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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神圣的迁移与接枝的生命信息听抄 
祷告：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哦主耶稣，主耶稣，我们真爱你。今天晚上在我们的一生当

中，我们是更爱你。你是何等的吸引人，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可爱，何等的有爱，谢谢你向我们
说话。今天晚上，主，我们向你敞开，我们与你是一，我们联于你。哦主耶稣，哦，开我们的
眼，我们告诉你，主，我们要看见。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享受，使我们对你有经历，使我们能够成
为你，使我们能够成为实际上的基督的身体。主，开启这样的话，说到神圣的迁移，说到接枝的
生命，感谢你，主，谢谢你的光照，谢谢你的开启，谢谢你所作的一切，谢谢你正在向我们分
赐，主耶稣，我们爱你。主耶稣，我们赞美你，阿们。 

今天晚上我们来到神圣的迁移与接枝的生命。我要这样说，我的负担，当我今天与主一同行

走，祷告，向祂敞开的时候，我的负担乃是我们众人都要新鲜的爱上我们的主。我们 Ron 弟兄在

第一篇信息中分享过，整卷罗马书是被基督所充满的。神的经纶是被基督，不是被其他事物所充

满，祂是中心，祂是实际，祂是一切。甚至上一篇信息讲到平息处，我们所有的是何等的一位基

督。在这位可爱的一位里，祂是我们的处所。我们能够在那里被祂注入，祂向我们说话，祂注入

我们里面，祂赐给我们感觉，祂的心意，祂的渴望，祂正在使我们越来越像祂，使我们能够成为

基督的身体。所以让我们留在这个地方，平息处。我们爱你。 

这个地方是一个人位，这是何等的不得了。整个罗马书向我们启示基督的许多方面，七十多

处的经文。所以，我的，今天晚上我的负担，乃是我们要进一步的珍赏基督的人位，不只是祂的

人位，甚至是祂的工作。我们要爱上祂，在祂的所是，在祂的人位，在祂的工作上，我们爱上

祂。我们今天晚上珍赏的，不只是祂已过所作的，甚至是祂正在作的，就在此刻在作的事。祂正

在忙着作事，祂的工作真伟大。所以我们需要看见神圣的迁移与接枝的生命。想要享受，想要享

受基督的，说阿们，阿们。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启示，愿主帮助我们看见并珍赏这事。 

神圣的迁移与接枝的生命这篇的篇题，我非常的珍赏。神圣的迁移是一个不得了的迁移，

后我们能看见这不得了的迁移，是脱离一切的事物，进入基督。在许多专特并宝贵的方面和方式

上，我们迁入基督。这个接枝的生命，完全就是与祂联结，完全与祂亲密，你不能够再亲密了。

比这个接枝的生命，没有什么比这个接枝的生命再亲密。所以我们的主要我们新鲜的看见，这个

神圣的事实，与这个神圣的迁移有关的事实。使我们能够成为一班人，就像李弟兄刚才所分享

的，不退后，不在外面流浪，迟疑，而是进前来的人。进前来，坦然无惧的进前来，来到这个平

息处，来享受祂，享受祂所作的，所完成的，现在正在作的事，并且完全的与祂是一。阿们。所

以告诉你身旁的人说，我们要进前来。 

神圣的迁移，我要说，当我今天在交通和祷告中的时候，这使我想起法理的救赎。神圣的迁

移与法理的救赎有关，使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地位，使我们能够有正确的地位。为使我们真正的能

够享受主，与祂是一，并且被祂浸透，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地位。与祂配合，为着建造基督的身

体，我们也需要一个正确的地位。我们需要神圣的迁移，所以我们需要看见这件事，神圣的迁

移。 

而接枝的生命这件事呢？我在祷告中觉得，在这一条的在线，乃是联于神生机的救恩。接枝

的生命，这个是生机的联结，这就是关于生命的事。有不住的，不断的一种经历，不断的救恩。

不只是从消极的事物中蒙拯救，而是能够成为祂，逐渐的，日复一日，时时刻刻的成为祂。所以

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看见神圣的迁移与接枝的生命。 

壹 我们既信从那论到神儿子的福音，并信入祂而顺从信仰，就经历了
神圣的迁移—罗十 16，一 5，五 12、17、19： 
你有没有仔细的听呢，当你这样读的时候。我们既信从那论到神儿子的福音，并信入祂，信

入祂的人都要说阿们，阿们。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经历，我们需要成为经历的人。弟兄姊

妹，照着这样的话，我们已经有一些经历，但是也许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经历什么，我们是正好

在经历这个神圣的迁移，我们可能留在这个神圣迁移的实际里面。我告诉你们，祂已经作了一

切，但是我们需要看见这个神圣的迁移。感谢主，我们都已经经历了神圣的迁移，我们是信徒。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经节，信入祂而顺从信仰。在罗马书一章五节，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借着

祂领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职分，为祂的名，在万国中使人顺从信仰。五节注三很重要，什么是顺从

信仰呢？神在这个新约时代，惟一的诫命，注四，就是要人信入祂的儿子主耶稣，凡信入的人，

就必得救。信入祂的人都说阿们，就必得救。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入。圣灵使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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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知罪自责，是因世人不信入主，不顺从神这惟一的诫命。神惟一的诫命，就是要信入祂的儿

子。 后一句话说，当我们信入主时，我们就顺从了信仰，结果乃是恩典与平安。信入这信仰

的，都说阿们，阿们，阿利路亚。我们都顺从了信仰。 

 一  作为基督里的信徒，我们已从亚当里迁到基督里—林前十五 22，罗五 12、
17、19： 

现在，在第一中点说的是什么？作为基督里的信徒，你是不是信徒呢，阿们，我是个信徒。

信徒就是接受的人。作为基督里的信徒，我们已从亚当里迁到基督里。在这篇信息里，我们看见

五个神圣的事实与这个神圣的迁移有关的事实。我们要脱离一些事物，进入基督，或是进入，或

者是进入与基督有关的事物。我们作为基督里的信徒，已经从亚当里，迁到基督里。赞美主，今

天晚上我们在基督里，圣徒们，这是太美妙了。甚至，在亚当堕落之后，神所问他的问题，也不

是叫他作什么，而是问他在那里。今天我们也要问我们，我们在那里。我们或者是在亚当里，或

者是在基督里。 

  1  在神看来，宇宙中只有两个人：亚当和基督—林前十五 22，罗五 14： 
林前十五章二十二节，这一节很好，因为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

要活过来。只有两个人，没有三个人。基督是第二个人，那就结束了，没有别的人了。不是亚

当，就是基督。 

   ａ 在亚当里我们承受罪，被构成罪人，而在死的作王之下，也在神的定
罪之下—12、14、19 节，一 18。 

   ｂ 我们在基督里的结果，就有恩典同着义，并且已得称义，也有永远的
生命—17 节，三 24、26，五 17。 

在亚当里，看看这两行。在亚当里，我们承受了死，我们被构成为罪人，在死的作王之下，

也在神的定罪之下。但是 b 小点说，我们在基督里的结果，我们就有新的地位。在基督里，我们

有恩典同着义，并且也得称义，也有永远的生命。阿们。罗马书五章十九节，ａ小点下面的经

节。这节说，借着一人的悖逆，多人构成了罪人。照样，借着一人的顺从，这是不是很好呢，借

着那一人的顺从，我喜欢那一人，我享受那一人，阿利路亚，为着那一人，借着一人的顺从，多

人也要构成为义的了。所以，今天晚上你在那里，没有听到很强的回答，我们是在基督里。所以

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有恩典，有义，称义，照着神的公义，照着神的义得称许，还有永远的生

命。永远的生命不只是我们将来等候的，不是我们将要去的地方，而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人位，

我们会看见这个。我们已经从亚当里被迁出。 

我们讲到这个之前，我先跟你们说，我们在基督里的结果，就有恩典同着义。弟兄姊妹，这

太重要了。在基督里，我们有基督作我们的义。藉这个迁移，我们有基督作我们的义。因着这

样，因这缘故，我们在神面前就有一个坚固的地位、立场，就好像李弟兄在前篇信息所说的，因

为基督，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被迁入基督里，我们就能够说，父阿，在你的子里，我们就像你

一样的公义，阿利路亚。不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一无所有。但是在基督里，祂是我们的

义。 

  2  我们借着信入基督，并借着浸入祂，就从亚当里迁到基督里—约三 15，
罗六 4： 

所以我们从亚当里迁到基督里，是借着信入基督，我们信入祂，信入祂就是信入祂里面。浸

入基督，就有这样的迁移。当我们相信基督时，实际上就是使自己信入祂。我们受浸时，就是浸

入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在祂里面。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事实。神圣迁移的第一个事实就

是，我们，我在基督里。这太美妙了。 

   ａ   我们相信基督时，实际上就是使自己信入祂；我们受浸时，就是浸入
祂。 

叫几位弟兄能上来一下，好，Chris 弟兄，他刚得救，今天晚上刚得救。阿们，他信入主，

告诉大家，你信入主了。我信入了主耶稣了，阿们。太好了，他信了。所以你知道么，他就要受

浸。所以这两位弟兄就来把他受浸了。把你的手放在胸前，就把他浸到水里了。要把他完全倒在

地上，好，受浸了，抓住他。受浸就是我们把人放到水里，放到基督的死里，就能够与祂一同生

长。在祂死的样式里与祂联合，赞美主。他已经浸到基督的死里了，真好，然后他起来了，现在

怎么样呢，阿利路亚，阿利路亚。所以他能够在灵的新样里生活行动，他就能够与基督一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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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生命的新样里，在复活里一同行动，赞美主。受浸的水就是一个美好的图画。我们信入基

督，我们就浸入祂，进入基督里，我们就将他放到这里面，就好像我们把 Chris 弟兄放进去一

样，阿们，赞美主。 

今天晚上，我们都浸到基督里了，阿利路亚。这是不是很好呢，再把他放到水里一下，当他

在水里的时候，他很容易喝到水，当他在水里的时候，他只要一点敞开，他就会喝到水了。弟兄

姊妹，我不知道你觉得如何，但是我深处的负担乃是，我们要，我们盼望能够有上千万个人受

浸，不要在形式里受浸，而是在实际里受浸，能够被浸入基督里。当你受浸，在马太福音二十八

章所说，我们是浸到基督里，这意思就是浸到三一神里，就是浸到基督的死里，浸到基督的身体

里。 

受浸，我要用一点时间说到这事。受浸是一件大事，甚至我个人，对我个人来说也是，我们

需要更多有这受浸的经历。受浸是满了基督作为那灵，意思就是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操练。这两位

弟兄帮 Chris 受浸的时候，他们需要非常的有操练。他们非常的操练在灵里，Chris 弟兄就不是

只被放到水里，而是被放进基督里了。谢谢你们，弟兄们。阿们。 

   ｂ 神既已将我们放在基督里，我们该放胆见证，我们已从亚当里迁到基
督里—林前一 30，林后五 17。 

因为神既已将我们放进、放在基督里，请听，圣徒们，神既已将我们放在基督里，我们该放

胆见证，我们已从亚当里迁到基督里。林前一章三节很重要，这节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

出于神，这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别和救赎。出于神，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我

们需要放胆见证这事，我在基督里。林后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赞美

主，弟兄姊妹，让我们放胆见证，我们是在基督里。对你身旁的人说，弟兄姊妹，撒但是在火湖

里，我在基督里。撒但在火湖里，我在基督里，阿利路亚。你是不是相信这个事实呢，今天晚上

你在那里呢，在基督里。 

 二  作为基督里的信徒，我们已从死亡迁入生命—约五 24，约壹三 14： 
因为我们受浸，浸入了基督，就从死亡迁出，而迁入了生命。约翰五章二十四节说，我实实

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远的生命，不至于受审判，乃是已经出死

入生了。我已经出死入生了，赞美主，我们这些信徒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已经从死亡迁入生

命。想想看，死这件事。有一天我在祷告，死不只是一个物质、肉身上的死，我们的疲倦，我们

的软弱也是。有的时候，李弟兄在希伯来书生命读经说到，死的副产品，有捆绑，有虚空，有软

弱，有虚空，有抱怨，有怨言，这些许许多多的事物。赞美主，我们都已经从这死亡中迁出了，

迁入了生命里。这是一个吞灭死亡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被迁入生命了。 

在林前十五章说，这个复活的基督，祂吞灭了死亡，以至于得胜。阿利路亚，死不再是个问

题，因为生命吞灭了死亡，阿们。吞灭了死亡，以至于得胜。我们已经被迁入，从死亡迁入了生

命，这是非常宝贵的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得救了，脱离许多死的副产品，我们已经被迁出死

亡，迁入生命。就如李弟兄在前面信息所说，希伯来七章二十五节说，我们要进前来。四章十六

节说到，我们需要放胆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着蒙怜悯、得恩惠，作应时的帮助。七章二

十五节也说到，我们需要放胆的进前来，那位能够拯救我们到底的，祂就能够拯救我们。阿们。

祂能够拯救我们到底，脱离所有死亡的副产品。阿利路亚，为着我们的救主，这一位祂乃是生

命，祂真的拯救我们。 

  1  死亡的源头是知识树，生命的源头是生命树（创二 9、17）；因此，出死
入生就是改换生活的源头。 

我想 Ed 弟兄，你曾经用过倪弟兄的例子，这是改换生活的源头，他的手已经不能再去玩扑

克牌了。我们已经改变了地位，我们已经迁移了。从一个源头到了另外一个源头。我们现在的源

头乃是生命树。 

  2  借着悔改并信入主耶稣，我们将神圣的生命接受到里面，而从死亡迁入生
命—约三 15，五 24。 

弟兄姊妹，当我们重生时，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得重生，祂进到我们里面。不只是祂

进入我们里面，我们也被放到祂里面。我们就迁移到祂里面，脱离死亡，进入生命里。所以感谢

主，为着这个神圣的事实，说到神圣的迁移。相信主耶稣，这一个点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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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相信主耶稣是我们出死入生的路；爱弟兄是我们出死入生的证明—约壹
三 14。 

这是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我们知道，我们晓得，我们晓得，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

经出死入生了。这是不是不得了呢？我们爱弟兄，我爱弟兄们，我们就晓得自己是已经出死入生

了，因为我们爱弟兄。这乃是证明，证明我们已经出死入生。 

 三  作为基督里的信徒，我们已从黑暗迁入光中—徒二六 18： 
今天晚上，我们不在黑暗里，我们是在光中。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说，保罗是对亚基帕

王说，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从黑暗转入光中。感谢主，为着从黑暗转入光

中。 

  1  黑暗是撒但在死亡里的彰显和范围；光是神在生命里的彰显和范围—彼
前二 9。 

所以当我们摸着了光，我们就摸着生命。约翰一章四节说，生命在祂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

光。在基督之外，所有的人都在黑暗里，但是当我们信入主耶稣，我们就被迁移，迁出黑暗，迁

入光中。因为我们有分于，并且有分于这个神圣的范围，祂是生命的光。享受生命之光的人，就

会彰显神，照耀生命的光。所以主的渴望，乃是我们不只是远远的敬拜祂，而是我们时时刻刻的

经历祂作我们的生命。我们已经被迁入祂里面，脱离死亡，进入黑暗。这个光就是人的光。阿

们。 

黑暗是撒但在死亡里的彰显和范围。黑暗是撒但在死亡里的彰显和范围。光是神在生命里的

彰显和范围。在生命里。彼前二章九节，这一节说到，我们蒙主呼召，是要宣扬，宣扬那召你们

出黑暗，入祂奇妙之光者的美德。弟兄姊妹，我们留在这个迁移里的时候，并且站在照着这个神

圣的事实，关于这个迁移的事实，站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就从黑暗迁入光中，甚至我们的生活，

甚至我们的所是，都能够宣扬那奇妙之光者的美德。祂是义，祂是圣，祂是荣耀，一切事物，祂

要将我们带进这个奇妙的美德里。所以我们能够成为祂的复制，并且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祂

奇妙之光者的美德。阿们。所以告诉你身旁的人，弟兄姊妹，我已经蒙召，进入那奇妙的光。我

们已经蒙召，进入祂奇妙的光。 

在约翰一书一章五到七节说，神就是光，在祂里面毫无黑暗。如果我们说，我们与神有交

通，却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

通，祂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圣徒们，这是另外一个范围。许多时候，我也被李

弟兄的话所更新。他常常祷告说，主，拯救我脱离黑暗的自欺，主，拯救我脱离在黑暗中的自

欺。我也实行每天早上这样的祷告。主阿，拯救我脱离在黑暗中的自欺。所以我就能够成为这样

的人，不断的享受神圣的迁移。出黑暗入祂奇妙的光。 

  2  神已将我们从撒但黑暗的死亡范围，迁入神光的生命范围里—约壹一
5~7。 

  3  从前我们是在黑暗里，在撒但权下，但我们已从黑暗和撒但权下迁入光和
神里面—徒二六 18。 

赞美主，圣徒们，我们已经被迁入光中，迁入神里面，这是何等的迁移，进入光，进入神。 

现在我们来到另一个方面说到神圣的迁移。 

 四  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已蒙拯救脱离黑暗的权势，迁入父爱子的国里
—西一 13： 

  1  蒙拯救脱离黑暗的权势，就是蒙拯救脱离那掌死权的魔鬼；我们已借着基
督的死，并借着在复活里基督的生命，蒙拯救脱离魔鬼撒但—来二 14，
约十七 15，西二 15，约五 24。 

希伯来二章十四节说，基督亲自有分于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废除那掌死权的，就是魔

鬼。阿利路亚，我们的基督就是废除魔鬼的，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祂要使祂自己在我们里面涌

流，所以我们是借着基督的死，并借着在复活里基督的生命蒙拯救，脱离魔鬼撒但。 

  2  迁入父爱子的国里，就是迁入那是我们生命的子里，祂在祂复活的生命里
带着爱，并且在光中管理我们—西一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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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歌罗西书一章十二和十三节，我希望你们许多的新人能够背下来这两节。从我基督徒生

活的开始，我就实行把这两节背下来。有些经节今天还记得住。一章十二至十三节说，感谢父叫

你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给众圣徒的分。祂拯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祂爱

子的国里。阿们。弟兄姊妹，这是祂爱的国，这是一个生命、爱的国。这是何等的国。所以要享

受这个迁移，这个迁移，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祂爱子的国里， 好的路，就是绝对不要从告诉

主你何等的爱祂这件事上毕业。主阿，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我们向主说三次，主耶稣，我

爱你。主耶稣，我爱你。哦，主耶稣，我爱你。哦，主耶稣，我爱你。愿我们常常这样的操练，

向主这样说，向主这样发出珍赏，祂是何等的宝贵，祂是何等的可爱，这就保守我们在这个神圣

迁移的实际中。阿们。所以我们读完了第 2 点，第四中点的第 2 点。这第二句话，祂在祂复活的

生命里带着爱，并且在光中管理我们。这是何等的发表。祂管理我们，是在祂复活的生命里带着

爱，并且在光中。 

 五  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已从律法迁到恩典—罗六 14：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信徒，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已经从律法迁到恩典。阿利路亚，

罗马六章十四节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因为我们的平息处，我们的平息的祭

物，基督，已经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 

  1  这恩典就是三一神，借着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十字架、复活和升天，
已经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好作我们的一切，给我们享受—林后八 9，彼
前五 10，来二 9。 

给我们什么呢？给我们享受。弟兄姊妹们，这个迁移是为着让我们享受的。我们需要看见这

个迁移，使我们能够享受祂，使我们对祂的享受能够被拔高，能够升级。从律法迁到恩典，乃是

为着让我们享受基督。彼前五章十节，我们的神被称为全般恩典的神。祂是全般恩典的神，换句

话说，祂是全般享受的神。祂要我们经历祂，享受祂。所以祂已经经历了一切的步骤，经过过

程，终极完成，借着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十字架、复活和升天，所以祂就可以被我们经历，

作我们的恩典。 

  2  我们所迁入的恩典，就是给我们经历并享受的三一神—神自己在基督里
作为那灵，带着祂一切的所是，给我们享受—约一 14、16~17，林后十三
14。 

让我们一同读，用刚强的灵读第 2 小点。我们所迁入的恩典，就是给我们经历并享受的三一

神－神自己在基督里作为那灵，带着祂一切的所是，给我们享受。赞美主，所以神具体化在基督

里，完成了许多的事，借着祂经过的步骤，对我们今天成为可接受的。今天祂是何等美妙、亲

切，那位赐生命的，包罗万有的灵，我们已经被迁移，从律法迁到恩典里，从定罪迁到享受里。

如果你还在律法之下，你所能作的，就是过一个被定罪的生活，而且定罪别人的生活。但是阿利

路亚，我们已经迁移，从律法迁到恩典之下。我不知道今天晚上要发生什么，我们在这里，许多

弟兄们都在这里赞美、歌唱，也许我们整夜都可以这样作，阿利路亚。这个训练就是恩典的训

练，我们需要训练。但是这个训练不是律法乃是恩典，所以我们能够成为那些享受三一神的人。 

要记得，李弟兄一个很有名的引用的话，我在地上所在意，所喜欢要作的事，就是要你更多

的享受基督，让基督的身体，让召会更多的被生机的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这就是我 大的享

受。另外几句话是说，没有一个能够，没有人能够使我们受影响不享受基督。阿们。这些的经节

都非常的重要。基督，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祂成为肉体，我们也见过祂的荣耀，是满了荣耀，

是满了实际的，丰丰满满的有恩典和实际。约翰一章十六和十七节说到，从祂的丰满里我们都领

受，而且恩上加恩。这里说，基督，律法是借着摩西赐的，恩典和实际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阿

利路亚。三一神来了，祂来了作我们的生命，作我们生命的供应，为着我们的享受。这是太美妙

了。林后十三章十四节说，三一神不是为着道理，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

众人同在。主的渴望在这个训练中，就是我们享受祂，我绝对不要失去这样的享受。我已经被迁

入对基督的享受里。告诉你身旁的人，我们已经被迁入对基督的享受里。 

所以我们能看见这五个神圣的迁移，第一，从亚当迁到基督里；第二，从死亡迁入生命；第

三，从黑暗迁入光中；第四，从黑暗的权势迁入父爱子的国里；然后第五，从律法迁到恩典。这

里并没都说到基督，但是你都可以说是基督，因为出律法，进入恩典，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基

督。什么是光？基督。什么是神爱子的国？就是基督。什么是生命？生命就是基督。阿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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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这个神圣的迁移。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成那些看见，并且放胆见证这件事情的人。我

们绝对不放弃，我们不只看，不只珍赏，我们也要宣告这个事实，是我们在主的经纶中的地位。 

 六  实行上并经历上的迁移，乃是借着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从肉体（实行上
并经历上的亚当）里迁出来，并借着我们与那灵的联结，迁到那灵（实行上
并经历上的基督）里—罗七 1~6，八 16。 

罗马七章六节说，我们在灵的新样里服事，在灵的新样里行事，并且在生命的新样里事奉。

罗马八章十六节说，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这位美妙的基督，我们已经被迁到祂里面，这一

位成了那灵。弟兄姊妹，我们绝对不会停止呼喊阿利路亚，阿利路亚为着什么呢？因为基督已经

成了那灵。使这样的一个迁移变为实际，且可经历的，祂成为实行，可实行，可经历的。所以这

个迁移不是道理，不只是一个事实而已，而是一个可实行并可经历的事。阿们，赞美主。 

当我的妻子今天下午和我一同在开车的时候，我感觉我们真的是有很甜美的开车，虽然有塞

车，但是我们很甜美，当我们在开的时候，就是有平安，所以满了感谢，我的妻子也帮助我享受

主。对我来说，开车就是基督。阿利路亚。哦，我们有一个新的地位，在基督里。我们要成为何

等喜乐的人，何等快乐的人。因为我们有神圣的迁移。 

贰 我们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既经历了神圣的迁移，现今就必须过接
枝的生活—活在神圣生命与属人生命的联结里，并活在神圣的灵与
重生之人的灵的调和里—六 5，十一 17、24，林前六 17： 
神圣的迁移为我们过接枝的生活开路。神圣的迁移将我们带进一个正确的地位，使主能够将

我们的性情变化。神圣的迁移是地位上的，但是接枝的生活联合的生命是性情上的，也是经历上

的。使我们能在主手中有用，不只是有一个正确的地位而已，甚至也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性情，与

祂是一，完全与祂是一。所以弟兄姊妹们，因着我们已经与主接枝在一起，我们会读这些经节。

因着这样的接枝，我们被接到，被放到，生机的被放在基督里，在生命上被放在祂里面。因为我

们有这个生机的接枝的生命，我们就有这神圣迁移一切美妙的实际。这样的迁移就将我们带进这

个接枝的生命。接枝的生命使我们一直在神圣的迁移的实际里。 

 一  圣经启示神所渴望与人的关系，乃是祂与人成为一—17 节： 
弟兄姊妹，这是我 喜欢的经节，林前六章十七节，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并

不是说他的灵与主成为一灵，而是他与主联合，就与主成为一灵。这个联结的源头就是在我们灵

里。有神圣的灵将我们人的灵重生，与我们调和，使我们能够与祂成为一灵。与主联合的，便是

与主成为一灵。 

所以，重点在于，圣经启示神渴望的事。Ron 弟兄说到罗马书、以弗所书神心头的渴望。祂

的决议，祂的旨意，祂的心爱美意，祂的渴望。祂的渴望，从已过的永远里就是要与我们成为

一。但是，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懂。我们，甚至我们祷告都是要主为我们做一些事，帮

助我们这一件事，祂帮助我们，我们就说谢谢，下次再见。但是主对这种事没兴趣，祂没有兴趣

答应我们这种祷告，祂要与我们成为一。神的渴望是一，从已过的永远里，祂深处的渴望，借着

主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个祷告就彰显出来了。在约翰十七章，父阿，这些信徒要成为一，就像你与

我是一一样，父，正如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神的渴望，这是无法述说，太可畏了，就是这

个一。这个联结，这就是在祂心中的事。 

有一次我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当我读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第一次读到，一九七四年的时

候，在安那翰的会议中心的时候，但是李弟兄那个时候开始讲罗马书。他是说，圣经是一本罗曼

史。我想他怎么得到这种讲法的，但是他看见，神在罗马书中的这个心愿就是一。毫无疑问的，

这个也与我们与主接枝有关，但是圣经乃是一个神圣的罗曼史。你知道，我喜欢雅歌这一卷书。

愿祂用口与我亲嘴，主的渴望，就是我们这一个亲嘴，永远亲嘴的合一。阿们。阿们。祂渴望这

样的一。新耶路撒冷，我一直到了主的恢复才知道什么是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就是一。就是

新郎与新妇，不只是夫妇彼此站在一起，而是彼此在里面。祂是那得高举的羔羊，神在宝座上流

出生命水的河，我们越与祂是一，祂就越得着高举。无论如何，神渴望就是这个罗曼史。很显然

的，这是一个训练，但是这个训练，表面看是一个训练，其实就是要进入神的渴望，进入这个一

里面。什么都不算数，除了这个一以外，其他都不算数，那才是神所要的。 

『经历基督的秘诀』这本书里面有几句话，这二灵，神的灵与我们的灵，已经连结，这是

奇妙、 奥秘的事。没有一个连结，能够像这样的连结这么亲密。我们必须呼喊『阿利路亚！我

们与主成为一灵。』所以我们一同呼喊：『我们与主成为一灵。』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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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神渴望神圣的生命与属人的生命联结成为一个生命—约十五 1、4~5。 
约翰十五章说，我是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四节又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与我联结在一

起，住在我里面，你像枝子生机的联于葡萄树。枝子唯一生机的需要就是留在葡萄树上，一直的

吸取，一直吸取所有的丰富。从葡萄树的汁液中吸取一切的丰富。然后，在五节说，我是葡萄

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离了这个

一，你们就不能作什么。离了一，今天晚上，我什么都不能说，离了这个一，你也什么都不能

听，哦，主，我们需要留在这一里面。阿利路亚，为着这个接枝的生命。 

在加拉太书的生命读经，这里有几句话说，在这个联结里，在这个联结里，我们完全的与三

一神是一，这是非常重要的，看见这个启示很重要，这要改变我们的一生，这要改变我们的生

活。 

  2  这一乃是生命里的联结，就是接枝的生命—罗十一 17、24。 
让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一章。这很实际的给我们看见这生机的一方面，我们先看十七节。若有

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在其中接上去，一同有分于橄榄根的肥汁。我们都是野的橄榄

枝，我们都是野的橄榄枝，但是我们都被接上去，一同有分于这橄榄根的肥汁，你怎么说，这个

肥汁是什么呢？就是有分于，有分于橄榄根的肥汁，就是要享受，享受、吸取这个肥汁。基督真

丰富，祂是一切，阿们。我今天散步的时候享受祂，我就享受祂是我的一切，一切正面的事物。

祂就提醒我，一切我们看见的，在宇宙中正面的事物，都提醒我们要享受祂，阿们。要一直的摸

着灵。TSA，一直摸着灵。但今天晚上我们改了，不只是 TSA，也要 ISA，一直在灵里，阿们，我

们要一直的在灵里。我们要一同有分于橄榄根的肥汁。 

然后在二十四节，你是从那天然的野橄榄树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栽种的橄榄树

上，何况这些天然的枝子，我们逆着性得接在栽种的橄榄树上。无论如何，这太美妙了，接枝是

一件太重大的事。 

 二  为使我们接枝到基督里，祂就必须经过成为肉体、钉死和复活的过程—约
一 14，三 14，十二 24，二十 22： 

在这些的经节就很清楚，这位神人祂被高举，祂被举起来，像是铜蛇，在约翰三章十四节。

在十二章二十四节，就说到祂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这一位是灵的基督，在祂的复活里，

就将祂自己吹入门徒们里面说，你们受圣灵。受圣灵，受圣气，所以祂经过这一切的过程，祂就

能够进入我们里面，我们也能够接枝到祂里面，我们要呼喊阿利路亚，阿利路亚，基督是可以进

入的，基督是可进入的，这里有一些的细节， 

  1  基督成为肉体，作了大卫的后裔，也就是大卫的苗，好使我们能与祂接枝
—一 14，太一 1，亚三 8，耶二三 5，三三 15。 

  2  基督在十字架上被“切割”，使我们能被接枝到祂里面；并且祂复活成了
赐生命的灵，进入我们里面，使我们与祂成为一灵—林前十五 45 下，林
后三 17 上，罗八 10，林前六 17。 

赞美主，基督在十字架上被切割，使我们能被接枝到祂里面。我们接下来还要说到这点，并

且祂在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进入我们里面，使我们与祂成为一灵。我喜欢诗歌英文五百三十九

首，第五节，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唱一下呢？中文诗歌四百首。哦，主，你是生命之灵，对我何

亲何近，亲切便利，令人赞赏，又是甜美常新。我希望你们能够宝贝这每一节。末后的亚当成为

什么呢？赐生命的灵。林后三章十七节是，主就是那灵。当基督被我们接受为生命，我们的灵就

是生命。然后，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为一灵。 

 三  接枝产生生机的联结—罗六 5，加二 16： 

  1  这不是将不好的生命换成更好的生命，乃是将两个生命接联为一，共享一
个调和的生命和生活—20 节，林前六 17： 

加拉太二章二十节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

里面活着。不再是我活，而是祂活，我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祂联结所

活的，我们是完全与祂这位神的儿子是一。所以我们在罗马书生命读经，我们的弟兄说到三个图

画，说到保罗说用了三个图画来说到一。第一是器皿和内容，我们是器皿，基督是内容。你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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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器皿没有换内容，而是与祂成为一。另外的一个例子就是婚姻。丈夫和妻子这二者成为一，

这里也有生命的联结。 

但是 强、 清楚的事例就是接枝。让我读一点给你们听。为使一种生命能够接枝到另外一

种生命，两个生命都需要经过一些过程。一个香蕉树不可能接到一个桃树上，两个生命必须相

似。一个比较差的，比较差的，比较没办法生产的桃子树能够接到一个比较好的桃子树上。我们

根据这个原则，我们能够看见，神的经纶，神圣的生命，分赐到人的里面。神圣的生命不能够与

狗的生命接枝，这是因为生命不相像，但是人的生命是照着神的形像和样式造的，所以能够联于

神圣的生命。所以，虽然我们人的生命不是神圣的生命，却像神圣的生命，所以这些生命能够很

容易的接在一起，能够一同的在生机里生长。宣信有一首诗歌，英文四百八十二首，这里说到一

个贱木接在珍树上面，中文三百六十五首，他是与祂一同的生长。我们就在此看见，这不是生命

的替换，而是接枝的生命。赞美主。我们的说到接枝，我们不是说到生命的替换，而是接枝。我

们这个可怜的、野的、不是栽种的，你可以用许多的名词来形容，的这个橄榄枝已经被接在栽种

的、甜美的、美妙的基督身上。这个美妙的基督树上，能够成为神圣的葡萄树。所以我们能够成

为在约翰六章五十七节说，父如何差遣了我，我又因父活着。祂，子和父就活一个生活，活一个

生命，因为祂是因父活着，所以凡吃我的，享受我的，也要因我活着，所以这二者就活一个生

活，同有一个生命，他们是这样的接枝在一起。 

   ａ 这种生命的调和，乃是两种同类而不相同的生命，经过死（切割）与复
活（生长）而有的。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图画，在十字架上，基督被切割，我们也被切割。基督切

割时，我们这个，我们这一个枝子也被切割，然后我们就接吻在一起，亲吻在一起，彼此的接触

在一起。这就是接枝，生命的接枝。这个关系不是生命的替换，而是生机的联结。在生命上，这

是一个罗曼蒂克的连接，阿利路亚，为着这个生机的联结，生机的联结是一个罗曼蒂克的生机联

结。主耶稣，我爱你。我们等一下还要再看这个点。好。 

   ｂ 这描述我们与基督的接联—罗十二 4~5。 

  2  “信耶稣基督”（加二 16），指借着信与祂有生机的联结；在这样生机的
联结里，我们与基督乃是一。 

 四  “与祂联合生长”（罗六 5）是指生机的联结，在这联结里有生长发生，就
是使一方有分于另一方的生命与特征；在这与基督生机的联结里，凡基督所
经过的，现今都成了我们的历史—6 节，加二 20，弗二 5~6。 

我再从加拉太书的生命读经读一点，借着信我们都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生机的联结，联于基

督。我们指出，信，就是珍赏耶稣。信，在加拉太书生命读经里，就被定义为十二个词。从听开

始，第二是珍赏， 后是赞美和涌流，那就是信的定义。无论如何，活的信从我们对祂这个爱的

感觉而来。这指明我们信入祂的这个信，是与我们珍赏这可爱者有关。圣徒们，我希望你们能够

记住，当我们感觉祂的可爱，自然而然的，我们的珍赏，对祂的珍赏就在我们里面兴起，这样的

珍赏是我们的信。当保罗说到神的儿子乃是那位爱我们的，爱我们的，这给他，将祂自己给了我

们，告诉你身旁的人，祂爱我，为我们舍了自己，祂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当保罗说到这些

话，他是满了对主耶稣的珍赏。请听，每当我们从我们的心的深处说，主耶稣，我爱你，哦，主

耶稣，我爱你，我们的信就得着加强，生机的与基督联于祂，也得着加强。这样的一个接枝，这

样的一个生活，也得着加强。每当你从你的深处这样说，主耶稣，我爱你。 

另外一句说，我们越多的说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越感觉到被切割，脱离一切与基督以外的

事，阿利路亚。阿利路亚。主耶稣，我爱你。对人传福音的时候， 近我出外，才两三天前，能

够对一些人传福音，没有比别的更有效，就是说主耶稣，我爱主耶稣，你是第一个得救的人，我

爱主耶稣。无论如何，这里有一件事发生，就是我们这生机的联结得着加强，并且使我们被切

割。每当我们说，我们爱主，我们就被切除了，脱离一切基督以外的事，这是不是很好呢，所以

这就保守我们，活在这个神圣迁移的实际里。 

 五  接枝排除我们一切消极的元素，使我们身上神所造的功能得以复活，拔高并
充实我们的功能，浸透我们全人，以变化我们，并把我们模成基督的形像
—约十一 25，弗四 23，罗十二 2，八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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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们。所以，这里有排除，因为接枝这个软弱的、可怜的、贫穷的、野的枝子，进到了、接

到这个刚强的、甜美的、丰富的树上的时候，这个树就是基督，许多的事情，这些消极的事物都

被排除了。然后，就着我们这个人来说，我们的功能，神所造的这些功能就被，得以复活、拔

高、得以充实，并且被浸透，阿利路亚。所以，第七节，三百八十二首的 后一节就说到，舍此

无法摸着生命，脱离天然自我，所以我们都要一同的被接枝。这些太复杂的人，就不太懂为什么

三一神要经过许多的过程，但是这一切复杂的事都是正面的。但是祂把我们这个可怜的、野蛮的

枝子都接在祂身上，使我们能够与祂是一，使我们能够被迁移、被拔高。我再读一些话给你们

听。 

关于当我们活在这个生机的联结里，会有什么事发生，更好的生命就吞灭了这个较低生命的

缺陷和缺点，神圣的生命就会吞灭属人生命的缺陷和短处。我们可以用抗生素作为例子来说明。

抗生素杀死细菌，基督生命里面这个消杀的元素就能够了结消极的事物。我们可能会喜欢用基督

的生命来顶替人的生命，因为我们属人的生命满了细菌，我们喜欢用神圣的生命来顶替，这可能

是我们的方法，但不是神的方法，不是神的经纶。神的方法就是让基督来吞灭我们的短处，我们

的缺陷，我们的细菌，我们越告诉主说，我们爱祂，我们要与祂是一，我们就越能够经历这个属

天、属灵抗生素的消杀功能，这是非常鼓励我们的话。我来读给你们听，所有我们所需要在基督

生命里面的这些成分，就是消杀的元素和滋养的元素，你可能会对你自己的个性感到失望，但是

基督的生命会消杀我们天然个性里面消极的因素，并且祂没有将你天然的个性丢掉，反而要拔

高，要复活。阿利路亚，为着这接枝的生命，阿利路亚，使我们满了盼望。 

 六  我们既已接枝到基督里，就不该再凭我们自己活着，而该让基督在我们里面
活着—约十五 1、4~5，加二 20。 

这就是葡萄树与枝子。我们与基督同钉十架，现在我们凭灵生活，步步，一步一步，一天又

一天，每当我们所作的，我们所说的，都是与祂成为一灵而说而作。 

 七  我们借着接枝与基督联结、调和且合并，而成为基督的身体—罗十二 4~5。 
赞美主，圣徒们，阿利路亚，为着这接枝的生命，感谢主。为着这神圣的迁移，脱离一切基

督以外的事物，将我们带进这接枝生命的美妙的联结里。在这个联结里面，不只是消极的事物被

吞灭，我们也能够成为祂，在生命和性情上，在元素、素质、功用、彰显上，而成为基督的身

体，喔，这就是福音，这是何等的福音，神圣的迁移与接枝的生命。阿们。感谢主，为着神在罗

马书中神的福音。圣徒们，保罗像这样，保罗有一次在船上，一切状况都不很好，但是保罗在这

个接枝的生命里，一切的事物都在往下沈的时候，他说，朋友们，要刚强。在这个批注里，这里

说，这一位保罗乃是耶稣再一次在地上生活，因为他被祂神性所丰富的人性里，再次活在地上，

因为他满了耶稣。所以，但愿我们成为一个永不离开这个联结的人，看见这个神圣的迁移，并且

时时刻刻留在这个宝贵、生机的联结里。李弟兄是对我一个 大的榜样，我们看见他在一些小事

上，总是在祷告。主耶稣，保守我，与你成，与你是一灵。无论有什么事，他都非常实际的说，

主，主，保守我与你是一灵，使我，保守我在接枝的生命里，在这个联结里，这是使我们能够建

造基督的身体，赞美主，我们与我们身旁的弟兄姊妹有一点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