天是第六天，我们看过了九篇信息，我相信我们一再一再的

蒙了光照，这是不是我们的见证呢。这里有这么多神圣的启示都倾倒在我们这里，这是何等大的

祝福。今天晚上我要说，我们要进到另外一项事，这是在我们对三一神的经历上，是关键的。 

我请大家来读这一篇的篇题。我要这么来读，请记得这是第三个标语，对，就是在后面第三

个标语，也是在你们所发出去的，这不同，就是加事，你要读第三个标语。好不好，我们一起来

读第三个标语，也就是这个篇题。我们用强的灵来读，神圣的灵与我们人的灵调和，乃是神生机

救恩的秘诀和整个基督徒生活的关键。弟兄们，神圣的灵与我们人的灵调和，乃是神生机救恩的

秘诀和整个基督徒生活的关键。姊妹们，神圣的灵与我们人的灵调和，乃是神生机救恩的秘诀和

整个基督徒生活的关键。我盼望今天晚上，你们作梦都会梦到这个，醒来的时候，你第一件事，

也要重复这一个篇题。我盼望这件事成为你全人所是的一部分。 

刚开始我愿意作一个很简短的见证，我愿意给这个见证，因为我们有许多新进来的人在训练

里面，有一面是年纪上是年轻的，也有许多在召会生活里是刚进来的。其中一个傍晚，我想我们

请所有新来的都站起来，这是不是一个对我们眼睛来说，是一幅美丽的景象呢，我见证我是非常

的喜乐能够看见，主能够带许多新的人来。当然我们或许已经不是那么新了，但是我要这么说，

我们在召会生活里的时间，还没有那么久，的确在召会生活里面，也有些较久一点的，不仅年龄

是久，长一点，也在主的恢复有相当的年日。那我的感觉，听见这些话，就和我第一天听见的一

样，我盼望我们众人来说，这些话对我们来说，是同样的新鲜，同样的新，就好像我们第一次听

见一样的强而新鲜。愿意这些话，我们用这样的辞，在我们里面是有大能的。这些话能在我们里

面运行、运作，好使我们能够继续往前，使我们能接触主，活出主的生命，也与在全地众召会建

造在一起。 

我们这一个周末所在之下的交通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见证，我愿意跟你们分享，我能够

向你们见证，当我第一次进到主的恢复里，我那时已经听过李弟兄两篇的信息，那是在德州听过

他的交通。然后我就知道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要有一个特会，我那个时候就定意要参加那个训

练。我非常被李弟兄口中所说出来的话摸着，我更被李弟兄这个人所摸着。我要去看，看他所说

的是不是真实的。我要看见他这个人的所是，也是不是真实的。所以到暑期的时候，我就往洛杉

矶去，我在训练前抵达了，因为我也要看看这里的召会生活。如果是真实的话，在洛杉矶就应该

兴起一个正确的召会生活。我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跟圣徒们在一起，帮助他们改建会所，预备

所有的事情。那就开始了我在召会生活的日子。 

之后当训练开始的时候，李弟兄释放了主的话，现今就是在这本书里面，就是神的经营这本

书。我盼望我们都读过那一本书，是相当基本的一本书，许多我们所讲的都在那本书里面。我可

以向你们作见证，我被在那一本书里的话摸着，甚至得着。我回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刚二十

三岁，我当时结了婚，我和我的妻子，我们刚刚进入婚姻生活。我有一位妻子知道怎么打字，立

刻我就，让我自己和她一起参与一件事，那就是我就把字汇，是为着杨恩的这个字汇编辑，那也

是所谓的这个，这个汇编，把这个经文汇编，这 Young’s 跟 Strong’s 的经文汇编，我在这

里查圣经里面，每一个关于身体、那灵的这个经文都查出来，也关于魂的方面，都找出来。我也

把每一处的经节，就打出来了，大概五十、六十、七十节的经节，是我查出来的。我看过所有这

些经节，我发现在灵魂体，就身体的这个五官六感，就是讲到心思、情感、意志，就是属于魂的

每一个功用。在这灵里面的良心、交通和直觉，我把所有有关的经节，借着经文汇编，都列出来

了。我听到了一些话，对我基督徒生活来说，是这么真实又基本的，这就影响我余下的基督徒一

生。 

我在这里想要知道的就是，第一个，李弟兄是不是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并且第二，我要来

看看李弟兄对我们所说的，是不是可经历的，那这是不是我们该走的路？那我越进到这些经节

里，我就越蒙了光照，我不知道怎么讲，我在我的我住的地方，那是四十五年前，就是相当一段

日子之前，一九，那是一九六四年，这到底多少年了，这的确是四十五年以前的事。你看，我年

纪大了，但是还能稍微作一点加减的算术。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么说，因为我愿意对所有新来的人

说，我盼望在这个房间里，在我们中间，甚至在整个主恢复里面，我们都要宝爱这分职事到极

点。我们也要爱主的话到极点。我们甚至也要在这里宝爱这一个解开的话，每当话语释放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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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我们要竭尽所能的进到这些话里面。这乃是借着进到圣经里面，进到这分职事里，并且投

身其中。 

我能向你保证，若是你走这条路，你到了我的年龄，但是我不愿意跟你讲我的年龄，但是年

纪还可以，你在我的年纪的时候，就还能在主的恢复里，也能在这里尽功用，也能在这里追求

主。并且无论你在那一处召会，主要你在的你都能被建造到极点。弟兄姊妹，在主的恢复里是一

件大的事。盼望你们年纪比较轻，你们或许对你们所听的，根本听懂不到一半，这是我原来是这

样子，但是无论如何我对这样的话敞开，接受这些话，这话就在我里面开始运行。我盼望你们年

轻的人，也对我们年纪比较长，中年，青职或老年，无论我们在什么年纪，我们都要向这个话敞

开，好让这个话能够开始在我们里面尽功用、运行，并且一生都跟随着我们。我能够确定你们会

稍不偏离，你们没有理由会偏离。 

那昨天晚上我们看到那本书，刚刚印出来。就着一方面来说，那本书出来与否，对我来讲是

无关紧要的，因为我知道这条路，认识这条路是对的。我非常的喜乐，有一些毁谤的事，毁谤的

话，就是我们昨天晚上看见的，停止了。这是为着许多别人的缘故，因为他们离开了主的恢复，

因为魔鬼恨恶主的恢复，他要尽所能的使人离开这条道路。那样毁谤的话使人偏离，但是弟兄

们，我愿意告诉你们，你们要把自己埋首在这样的话语中，埋首在这个职事里，你就永远不会偏

离出去。这些消极的话，很多年前就开始了，但是有许多人丝毫不动摇，却仍然继续往前。为什

么呢，因为他们看见了一些事，他们知道主与祂的恢复同在，他必认识这是主的行动。我们知道

这是主的道路，我们永远不会从其中偏离出去。我盼望在这里看到这里大约有四千人，我们中间

没有一个人要偏离这条道路。无论你是在那一个年龄，愿意你都不偏离这条道路。这对主来说是

何等的荣耀，我们也都能够盼望一同作为得胜者，进入国度。这是以上两个晚上所说过的，也能

够接受主所预备给我们每一位的。 

壹 神圣的生命之灵住在我们人的灵里，二者调成一灵，这乃是神生机
救恩的秘诀和整个基督徒生活的关键，为着在召会生活中基督身体
的实际，以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罗八 2、4、16，林前六 17： 
不要只读这第一句话而已，你要读过整句话，这是一个极大的启示。神圣的生命之灵住在我

们人的灵里，二者调成一灵，这乃是神生机救恩的秘诀。李弟兄把神生机的救恩这件事向我们打

开的时候，他就讲到神生机的救恩。在一次的特会，对华语的圣徒打开。然后也向英语的圣徒启

示了这一个生机的救恩，在那一次特会的题目就是神生机救恩的秘诀，就是那灵与我们的灵─神

生机救恩的秘诀，那就是那一个篇题。然后李弟兄和我们交通到，神生机的救恩乃是借着这二灵

所实行的。赞美主，你重生了，生命之灵进到你人的灵里，你就得以重生、被点活，活过来了，

生机的救恩就使你更新、圣别，都是由对这两个灵的经历所执行的。变化也是在这二灵里面才发

生的。模成也是这样进行，甚至得荣都是借着这二灵的运行所发生的。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些关键

的点，关键的事，在主的话里向我们所启示出来的。赞美主，这乃是神生机救恩的秘诀和整个基

督徒生活的关键，对整个基督徒生活的关键。当然基督徒的生活有方方面面的，什么是过基督徒

的生活呢？那一个关键就是二灵，这二灵，我们需要照着并凭着这两个灵来生活，这是整个基督

徒生活的关键。为着在召会生活中基督身体的实际，以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 终，新耶路撒冷

要终极完成，这就是当我们被带进这件事完满的经历中的结果。第一大点，我要读过这个点。我

再说，这一段是 Ed 弟兄从职事书报里挑选出来的，这都是李弟兄直接的说话。我们请你们都要

听这样的话，我读过这一、二、三、四中点的时候，请你们仔细听。因为这些是满了启示。 

 一  神圣的生命之灵乃是神的灵，经过了种种过程而终极完成为赐生命、复合并
内住的灵；这灵住在信徒里面，作那是灵、灵化之基督的实际，作经过过程
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总结，并作神圣复活的实际；乃是借着这样生命的
灵，这位永远、独一、智慧的神，才得以照着历代以来秘而不宣之奥秘的启
示，将祂自己在祂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里，分赐到信徒里面，成为他
们大能的救恩，作他们的生命和一切—罗十六 25。 

乃是神的灵，经过了过程，就是经过了成肉体、钉十架、复活、升天。祂经过了为人的生

活，祂经过了许多的事，并且经过了过程， 终祂终极完成了。祂把神性带到人性里面，并且进

到这个奇妙的过程之中，在这三十三年半之中，在这个过程的总结，祂就终极完成为赐生命的

灵。这是第一。复合并内住的灵，那这灵住在信徒里面，作那是灵、灵化之基督的实际，作经过



第十篇  神圣的灵与我们人的灵调和─神生机救恩的秘诀和整个基督徒生活的关键信息听抄 

169 

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总结。这一位基督，是灵的基督，灵化的基督，祂成了赐生命的灵，

作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总结，并作神圣复活的实际。乃是借着这样生命的灵，这位永

远、独一、智慧的神，才得以照着历代以来密而不宣之奥秘的启示，将祂自己在祂经过过程并终

极完成之三一里，分赐到信徒里面，成为他们大能的救恩，作他们的生命和一切。 

弟兄们，这位生命之灵，这位赐生命的灵，这位经过过程，内住在我们里面，活在我们里面

的一位，乃是把大能的救恩带到我们的灵里，祂乃是我们的生命和一切。大能的救恩这个辞，大

能的意思就是，我在字典里，我去找过，我不知道对我们的领会有多大的帮助。字典的定义就是

一些极其有力量的，有能力的。这就是当大能的救恩带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因为这一位大能的基

督，祂是满了活力，满有力量来实行祂完整的救恩、大能的救恩，这就是祂在作的。这神圣的救

恩就是生机的救恩，是在所有信徒里面所实行的。那这一个生机的拯救要如何得以实行呢？乃是

祂作为那灵与我们的灵相调，使我们的灵得以重生。然后，祂作什么？祂在这里圣别我们，然后

祂更新我们，现今祂在变化我们。甚至要把我们模成基督的形像， 终祂要荣化我们。在这大能

的救恩里，祂成了我们的生命和一切。这就是神圣的灵。 

 二  信徒人的灵乃是信徒的灵，为神圣的生命之灵所重生并内住，且与神圣的生
命之灵调和为一灵；乃是借着这样人的灵，神所拣选的人才得以有分于神大
能的救恩，作他们在今世的生活，并在永世里的定命。 

弟兄们，我们乃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这位是灵的神，祂经过了一个美妙、奇妙的过程，成

为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里面，内住在我们里面，现今与我们调和成为一灵，乃是在我们的灵里。

这灵作为三一神与我们的灵调和，与我们人的灵调和。你知道，当神造我们的时候，乃是造我们

有灵，有体、有魂，有灵。祂造了人好使祂有一天能够进到人的里面，这乃是借着进到人的灵里

面。因为神是灵，祂要进到的那个人必须有人的灵。要不然神永远没有办法进到这个人的里面。

神不是进到我们的身体，也不是进到我们的想法里，也不是进到我们的魂里，神乃是进到我们的

灵里。 

当然，因着人的堕落，撒但进到亚当里面，胜过亚当，成为亚当里面属鬼魔的生命，也让亚

当受阻挠，所有的人类因此就没有接受神进到人里面，所以神在这里受到了阻挠。神要进到人的

里面，但是神要等待着进到人的那一个部分呢？你知道在复活那一天，祂说，主耶稣向门徒们显

现，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当他们接受这灵的时候，他们乃是在那一个部分接受那个

灵，那个灵是进到人的那一个部分呢﹖乃是进到人的灵里，那就是神创造人的时候，为着人所造

的，就是在那一天神就进到人的里面。人预备了四千年的时间，但是之前没有人接受这一位神，

直到那一天，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祂来到他们中间，向他们吹一口气，呼。我不知道怎么样，

怎样吹法，我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祂吹了一口气。祂说，原来是在他们外面吹了，但是乃是

作为那灵，虽然祂是有肉有骨的人，但是他们在那里呼求祂的名，接受祂。祂作为那灵，内住到

这些门徒人的灵里面。 

第一次，这是第一次是神进到人的里面。你很难相信，其实天使老早就知道神的计划。我相

信那个时候诸天界里，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手，他们都是鼓掌拍手在这里喜乐欢腾，因为神成

就了这样美妙的一件事。因为我们被造是有人的灵，那个灵原来是虚空的是死的，但是在那一

天，那个灵被点活、被充满。所以人类这么长久以来第一次接受了这样一位，就是神进到了人的

里面，在宇宙中这是何等的日子，那是何等大的一个日子。这就是神所作的。好我要再读过一

次。 

信徒人的灵乃是信徒的灵，为神圣的生命之灵所重生并内住，且与神圣的生命之灵调和为一

灵。这是在复活那天发生的，今天仍然在每一个人身上发生。这些人，你只要敞开接受祂作为

灵，就会有这样的经历。乃是借着这样人的灵，神所拣选的人才得以有分于神大能的救恩，作他

们在今世的生活。请听，并作他们在永世里的定命。这会作我们在永世里的享受。 

 三  因此，罗马八章（罗马书论到生命之灵和信徒之灵关键的一章）十六节里
“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乃是整卷罗马书里，神执行祂大能的救恩，以及
信徒有分于这救恩，最紧要的秘诀。 

这是一件事，它有两方面。神要执行祂大能的救恩。弟兄姊妹祂乃是在这里执行祂大能的救

恩，祂要找着每一个机会。只要我们向祂敞开，祂就在我们身上，劳苦要执行祂大能的救恩。这

要使我们信徒有分于这救恩，当然这需要我们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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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我们都必须在神圣的光照之下，认识这二灵，好使我们能借着生命之灵，在
我们那与生命之灵调和的重生之灵里，进入神在基督里大能救恩的内在素
质，就是三一神经过种种过程而得着终极完成，作我们永远的基业，给我们
享受。 

每一点，第一中点，第二中点，第三中点，和第四中点，大能的救恩这个辞，都被题起。这

乃是二灵所要成就的，乃是在这里执行神大能的救恩。 

我再举一个例子。我记得我大概八岁左右，那是相当久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与父母一起去看

胡佛的大水坝。大概美国人都知道胡佛是谁，胡佛是谁。他是这个总统，那也是胡佛水坝，当我

站在胡佛水坝往上看的时候，是如此的宽广，如此的高耸。那一次在那个水坝，留住守住所有的

水。然后到了上面看见，在那个水坝后面的水都在那蓄水池里面。我们就进到那个水坝里面，我

不知道今天我们还能不能进去水坝去看，但是五十五年前我去过，之后从来没有回去过。 近你

去过的时候，你知道能不能进去，我不知道，但是我还记得我进去看水坝的那一天，我还记得，

当我进到那一个水泥所盖造的地方的时候，我进去看的时候我看见很巨大的发电机，一座又一座

的发电机，都在那里运行，那个时候这个发出相当大的声音。今天或许那些发电机不是那么的这

个，发出这个音贝不是那么大，但是无论如何，当时是非常的响亮。那我的印象就是我从来没有

去到一个地方，是如此的有大能的地方，是如此满了，怎么说呢？如此有能力的一个地方。我之

后也没有去过，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那个发电机在这里发动的时候，在这里就转动产生电，

那这个电就使这个闸门能够开关，使这个水能够流出来，来产生所有的这个电力供应加州，供应

科罗拉州，我相大概也供应亚利桑那州的这个电。我知道这个加州的电是从那一道河，那个河得

电供应过来的。 

这样一个大能的巨大的这件事我去看了，我还记得。我现在闭着眼睛都还看见所有这些齿

轮，所有这些这个发电机在那里，产生出这许多的电。我要这么说，乃是这一个例子就指出三一

神的大能。祂是满有大能的，满有力量的，祂是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是如此大能的运行，要来作

什么呢﹖来执行神在我里面那大能的救恩。我告诉你，这必须是满了大能祂才能成就这件事，才

能在我身上作工，也在你身上作工，因为你胜不过祂的，阿利路亚。你还是停留作一个不信者呢

﹖不是，神得胜了，是的祂赢了。你要得荣耀么﹖是的，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完全绝对的得胜。

祂要把祂大能的救恩实行出来。 

弟兄姊妹，祂所拣选要执行祂大能救恩的凭借，甚至这是完全透彻到极点的救恩，乃是借着

祂的灵在我们的灵里。这二灵调和成为一灵，藉此神就能够执行祂大能的救恩。我盼望你们都能

够跟我一样，站在讲台上来看看这四周的这个景观。我盼望你们都能一个一个的上来，的确需要

有许多大能的力量才能顾到我们这么多人，其实我们只是地上所有圣徒中的像一粒沙一样。但是

无论如何，神必定会成就。你今天的失败，是的明天你也会失败，就算你明天会失败，第三天也

失败，第四天你也可能会失败，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主的救恩大能到一个地步，祂能够天

天的拯救我们。 

贰 我们借着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在生命里得救—五 10： 
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因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 

 一  我们已经与神和好，正在基督的生命里得救，在这生命中作王，在生命的新
样中生活行动，并在灵的新样里服事—17 节，六 4，七 6。 

我们在这两个点上都有一些的交通过了。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

就说出我们在基督里生活行动，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并在灵的新样里服事，因为基督是在

我们的灵里。为此我们的灵是新的，我们在生命上是新的，在灵里也是新的，所以我们在生命的

新样中生活行动，并在灵的新样里服事。 

今天弟兄们，不需要在老旧里服事了，也不需要在黑暗里服事，也不需要在任何别的方式里

服事。我们只需要在新鲜，新样里以活的方式里生活服事，因为我们一生都能这么作，因为这完

全是在于那灵在我们的灵里。当我们接触这一位荣耀的灵，我们就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并

在灵的新样里服事。弟兄姊妹，我们更在祂的生命里得救了。你每天都需要得救，从许多的事当

中得救。我能够见证，我需要在许多的方面蒙拯救。我怎么可能得救呢﹖我们惟有在基督的生命

里才得以得救。祂把救恩带给我们，我们像弟兄们已经跟我们分享过，做我们在许多事上与基督

一同作王胜过许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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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生命之灵就是神的灵，神的灵就是基督的灵，而基督的灵就是基督自己，基
督就在我们里面，基督自己是生命，我们的灵是生命—八 9~11，约十四
6，西三 4： 

在这一点，生命之灵，我们不是摩托车需要那样的马力，我们乃是一粒麦子，他们需要的是

生命的能力。他们需要在这里尽功用，在这里长大。我们不是机械人想要活出神圣的生命，反而

我们乃是活的，我们是麦粒，从我们里面有生命产生出来，乃是借着这个生命我们能过这样的生

活。我们不是机械式的人，你说我能作，我能作，我也要作，我也要作。我们不管那么样总要去

作到。我们不是过那样的生活，反而我们乃是过一种在新样中的生活，乃是作一粒麦粒的生活。 

生命之灵就是神的灵，神的灵就是基督的灵，而基督的灵就是基督自己，基督就在我们里

面，基督自己是生命，我们的灵是生命。这是不是太好了。何等一位三一神，何等一位三一神

阿。其实这位三一神就是基督，基督是生命，甚至我们的灵是生命。神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灵与

三一神调和，我们在这调和里乃是一，我们乃是联于这样一位三一神，这位内住在我们里面的，

是我们所活出的，这也是我们在地上所过的生活。 

  1  “基督……在你们里面”是整卷罗马书的重点—八 10。 
基督在你们里面，基督在你们里面。有人告诉我，我领会这好像是一个隐喻，讲到基督在我

们里面。有人说不是真的基督在你们里面，只是保罗所用的一个发表而已。但是弟兄们，自从我

进到主恢复里面之后，我满了确信，是有一个人活在我的里面的，这一位是基督。基督活在我们

里面。这位基督乃是神的灵，甚至祂就是基督的灵，祂就是耶稣基督的灵。这一位灵是生命，是

活的，并且祂拣选要与我的灵调和，活在我的里面。基督活在我的里面。我们能不能大胆的宣告

这件事呢﹖基督活在我的里面，你相信么﹖阿们。你信么﹖阿们。我信，我信。我知道我对我的

主不是那么的忠信，但是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祂总是在我里面运行。每一天，在每一次的失败

之后，祂仍然在那里在我里面作工，把我带过这些事，在这里变化我， 终把我模成祂的形像，

好使我能像祂。我不知道那个样子会是怎么样，但我知道一件事，我们都要像祂，有一天我们都

要像祂。 

  2  在罗马三章，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救赎我们；在四章，祂在复活里；在六
章，我们在祂里面；现今在八章，祂是那灵在我们里面。 

赞美主，祂流血为了我们的救赎，这也是我们的经历。然后这继续在第四章，祂复活了，赞

美主。到六章，我们在祂里面。现今在八章，祂是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与这一位完全调和了，

我们与祂调和，赞美主祂成功了救赎，现今活在复活里，我们在祂里面，并且祂是那灵，现今活

在我们里面。我们在祂里面，祂也在我们里面。赞美主，这是太美好了。 

 三  “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役的灵，仍旧害
怕；所受的乃是儿子名分的灵，在这灵里，我们呼叫：阿爸，父”—14~15
节： 

我非常宝贝陈实弟兄交通到关乎这一点，我们都接受了儿子名分的灵，你是不是很享受父，

哦父，阿爸父。我们呼喊，哦主耶稣，同时我们也需要呼喊阿爸父。有的时候你独自相处，在这

个车上跟你妻子一同开车的时候，你要学习在这里说阿爸父，祂是我们的父。你知道主耶稣是我

们的长兄是不是﹖我们在这里呼喊祂。父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有这样的一位长兄，也有这样一位

父亲。我们呼喊哦主耶稣，这一位进来帮同我们，与我们在一起。哦主耶稣，你知道，当我们呼

求主名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需要某些帮助的时候才呼喊祂。但是我们也需要知

道，有一些弟兄姊妹，你们也爱祂，你们为什么呼求，喊祂的名呢﹖就是告诉祂，你是这么的爱

祂，因为你爱祂。这么作也很好。我们需要以，不是说前面那种方式呼喊主，而是在这里告诉你

说你爱祂，哦主耶稣，我们是不是爱祂呢﹖我对祂满了感谢，祂的确照顾到我，我在许多的时

候，许多的方式呼喊祂的名。但是不仅是这样，我爱祂，我也相信你们都爱祂，所以我们呼求祂

的名。 

那你的父亲又如何呢﹖你也爱他么﹖我爱我的父亲，我肉身的父亲到主那里去了，但是我爱

他，我称他为父亲，爸爸。我好像，陈实弟兄我很少听他，叫他叫父亲，我说叫他作爸爸。那对

我来说，这个，我跟他说爸，我就忘记叫，他说叫爸爸，我就叫他爸，但是有这个比这个更高

的，就称他为父亲。当然我不是说他，他是我的阿爸而已，他是我的父亲。我称他叫阿爸，但对

别人来说，他是我的父亲。当我们呼喊阿爸父的时候，这就说出我们与祂之间享受的一个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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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儿子名分的灵乃是我们人重生的灵与神儿子的灵调和。 

  2  儿子名分是作儿子的实际；因此，儿子名分的灵乃是作儿子之实际的灵
—16 节。 

所以在这里有两个小点。儿子名分的灵乃是我们人重生的灵与神儿子的灵调和。我们与祂调

和，与我们亲爱的主成为一灵。祂是那灵，也是神的儿子，所以这儿子名分的灵，也是作儿子的

实际；因此，儿子名分的灵乃是作儿子之实际的灵。 

 四  罗马八章二十三节说，我们得着“那灵作初熟果子”，就是对神完满享受的
预尝；二十六节说，那灵用代求帮助我们；二十九节启示，那灵将我们模成
神儿子的形像。 

弟兄们，这位与我们的灵调和的那灵，乃是我们所享受的那灵作初熟的果子。有一天我们要

享受这灵到极点。那就是在我们享受的整个收成。没有什么比这个享受能相比拟的。我们今天享

受的程度，当我们与祂在一起的时候，当那使祂是我们的，我们是祂的，那就是一个超越的享

受。就好像一棵树，你知道阿，一棵树成熟的之前，你知道一棵果树成熟的时候，总有几个是初

熟的果子，你可以享受那几颗初熟的果子。它们尝起来就像那个收成的味道是一样的。这就是初

熟的果子，但却不是完满的这个收成所给我们的。但是你可以稍有预尝。你知道那稍有预尝，尝

起来像什么？就像这个完满的收成是一样的味道。 

好像你的母亲，以前总是为你预备餐饭，就像我的母亲一样。你知道我母亲作菜之前，总是

先尝尝看，因为她要知道那完满的这一个味道、享受是什么，所以摆到桌上之前，我母亲总有一

些的预尝，但是她所尝的跟那个收成，或者说跟摆在桌子上的菜是一样的味道。我不知道你怎么

样，特别当她作蛋糕的时候。让我的那个食指阿就蠢蠢欲动，我就在这里偷偷的躲到她旁边，弯

过去就一手指就一勾一下，就要有一点预尝，我就在那里对这个蛋糕有了一点预尝。那就是预尝

了，但这个预尝的味道跟 后我们要享受的，是完全一样的。但是现今你还没有一个完满的享

受。但是赞美主，我们接受了祂作为那灵，作初熟的果子，就是对借着这个对完满享受的预尝。 

二十六节说那灵用代求帮助我们，是用代求帮助我们。我不知道你如何，我相信我们都差不

多。如果主阿在这里不为我祷告，不为我代求的话，我实在是过不了关阿。实在过不去。我不知

道有多少次，我的感觉，甚至我这个肉身的身体的情形，我就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再挨过一天。

主阿，我会不会从这样的感觉里面出来呢？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我们总是有这样的感觉是不

是？为什么呢？这乃是因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为我们代求阿。弟兄们，有人在这里为我们代

求。这一位乃是那灵。生命的灵与我们的灵调和在这里，替我们每一位代求。你为什么要走别的

路？为什么要放弃作信徒呢？对我来说，这是 愚昧的一件事。你今天或许过不了，但是你要有

确信，主在这里替你代求，你的一生之久，直到你在荣耀里与祂相会。祂在这里替我们代求，因

为祂顾到我们。 

二十九节启示，那灵将我们模成神儿子的形像。我们也说过一点关于这件事。但是弟兄们，

我相信我要模成那个形像，你信么？我不知道，我的妻子是很好，她大概半信半疑，但是神是完

全相信。我有盼望，我的妻子也满有盼望。 

 五  上述所有的项目，都包含于“在祂的生命里得救了”这一句话中；在祂的生
命里得救，就是在作为赐生命之灵的基督自己里面得救—五 10，林前十五
45 下。 

叁 罗马书启示，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进行一项四重的工作： 
 一  生命的灵是释放的灵： 

  1  当我们行在生命的灵中，我们就得释放，脱离了罪与死的律—罗八 2。 
弟兄们在得救前，我们完全被仇敌所捆绑，在我们的感觉上被捆绑，在许许多多的方面都被

捆绑，我们的脾气捆绑我们，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受了捆绑。但是赞美主，因为祂已经释放了我们

脱离罪与死的律。罪的死与死的律我们缠的、裹的紧紧的。但是赞美主，我们从罪与死的律里得

了释放，这就是生命的灵在这里向我们所作，就使我们得释放，解放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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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释放我们的不是知识，乃是生命的灵自己；因此，我们需要将自己祷告到
这释放的灵里，在与我们的灵调和的这灵里生活、行动并行事为人—4
节。 

我真宝爱所有这些辞。它这里说与我们的灵调和的这灵。 

 二  生命的灵是拯救的灵： 
祂不仅是释放的灵，祂也是拯救的灵。 

  1  因着受捆绑，我们就需要得释放；但因着我们是堕落的，我们就需要蒙拯
救。 

  2  我们若在生命的灵里，就会有深的自责，知道在我们的态度、动机、思
考、爱恨、决断、脾气、个性以及许多其他项目上，我们需要蒙拯救—
五 10。 

态度阿，明天你要核对一下，你在上床睡觉前，核对一下你的态度，看看你的室友，你的态

度是怎么样。你和你的妻子或你的丈夫的态度是如何呢？赞美主，我们在生命的灵里，就需要蒙

拯救。所以生命的灵使我们能蒙拯救。脱离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动机，你的动机又如何呢？你的

思考、你的爱恨。你爱主，是的。但是你也爱别的东西么？决断、脾气、个性、以及许多其他项

目上，我们需要蒙拯救。 

 三  生命的灵是圣别的灵： 

  1  被圣别就是经由变化而为神一切的所是浸透—六 19、22，十二 2。 
弟兄们我要举一个例子，很久以来我对圣别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这里不仅是拯救我们脱离

罪，把我们从罪、世界和所有消极的事物里分别出来，这还不是我们被圣别的完整定义。反之在

罗马书里面被圣别就是被浸透。你知道当我们得救，就好像这一杯的清水，这个水是纯净的，但

是却没有任何的元素加在其中。好，给它几分钟。我要给你们看见，这就是我们。你的名字是什

么？好，天使，好，你的名字叫天使。好，天使你得救了。赞美主。但是你得救的时候，不仅你

的罪得赦免了，还有一些东西被加到你的里面。好，那一个加到你里面的是生命，也就是基督。

这一位就是灵，现今我们有那灵在我们里面，好，进到里面。这是绿色的墨。这个水发生什么时

候，要变成绿色的了。绿色，指绿色这个颜色是代表生命。你看看所有你周遭的树木都是绿色

的，为什么呢？因为是满了生命的。这就是我们的情形。主就不断的越来越加多，你就祷读主的

话，你呼求祂的名，主就把祂的生命越来越多的加到我们里面。那个水的颜色一点一点的就在这

里改变了。 

换句话说，这一杯水在被圣别了，是被圣别了，还不仅仅是，你知道它在这里从罪里得救。

它在这里没有犯罪。但是我们是不同的。我们的确是要被从罪里得拯救。我刚刚给你看的不是属

世界，只是纯净的水，但是就算再纯净还是需要被圣别。它怎么得圣别呢？乃是借着接受所有这

些东西进到它里面而被圣别。在这里被这里绿色的东西所浸透。不仅被这些东西浸透，还要浸

润、被充满。你看，我看看我的手指头，现在你看，都是绿色了。我想你知道这个重点是什么

了， 终我们得荣的那个日子阿，就好像主阿，好，在我们里面，你看看，看看，现在所有都是

同样的颜色，都是同样的颜色。就是这个绿色，揭示基督。这杯水在它的彰显上都改变了，这就

是圣别。 

不要以为圣别仅仅是拯救你脱离死，或离开死。那还不是被圣别完满的定义。要被圣别就是

要被神，神圣的生命所浸透、漫溢，满了这神圣的生命。赞美主，有一天我们都要是绿色的。神

要有许多绿人在这里，我们都会是满了生命的人。这就是我们要成为的，我们要成为基督。 

  2  圣别等同于罗马十二章二节的变化，这节经文说，“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
变化。” 

所以圣别就等同于变化。因为这节说，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 

 四  生命的灵是荣化的灵： 
这个例子你看见，现在这个水已经得荣耀了，因为是完全被这个绿色的生命所浸透。因为它

被浸透了，现在已经预备好要得荣耀了。那灵，在这里把灵与魂与身体，都用神的生命所充满。

现在他预备好了，也将要得荣耀，有一天我们也都被得着荣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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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至终，生命的灵要荣化我们，使三一神在我们整个的三部分人里得着完满
的团体彰显—八 30。 

是的，我们个人都要被荣化，但是我们也要在一起同得荣耀。我们要成为，使三一神在我们

整个三部分人里得着完满的团体彰显。我告诉你，预尝就是今天。我们今天乃是在这里享受得

荣。你看看所有这些光，这些灯，灯如果你把它关掉的话，都是，关掉的话就是没有光的这些

灯。但你把开关打开，这个电流就在这里得着荣耀，照耀出来。但有一天我们要完全被主预备

好，预备好得荣耀，主就要把这个开关打开，我们就要得荣耀，我们也就要成为神在这宇宙中完

满、终极的彰显。每一个人都要惊愕不已，在此观看。人不仅是在这里看着你，而是我们也就是

神的召会，也就是新耶路撒冷，神团体的彰显。 

  2  祂要借着祂神圣的圣别，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将我们作成祂荣耀的
召会—来二 10~12，弗五 26~27。 

肆 罗马书启示，为着我们的儿子名分，神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进行一
项五重的工作： 

 一  神儿子的灵是见证的灵，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罗八 16。 
陈实弟兄交通过，这两个灵乃是一灵同证。我要说一起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不仅是那灵与

我们的灵同着证明，或我们的灵与这个那灵证明，而是那灵与我们的灵调和在一起，成为一灵见

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没有人能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神的儿女，因为神是如此在我们的灵里作见

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二  神儿子的灵是引导的灵；我们若活在这引导之下，我们的生活行动与行事为
人，就要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14 节。 

你知道因着这灵与我们的灵联结的引领，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你跟一个人在一

起的时候，如果有人要有分于一些不合法的活动，或者一些社交活动，对主来说，是不讨主喜悦

的。但是你就作不来，为什么呢？因为主并没有如此引导你，那你在这里就只是说阿们。借着我

们受那灵的引导，人就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了，我们是神的儿子。 

 三  神儿子的灵是代求的灵；在我们里面有一位总是为我们并为别人祷告—
26~27 节。 

 四  神儿子的灵是模成的灵，正在作工，要将我们模成神长子基督的形像—29
节。 

弟兄们，我们必要模成基督，神长子基督的形像。这一个模成是天天在进行。 

 五  神儿子的灵是建造的灵： 

  1  神所有的儿子都是基督的肢体，所有的肢体需要借着那灵被建造起来，并
且配搭在一起—十二 4~5，弗四 3~4。 

  2  这样为着正当的召会生活在身体里互相作肢体，并且彼此生机的相联，乃
是生命之灵与为着我们儿子名分之神儿子的灵终极的工作。 

弟兄们，在这一个时代，当然了，我们是在神生机救恩的过程之中，要被圣别、被更新、变

化、模成基督的形像， 终要得荣，这就是说从重生开始。但是弟兄们，主把我们带进的，是远

远超过这些。当这一个过程在进行，我们进入这个过程里，我们乃是彼此相调、相联，被建造起

来成为基督的身体。这是极大的一件事。圣徒们，在基督教里面人是各行各路，在这里只顾自

己，作自己的工。但是我们又如何？我们对那些事是毫无兴趣。 

弟兄们，我们乃是被带到一种的生活，活这个神圣的生命，乃是因着那灵，赐生命的灵与我

们的灵调和了，这一个与我们的灵调和的灵，要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在这里，我们应当对这灵

有一个回应。这一个回应，就是要被建造起来，要在这里被建造起来。JACK 弟兄我看着你，你

知道当我刚开始遇见你，你是这样这个样子，那个样子。那个样子，你是到处都在那里奔走。但

是今天你在以色列，你不是在这里，又在那里。又在这里东跑，冬奔西跑的，你现在不是再那样

子了罢。你完全在这里受了约束，你被建造、进到召会里了。弟兄，我相信事实如此，虽然我不

那么经常看见你，但每一次我看见你，我就说，为着 JACK 弟兄赞美主，为着 JACK 弟兄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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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在他里面那运行的灵赞美主，因为这使他，我们的弟兄成为另外一个人了。赞美主，JACK，

主并不那么关心你，主乃是关切基督的身体，也就是祂的见证。是主要你在一个灵里，是作一个

正确的人，要心思置于灵里，思念那灵的事。但是主要你在身体里作这件事，JACK 弟兄是要在

身体里，因为我们是身体人，我们有身体感，不是有己的感觉。这就是主今天所要建造的。 

我写了三个点，因着在我们里面内里工作的结果，就使我们成为肢体，不是单独、独立的

人，而是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第二，我们也被建造起来成为活的身体。活的身体，这个周末我

实在感觉我们是在活的身体里，因为身体是活的。那第三点，这一个我们大能救恩内里的运行的

结果，就是使我们能够有罗马书十二章所描绘那一个正确的召会生活。愿我们都进到这样的召会

生活里面。 

伍 整个基督徒生活的关键点，乃是基督是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住在我
们灵里；祂作为那灵，将祂自己与我们的灵调和，使这二灵成为一
灵—林前十五 45 下，罗八 16，林前六 17： 
弟兄们、姊妹们，这是整个基督徒生活的关键点，乃是基督是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住在我

们的灵里。祂作为那灵，将祂自己与我们的灵调和，使这二灵成为一灵。 

 一  在我们调和的灵里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也不需要任何解答；我们所需要的一
切都在我们的灵里—腓一 19，四 23。 

你的魂里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是在我们的灵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也不需要任何解

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我们的灵里。要不断的，转到你的魂里你就只会有黑暗、混乱。但只

要在灵里就有生命，有亮光，有平安，有安息，有喜乐。而不是在魂里。更糟的如果在肉体里，

你会更没有平安，更没有安息。在魂里还是有这样的情形，但是在灵里却完全不同。 

 二  我们需要忘记我们的软弱、缺点、失败，和出于己的一切，将我们的心思置
于灵，也就是借着一直专注于灵、用灵并顾到灵，而留在灵里—罗八 6。 

我知道你有这些，但是把这些忘掉罢，和出于己的一切，将我们的心思置于灵，也就是借着

一直专注于灵、用灵并顾到灵，而留在灵里。 

 三  我们需要借着祷告，花多而又多的时间在主面前，而灵里火热；当我们真正
在灵里火热，我们就会癫狂，为基督的缘故是愚拙的—太六 6，林后五
13，林前四 10。 

愿我们都成为这些是在灵里火热的人，我们的灵已经与神的灵，与赐生命的灵调和，当我们

与那灵调和的时候，我们就会在灵里火热，我们就会是活的，会是愚拙的。我们的生活就不会是

软弱。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们就不会有黑暗，不会失败，我们会是在灵里火热，在我们的事奉上

是向主服事的。 

 四  虽然我们的环境与境遇也许是可怜的，但我们自己仍需要在灵里喜乐，活在
神国的实际里—罗十四 17，参但三 19~20、25，徒十六 23~25，弗四 1。 

 五  当我们在灵里火热并喜乐，我们就享受神，在生命中作王，在生命的新样中
生活行动，并在灵的新样里服事—罗五 10~11、17，六 4，七 6。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这一堂刚开始的一些点。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是在灵里火热并喜乐。 

 六  当我们转向我们的灵，留在灵里，并照着这灵生活行动，我们就成了神真正
的儿子和基督的活肢体，彼此生机的相联并建造在一起，成为基督活的身体
以彰显基督，作召会生活里的实际，以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 

赞美主，弟兄们，所有这些点都是凭着这二灵，我们要学习要我们全人都在这调和的灵里，

神的灵已经与我们的灵调和，我们与祂成为一灵，我们活在这灵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执行神神

圣的经纶。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