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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成为得胜者的关键─生命之灵的律，为着身体的
生活信息听抄 

今天晚上，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相信我们在主恢复中所有的

人，可能都曾经听过这个点，就是生命之灵的律。我的确相信我们有许多人，在他的聚会中。今

天晚上我们来到这个训练中，我不相信有别的团体曾经会讲这个题目，或者曾经听过这个题目，

甚至也没有很详细的进到这个题目。我相信今天晚上，当我们在思考这件事的时候，主要开我们

的眼睛，我们就能够看见一些有生命之灵的律有关的事，是我们前所未见的。这实在是一件重大

的事。 

我要读，在进入这个信息之前，我要读一些话。李弟兄直接说到关于这件事，给我们看见这

件事，就是生命之灵的律的重要性。这是从罗马书生命读经，我们要读这一段，在第六十七篇。

这会让你觉得很惊讶，因为我们在主的恢复中，当我们来到罗马八章，我们的重点几乎都是在生

命，在那里有启示生命，或者是灵，也在那里启示出来。这的确是如此。但是我们必须领会到，

这里的重点，主要的重点在罗马八章，不是灵，不是生命，而是律，生命之灵的律。生命之灵的

律，在基督耶稣里。李弟兄在这里这样分享，当我预备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就读到这几段话，

我非常的惊讶，也被这些话光照。保罗在八章其余各节所题到的，就是八章二节之后的，都与生

命之灵的律的运行有关。我们若仔细的读这一章，就会看见本章的主题实际上不是那灵，乃是生

命之灵的律。所以，看见八章的主题、题目，不仅是那灵，更是生命之灵，生命之灵的律，这对

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从成全训练信息第三册，第三十二篇里面，也有一段话，中文的四百三十七页。这一

章所真正讲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大部分的基督教教师，都说这一章是讲灵。不错，本章多少是在

讲灵，但我不信这一章的主题是灵。二节有生命之灵的律这个词组。这个词组是由三样东西，

律、灵与生命所组成的。三件之中，那一件 重要？你如果回答说，生命是 重要的一件。那么

保罗为什么不说，律之灵的生命。比方，我如果说，加利福尼亚州山中的黄金，我是在谈，我是

在谈加利福尼亚州，或者是山，还是黄金？当然我是在谈黄金，当然我是在谈黄金。我如果是在

谈加利福尼亚州，那么我应当说，金山的加利福尼亚州。当然我们平常是不这样讲的。这是我在

这里加的一段话，这不是李弟兄说的。 

好，我们再来读其他的几句话。你对生命已经有了一些观念，你对于灵，也有了一些看法。

所以你就很容易拾起这些点，可是你对于律没有什么观念或看法。他那个时候是对一些的地方召

会，讲这些话。罗马书八章的读者中间，很少人会注意到律这个字。他们多半注意到灵，但注意

到生命的人就更少了。弟兄姊妹们，今天晚上，我们是在讲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我希

望，弟兄姊妹们，李弟兄职事里面的这一段话，给我们看见生命之灵的律的重要性，是在基督耶

稣里的律。这个律是神经纶中一个很特别的点，被信徒所经历，也是能够建造召会。我们必须学

习凭这生命之灵的律而生活，在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来生活。 

这篇信息的篇题是成为得胜者的关键—生命之灵的律，为着身体的生活。 

壹 成为得胜者的关键，乃是罗马八章里生命之灵的律；罗马八章是为
着迫切寻求者的一章圣经—七 24~八 2、28~29： 
弟兄们，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的寻求者，甚至是迫切的寻求者，寻求神，活神，联于祂，来

实行祂神圣的经纶。成为这样一个寻求者的关键，就是得胜者的关键，就是要作迫切的寻求者。

没有一个实行召会生活的人，或者过基督徒生活的人，是没有一个迫切寻求的心。或者说，不是

一个迫切寻求主的人，但是若是，若是不竭力的进入这样的经历，将我们带进对生命之灵的律的

享受和经历里，我们永远不能够成为被主得着的人，作为得胜者。我们必须学习凭着生命之灵的

律来生活。 

 一  罗马七章是“在肉体里”的经历；罗马八章是“在灵里”的经历（这灵乃是
神圣的灵住在我们人的灵里，二者调和成为一灵）—4、9~10、16 节，林前
六 17，提后四 22。 

我们刚才读了罗马七章的一段经文，这一章的确是说到在肉体里，在肉体里。这是我们这个

人的一部分。本来是一个纯洁的身体，但是有一天亚当将他自己敞开，接受了试诱，他吃了那个

果子。当他吃了那样的食物，就影响到，就使得撒但和罪进到他里面，联于他，使这个罪、撒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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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当相联，身体就不纯洁，就败坏，就变质成另外一个东西。这另外一个东西，就叫作肉体。

在罗马七章，肉体完全被暴露出来。 

当然我们的负担，今天晚上不是太在于讲肉体，而是讲灵。但是无论如何，这里有一个争

战，在肉体与灵之间发生。照着加拉太书五章，肉体抵抗那灵，那灵也抵抗肉体，二者彼此敌

对，甚至在信徒里面也是如此。当然他们不信的人，灵里没有神的灵居住，所以他们没有生命之

灵的律。这生命之灵的律已经由主赐给信徒，在他们的灵里，由信徒所取用，使信徒能够有路来

胜过肉体的情欲，来胜过这个肉体的霸占。 

弟兄们，当我们被主所造，我们是，我们是有一个受造的生命，是纯洁、没有瑕疵的。但是

当人向撒但敞开了，接受了这一位进到他的里面，然后一切都改变了。从那一天开始，人类就在

挣扎，在他的意思，在那个生命进到亚当里面，进到那个受造的生命里面，他敞开自己，接受了

那个撒但的生命，进到亚当里面了。然后，一代又一代的，那个生命，撒但的生命，事实上就是

内住的罪，住在人的里面，那一个元素进到人的里面，就成为人里面的挣扎，世世代代的挣扎，

直到主来。祂成为肉体，钉死，撒但一直都是一个大的难处，但是在祂钉十字架之后，这位基督

就将撒但和罪，带到十字架上。 

我要读给你们听，罗马八章三节，律法因肉体而软弱，有所不能的，那就是赐给以色列人的

那个律法，律法因肉体而软弱，有所不能的，这是软弱到极点的。肉体绝对会被，无法遵守这个

律法，会被击败。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那就是基督，祂不是罪的肉体，但是祂是在罪之肉

体的样式里，并为着罪。并为着罪这个辞，是一件重大的辞。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其中一个原

因，就是要对付罪，乃是为着罪，就是撒但邪恶的性情入侵了人。这事实上，就是撒但的自己进

入我们里面。他是尽全力要取代我们，要接管我们全人。神，他在地上的用意就是要建立撒但的

国以敌对神的国。但是撒但来，他是为着罪来的；基督来，祂为着罪，祂死在十字架上，就在肉

体中，定罪了罪，这个罪，撒但的性情，甚至就是撒但的自己，这个罪住在人的里面，就被定

罪，就被基督的死所定罪。这是不是太荣耀了呢，四千年来，这里有一个人类的大难处，但是基

督来了，在十架上受死，祂为着罪，这就是为什么祂要来，来对付这，对付这宇宙中 大的一个

难处。祂是为此成肉体，祂在十字架上受死，也是为此，祂是为着罪，为着这一个元素，它这个

元素进到人的里面，就成为人的一部分了，基督就借着祂的死，定罪了这个元素，这个被带进人

里面的撒但的元素，这是一件重大的事。 

罗马书七章是在『在肉体里』的经历，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甚至在相信之后，仍然在挣扎。罗

马七章不是讲不信的人，而是一个信徒的经历。 

罗马八章是『在灵里』的经历。这是一个何等的差别，从七章到八章，在七章里我们看见有

许多，在从肉体发出来消极的事物，但是来到罗马八章，我们进到一个在灵的领域里，我们与神

调和，在灵里与祂调和，神圣的灵住在人的灵里，这二者调和成为一灵。赞美主，有肉体，肉体

会兴起，与我们争战，随时都有这种危险，它纵任贪欲。但是，有一个得胜的因素，因为我们已

经与神的灵调和成为一灵。 

 二  享受罗马八章生命之灵的律，将我们引进罗马十二章基督身体的实际里；当
我们活在基督的身体里并为基督的身体而活，这律就在我们里面运行—八
2、28~29，十二 1~2、11，腓一 19。 

这个律在我们里面运行，当我们活在基督的身体里，并为基督的身体而活，这律就在我们里

面运行。在我进到召会生活的这些经历中，我 大的记忆就是我进到召会生活，那是在德州的达

拉斯，一九，在一九六四年，一九六四年，李弟兄来到达拉斯，我那时候正在就读神学院，我听

说他来了，李弟兄来过不只一次。然后，有一些的朋友他们转到主恢复的路上，李弟兄来到达拉

斯，我去听他讲。我听到他讲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关于罗马八章的信息，我听他的话，我觉得很

有兴趣，我也非常被摸着。但是，因为有些原因，我就听，无法听第二篇信息。然后我听到第三

篇信息，然后他开始说到罗马八章，我们有灵，然后在九章到十一章，我们有一段插入的话，你

必须领会下一件事，圣经所说的下一件事，就是身体，是身体。那是我第一次，有人是这样的说

到召会，我听到那样的信息，我是非常的有兴趣，我读纲要的这些话，当然，我里面又回想到那

个周末，我第一次听到李弟兄讲话，这是不是很美妙呢？享受罗马八章生命之灵的律，将我们引

进罗马十二章基督身体的实际里，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要写罗马十二章，他经过了罗马八章，然后

有一段九到十一章，括号插进的话，然后罗马八章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身体。弟兄们，如果我

们要被引进召会生活，这一切的实际，就是我们必须，必须对生命之灵的律有完满丰富的经历，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经历是何等的丰富，我们就永远进入不了基督身体完满的经历里，这是一个

何等荣耀的事，召会是何等的荣耀，一个单独的信徒得救也是很荣耀，能够享受主，但是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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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更荣耀的事，就是进入召会生活，而且不只是召会生活的本身，更是进入身体的实行，能够调

和、相调在身体里，弟兄们，这是借着这些的经历而得以实现的。 

 三  基督身体生活和事奉的一切关键，乃是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生命之灵的律： 

  1  生命之灵的律，使我们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使
我们成形，而有神长子的形像，成为祂团体的彰显—罗八 2、29。 

  2  生命之灵的律，将我们构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有各种的功用—弗四
11~12、16。 

弟兄们，每一个生命，都有个律，植物也有一些生命的律，动物也有一些生命的律，作人也

是有人的生命的律，你的生活，你行事为人的法则，你被带进的那个元素，你的经历，完全是基

于那个生命的律。我是在乡间长大，甚至不是在一个乡镇长大，完全是在乡村里长大，直到十七

岁，我就进大学，我从来没有住过一个城市，当我在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家里失火，所

以只好搬到城里，你知道那个城有少人么？六百人，但是对我来讲是个大城了，无论如何，弟兄

们，我在那个时候，看到乡间，在看到许多鸟阿，人阿，他们的律，有许多活物，他们都有律，

每一个生命都有律，这是照着神的创造，在这宇宙中有一个 高的律，这个律就是神的律，因为

神有宇宙中 高的生命，这 高的生命有高的律，弟兄们，神的律使我们在生命上成为神，这就

是生命所要作成的，我要说，律就是生命在行动，没有生命就没有律，律使我们在生命和性情和

彰显上成为神，这个律，其他的律，但是这个律也是有限，不会使我们成为神格上的神，但是这

个律会使我们成形，有神长子的形像，成为祂团体的彰显，弟兄们，这就是陈实弟兄，在上一堂

聚会中所分享到的，这就是生命所作的，在神圣的生命里有一个律，我们都在过程中，这个律在

我们里面运行，天天，逐渐的，我们就被作成神，我们被建造成为主的彰显，在地上的显出，这

个律，生命之灵的律，也会将我们构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有各种的功用，赞美主，弟兄们，需

要满了盼望，不要说你没有什么功用，你里面都有生命，不是么？那意思就是你里面有个律，从

那个生命的律，有许多的功用要发展出来，使你能够成为基督身体上有用的肢体。 

贰 我们要经历内住的基督作为生命之灵的律，就必须看见罗马七、八
章中的三个生命和四个律： 
为要帮助我们看见三个生命和四个律，我们在黑板上画了这个图，你知道这里有四个律，第

一个律是在身外的律，就是神的律，那就是律例，这就是神颁赐给以色列民的，来指引他们的行

为，告诉他们如何生活，那是在法版上刻的神的律，是在人身之外的，与人无关，在那里，而人

在这里，人竭力的要满足那个律，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律，被称作为善的律，那是在人的心思里，

这为善的律，善的律，这是第一个进到人里面与人发生关系的律，就是善的律，为善的律，然后

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那个受造的生命有关的律，从人里面，人里面就有一个特别的律，这个律是

要行善，这个律是当人照着神的形像和样式被造的时候就有的，因为他有神的形像和样式，虽然

在那个时候，他没有神的生命，只拥有属人的生命，但是在人里面，仍然有一种渴望，有一种竭

力想要讨神喜悦，行善以讨神喜悦，使人得以凭此生活，讨神喜悦，所以这个律，它的功用被称

作为善的律，然后，在一个时候，撒但进来了，进入人的肉体里，撒但进到人的肉体里，我们指

出，这就是身体变质了，从一个好的身体变成一个肉体，事实上就成了罪的肉体，因为撒但进到

身体里，作为罪，然后从那一个生命里，出来了罪与死的律，这个人是神所造的，这个人知道，

照着神的律，特别是在出埃及记之后，当神将祂的律写下来，在石版上，人知道他要如何生活，

他要如何行为，他要如何讨神喜悦，人就开始奋斗、努力，要这样生活，但是问题在于在那个时

候，神进到人的里面之前，还有另外一个律，就是罪与死的律在人的里面，罪与死的律总是胜过

为善的律，总是胜过。我知道，我知道我要行善，我总是要行善，但是总是有一个东西胜过我所

要作的，我想要作好，但是 后我作不好，因为有另外一个律，在我的肢体里，与为善的律争

战，它的力量，行善的律是一个软弱的律，罪和死的律是强多了，撒但的这个律，比为善的律强

多了，为善的律是在人的心思里，使人有一种渴望，想要作正确的事，为神作正确的事，他们就

想要行善，作一个正确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得胜过，因为罪和死的律，现在是在人的肉体里，

作为罪总是胜过为善的律，总是胜过，为善的律永远胜不过罪与死的的律，不可能胜过，甚至以

我们信徒的观点来看，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七章的经历，他知道神的话说，你不可贪心，但是保罗

就是无法停止的贪心，没办法，所以他向神呼求， 终他摸着另外一个律，就是生命之灵的律，

是在信徒的灵里，这是 强的律，生命之灵的律，生命之灵的律是在我们的灵里，罪与死的律是

在我们的身体里，行善的律，为善的律是在我们的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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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还记得，有一些信徒和不信的人，许多时候，他们在一讨论，人是好

还是不好，人是性善还是性恶，人是性善还是性恶呢？我听他们讨论， 后我也有我自己的看

法，我就是没有跟随他们，我就说，在我的经历里，我想要作好，但是，但是我总是作不好，总

是作得不好，所以我想要作好，但是我是很差的，所以我的看法是，我们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

题，是阿，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赞美主，当我听见这时代职事的话语之后，我就知道

了，这才是答案。答案在这里。我们里面有三个律，这在于我们到底凭什么律活。我们必须往下

讲了。 

 一  人受造的生命连同善的律是在我们魂里；这律源自人天然的生命，就是人自
己—七 21~23，创一 31，传七 29。 

 二  撒但邪恶的生命连同罪与死的律，是在我们的肉体里；这律源自撒但，就是
住在信徒肉体中的罪—罗六 6，七 15~20、23~24，约壹三 10，约八 44，太
十三 38，二三 33，三 7，罗三 13。 

 三  神圣非受造的生命连同生命之灵的律，是在我们人的灵里；这律源自神，就
是住在人灵里的那灵—八 2、9~10、16，约一 4，十 10 下，十四 6 上，林
前十五 45 下： 

  1  每一种生命都有一个律，甚至都是一个律；神的生命是最高的生命，这生
命的律是最高的律—参约一 4~5，十二 24，十四 6 上，十 10 下，林前十
五 45 下。 

  2  三一神已经经过成为肉体、钉死、复活并升天的过程，成了生命之灵的
律，装置在我们灵里作为“科学的”律，就是自动的原则—罗八 2~3、
11、34、16。 

要作个例子来说明，要用例子来说明，李弟兄曾经这样说，他给我们一些的例子，就像一个

电灯，电灯泡要照耀，需要电进到它里面。电进到它里面，你只要打开灯，灯就会亮，这是一个

科学的律，因为电要进到灯泡里，立刻灯泡就发亮。我不需要祷告：『主，帮助我呼吸。』我里

面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有一个律，其中一个律就是使我存在的律，就是呼吸，我不需要祷告：

『主阿，叫我记得要呼吸。』如果你要我记得如何呼吸，我从来没有这样祷告过一次。这里有一

个律，我只要呼吸就是了。只要呼吸就好了。你知道，我的心跳动，一次又一次的跳动，它一直

跳动。我从来没有一次对主祷告说，『使我的心脏继续跳动。』因为我里面有一个生命，这个生

命有一个律，这个律使我的心跳动。 

有太多的例子。鸟不需要说，『神阿，帮助我飞翔。』牠飞就是了，牠就是会飞。我的儿

子，告诉你们一个小故事。甚至一个孩子，刚生出来都是满了罪，真的是这样。肉体都是满了罪

的。我们想，婴孩真可爱，真好。这是看你从什么观点来看。如果你不太认识他们，你就会觉得

是，但是你如果认识他们，你就会觉得不是。告诉你一个小故事，我的儿子，那时候三、四岁的

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跟我的妻子和他们一同的用晚餐。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就告诉他们说要把

饭吃完，他们说好。然后，他走进来就非常的快乐，他就宣告说，他已经全部都吃完了。他也没

说他作什么，但是我们走进餐厅，我还没想到，他还不知道他所作的是什么事，他就把这些篮子

从那个垃圾桶拿出来，先把食物丢到那个里面，然后就告诉我们说，他已经把饭菜都吃完了，他

不知道，他不知道要把那个残渣食物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一走进去就看到了，他食物还放

在那里，结果他说他吃完了，结果就弄得一团乱。谁教他说谎的？当然不是我啦。但是，在他里

面有个东西，就让他说谎。没有人教他，要作那样的事。但是，那就是我们的光景，那就是我们

的情形。罪内住在我们每一个肢体里面，它引发我们去作许多的事，每一个生命都有律。当然，

他就要受惩罚。 

  3  生命之灵的律就是神圣生命的自然能力，乃是神圣生命自然的特性，和自
有、自动的功能—十二 2，腓二 13，结三六 26~27，赛四十 28~31，来十
二 2 上，腓四 13，西一 28~29，参箴三十 18~19。 

这里有一句很好的话。生命之灵的律就是神圣生命的自然能力，乃是神圣生命自然的特性，

和自有、自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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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就是天生的，我们重生了，我们就从这个出生有所得着，就是生命之灵的律。这是自

有、自动的功能。 

 四  这三者连同这三个律，现今都在信徒里面，很象这三者（神、人和撒但）当
初在伊甸园里的情形（创三）。 

弟兄们，我们就好像住在伊甸园里。我们在这里，神在这里，撒但也在这里，我们能拣选从

那一个源头来生活。在伊甸园里，我们是一直在伊甸园里，神是生命的源头，撒但在这里作罪和

死的源头。我们在这里，我们作为人，想要行善，但是撒但总是用他的律，从他的生命而来的律

胜过人。但是赞美主，当我们学会转向神，学会转向我们的灵，摸着这一位，凭这一位而活，取

用祂的话，呼求祂的名，我们里面就有另外一个东西兴起，就是生命之灵的律，就来接管我们，

击败仇敌。 

 五  除了这三个律在信徒里面之外，还有神的律在信徒外面—罗七 22、25。 

叁 当我们一直摸着主并接触祂，生命之灵的律就自动、自发，且不必
用力的作工： 
弟兄姊妹，有多少时候，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是不是知道该不该作这个，不该这样生活，

不该说这样的话，不该这样的对待我们的妻子或丈夫。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总是失败。你知道

么？每一天晚上，我上床以前，我跟我的妻子，她躺在那，我躺在这。我在想，我今天什么都没

有作，就是失败，我就是想要完美，想要很好，但是从来没作过这么好。大多数的时候，我并不

差，但是也不那么好。为什么？因为我里面有个恶的律，一直在我里面，这就是保罗他的呼求。

这个律一直在我的里面，要胜过，要奋力的胜过我，仇敌一直所要作的，就是胜过我们对主的寻

求，因为在主里面，有生命，能够胜过这个罪与死的律，祂是生命之灵的律。但是我非常的喜

乐，我总是可以宣告，我有摸着主，赞美主，我的确摸着主，天天摸着主，许多时候，一天多次

摸着主，学会如何这样来生活，不断的接触主，不断的接触主，就使我能够胜过那个，胜过信徒

的那个律。神永远的经纶就能够实行，为着祂的荣耀。 

不要以为你能够凭自己的努力做到，你知道我们所过的生活，必须是不必用力的一种生活。

我们就是与我们亲爱的主接触，接触祂而生活。我们享受祂，我们被祂充满，不论什么临到我

们，我们就凭着那样的生命来生活。不是活我们自己的生命，乃是活那个三一神的生命，那就是

生命，是我们必须活的生命。 

我们摸着主，我们就经历这事，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都是很有限。例如，你在看电

视，你想要作这件事，没有规条说你不可以看电视，但是你知道，如果你要选择看电视，我们就

已经离得太远了。在我们里面，有个东西在抗议，这是什么事？这就是生命之灵的律。罪与死的

律总是推动你走到电视前，或者与你太太说话、交通。你要与你太太交通，但是它总是这样的推

动你要去跟你太太交通什么，或者说一些什么样的话。但是赞美主，我们里面有另一个生命。每

当我们接触到这个生命，我们凭这生命活着，我们就宣告，我们是得胜者，我们是真正的得胜

者。 

弟兄们，神的心意就要使我们成为得胜者，天天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这样作得胜者。你要这

样生活么？我要这样生活。我在你们面前，我就像保罗一样，说，的确我是个失败的人，我向主

呼求说，我是个苦恼的人。你知道保罗也是这样，他竭力的要遵守律法，遵守每一个方面到极

点，但是他胜不过这个贪心。所以 终他呼求，他在主面前呼求，我是个苦恼的人哪。我想，

喔，主阿，你知道，我要活你，我要与你同工、同行，我要与你相调，我要属你，我要你喜悦

我，我要爱你，但是我在这里，在这里让你失望，天天让你失望，因为我控制不了我的贪心。你

想，他是个坏人吗？他说，他说他是个坏人。但是你读这些话，他想，他是在那里对付这个罪的

问题，恶的问题胜过了他。 

弟兄们，我们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是不是能见证，我们是凭着生命之灵的律而活呢？

这个生命之灵的律， 终，弟兄姊妹们，我的确相信，在主恢复中的众召会，如果我们不是每一

个人，至少我们有许多人要作得胜者。得胜者就是那些活生命之灵的律的人。祂在我们里面，自

动自发的运行且不必用力的作工。李弟兄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他说在早上的时候，你这一个人起

床。弟兄，你的名字是 Isaac，那是你的名字，好，早上，你的名字是什么呢？但是你早上起床

的时候，你的室友接触你，你非常的喜乐，你非常的好，非常的和善。到了下午，你们又在一

起，有些事发生了，你就发脾气，你就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人了，那是什么呢？撒但。撒但从你里

面出来了，你还是同一个人。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你又打开圣经，主就在那里光照你，你就承认

你的罪，悔改。然后你的室友进来，他又遇见了神，但其实是同一个人，是不是呢？从一个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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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三个不同的彰显出来。如果你说，你不是这样的人，我绝对不会相信你。我就是这样的

人。我不是夸大，我的确是这样。早上我很好，我的妻子真美丽，早餐真好，我很快乐。然后有

些事情发生，在下午的时候，我就发脾气，然后就彰显撒但。但是赞美主，赞美主，到晚上的时

候，赞美主，我们都学功课。不是到晚上，只要我们一失败，我们就到主面前悔改了，承认我们

的罪，主，遇见我们，恢复我们与祂的交通，我们就成为另外一个人了。 

弟兄们，主不要我们，主不要我们过这种生活，主要我们凭着生命之灵的律来生活。整天，

天天都是这样，就是这样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活出，这就是我们的彰显，实

行出神圣的经纶。实行出神圣的经纶不只是作伟大的事工，是过一种特别的生活，那就是实行神

圣的经纶。如果你想要作大的事工，而不活出神圣的经纶，那是什么呢？我看见许多的基督徒过

那种生活。 

 一  我们必须停止自己的挣扎努力—加二 20 上，参罗七 15~20： 
弟兄们，无论我们曾经如何的挣扎努力，要过另外一种人的生活，我们永远胜不过，因为生

命，罪与死的律总是俘虏我们。 

  1  如果没有看见罪是一个律，也没有看见我们的意志绝不能胜过罪的律，我
们就被困在罗马七章里，永远不能达到罗马八章。 

你是不是看到，弟兄姊妹们，罪是一个律，我们的意志绝不能胜过罪的律，绝不能。所有

的，每一个意志绝对不能。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就被困在罗马七章里，永远不能达到罗马八

章。 

  2  保罗一再立志，但是结果一再失败；人至多只能作到立志而已—七 18。 
保罗一再立志，他很有决断，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今天不要再贪心了。我要作另一个人，

但是呢，结果一再失败；人至多只能作到立志而已。 

你知道，今天的日期是什么呢，再过七天，全世界各地的人都要许新年的心愿。但是有多少

人，能够持守的住自己的心愿呢？我不要在这里立志了，我相信我一个都守不住，也许今天、明

天、第三天、第四天、下一周，但 终我们的立志不过是零。这不在于我们的立志，我们的立

志，而在于生命，在于这个神圣的生命，我们所凭以生活的生命之律。 

  3  罪在我们里面潜伏时，仅仅是罪；被我们为善的意愿唤起时，就变成“那
恶”—21 节。 

就变成那恶，他会胜过你，你想要做好，他会胜过你，他就是那恶。 

  4  我们不该立志，乃该将心思置于灵，并且照着灵而行—八 6、4，腓二
13。 

弟兄们，姊妹们，但愿我们都学会，照着灵而行，照着灵而行，照着这调和的灵而行，过这

样的生活。 

 二  我们必须祷告、有倚靠的灵、呼求主，维持我们与祂的交通，而与内住、安
置好、自动并在内里运行的神合作—罗十 12~13，帖前五 17，弗六 17~18。 

这就是非常宝贵的点。 

 三  我们必须顾到我们灵里生命的感觉，好留在生命的交通里，就是留在神圣生
命的涌流里，使生命之灵的律得以运行—罗八 6、16，约壹一 2~3、6~7： 

我们需要顾到生命的感觉，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些的感觉。这些感觉就是生命的感觉在我们里

面，因为我们是人在生活，这个人的生命有感觉。并且这样的感觉给我们一种感觉，叫我们知道

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心思置于灵就是生命平安，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你怎么知道是死呢？

那是因为生命，生命的感觉在你的里面，就有一种感觉，使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 

  1  在消极一面，生命的感觉是死的感觉—软弱、虚空、不适、不安、沉
闷、枯干、黑暗、痛苦等。 

什么是死的感觉呢？就是你知道你不在灵里，软弱，你是不是觉得软弱呢，你是不是觉得虚

空呢？是不是曾经觉得不适呢？是否曾经觉得不安？曾经觉得沉闷？曾经觉得枯干？曾经觉得黑

暗？曾经觉得许多的痛苦呢？弟兄们，这就是生命的感觉，但是什么使你有这些感觉？觉得软

弱、虚空、不适、不安、沉闷、枯干、黑暗、和痛苦等？是什么使你有这个感觉呢？是因为你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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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被主重生了，你已经接受了神的生命，神已经把祂自己储存到你里面，子已经住在你里面，那

灵已经膏了你。因为这一切的经历，生命的经历，三一神的经历，我们里面就有一种感觉。借着

这些的感觉，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在神里面。我们是借着这生命的感觉而得知。这一切的感觉都

是证明，证明我们不在神里面。你知道，有一些弟兄们会告诉我，当在生命里的时候，你却作决

定的时候，却有许多死的感觉。你要学习如何摸着生命的感觉，用它消极一面的益处。当你有这

样的感觉，你立刻就要转，并转到另外一个范围里面。 

  2  在积极一面，生命的感觉是生命平安的感觉—刚强、饱足、平安、安
息、释放、活泼、滋润、明亮、舒服等。 

这就是我们信徒该过的生活，照着生命的感觉，有这些积极的经历。愿主，愿主使我们照着

这生命的感觉来生活。李弟兄曾经问我们，是不是曾经照这个生命生活呢？你有没有计算过，他

说，你是个新人，刚信主，你第一个对于生命的经历，就要照着这个感觉而去。然后接下来呢？

他说忘记下一个，你要注意这一个，生命的感觉还会再来，也许是死的感觉，也许你会觉得沈

闷，也许觉得不安、焦虑，有这些死的感觉，我们在这里列出来的。那就是停止的时候，呼求主

的名，被带进与主的交通里，被祂供应，让祂照耀你，让祂充满你，然后再到祂面前与祂交通。

我们会有这积极一面生命的感觉，我们就跟随它。我知道，你常常会犯错，出问题，这些消极的

问题，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发生。但是赞美主，这就是我们的感觉。 

  3  生命的感觉乃是与照着神的生命而有的良心感觉有关—弗四 18~ 19。 
这与我们的良心感觉有非常大的关系。这良心的感觉使我们对生命有正确的感觉，这是照着

神的生命而有的良心感觉。我们要快快的读下面的点。 

弟兄们，我们要照着生命之灵的律来生活，就必须学习如何打开开关，打开开关。我们在这

里的生活，一天又一天，在一种样子里生活，我们就发现自己在灵之外，远离主，不是，我们没

有时时的摸着主，没有实行活出该有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打开开关。神的能力都已经赐给我

们，祂一切的丰满，都已经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已经从祂接受了一切，祂与我们是一，祂正在

供应我们，祂的生命在用各种的方式临到我们。一切都在我们里面，我们与神调和，祂在供应我

们，天天供应我们。我们如何享受祂？我们就是要打开开关。不要祷告说，『主，来找我，为我

作一些事，来与我相调。主，你敞开，让我进去，主。』弟兄姊妹，主整天已经作了许多事，祂

已经在那里，我们所需要作的就是取用祂，取用祂已经赐给我们的，我们就是打开开关。去把这

个开关打开。我们在家中，是不是要打电话给发电厂：『请把电输送给我。』我们会这样吗？那

就太愚蠢了。我所要作的，就是到开关那里，把开关打开，就有灯了。因为电已经进到我的家

里，三一神带着祂一切的丰满，已经进到我们里面，我们需要取用，并且打开开关。 

 四  我们必须谨守我们的灵并保守我们的心；灵是接触神生命的机关，心却是让
神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并自由运行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关键、一个开关、一
个要隘—诗七八 8，玛二 15~16，箴四 23，结三六 26，弗三 17，参结十四
3。 

弟兄们，谨守我们的灵，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乃是通道，让主，神的生命完全的进到我

们的里面。心需要爱主，要保守你的心在主的面前。要谨守你的灵，随时随地，不要照着自己。

不要不照着灵，你要敞开自己，谨守你的灵，让祂进到你的灵里，这就是打开开关，就是打开生

命之灵的律的开关。 

 五  我们必须照着灵而行，就是活在灵里—罗八 4、16，参林前二 14： 
照着灵而行，就是在灵里行事。生活、行动、行事，过每日的生活都在灵里，就是在灵里生

活行动。弟兄们，我们要这样的生活，我们就是打开开关。 

  1  经历基督的秘诀乃是要在祂里面，祂就是那加我们能力者，使我们凡事都
能作；在祂里面的秘诀乃是要在我们的灵里—腓四 12~ 13、23。 

  2  我们要活在我们的灵里，就必须花时间观看主，祷告与主来往交通，沐浴
在祂面光中，被祂的荣美浸透，并返照祂的面容—林后三 16、18，参太
十四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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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说，那就是沐浴在祂面光中。这是何等的喜乐，能够让你自己沐浴在祂的面光中。被祂

的，享受祂，被祂的同在充满，我们就能够在灵里这样的生活，被祂的荣美浸透，并返照祂的面

容。 

Ed 弟兄作的这个纲要，这些的点，我相信，这就是 Ed 弟兄的所是。你是不是很喜欢呢？ 

我们要活在我们的灵里，就需要花时间观看主，祷告与主来往交通，沐浴在祂面光中，被祂

的荣美浸透，并返照祂的面容。 

  3  我们要活在我们的灵里，就必须不住地祷告—帖前五 17，参约二十 22，
哀三 55~56，罗十 12~13。 

我们需要呼吸，我们需要大声的祷告，轻声的祷告，我们需要整天这样的祷告，向祂发言，

与祂接触。 

  4  我们要活在我们的灵里，就必须留在神圣生命的交通中，行在神圣的光中
—约壹一 2~3、6~7。 

我们的确这样作，我们是要借着将自己敞开。当我们犯罪失败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重新在神

圣的生命中生活。 

 六  我们必须思念那灵的事，将心思置于灵—罗八 5~6： 

  1  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灵的感觉，不叫圣灵忧愁，不销灭那灵—玛二 15~16，
弗四 30，帖前五 19。 

要学习注意我们灵的感觉，我们不叫祂忧愁，也不销灭那灵。 

  2  我们将心思置于神的话，就能将心思置于灵；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约六 63，赛五五 8~11。 

神的话，弟兄们，我们何等需要神的话。 

  3  思念那灵的事，就是将心思置于灵，也是要与主是一，在基督耶稣的心肠
里顾到召会同众圣徒的事—腓一 8，参二 21。 

那就是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我们爱祂，我们对祂有回应。 

 七  我们必须靠着那灵治死身体的行为—罗八 13，亚四 6，加五 16： 
如果我们看电视，我们，我们发脾气，我们所作的事，我们都要学习的，就是靠着那灵治死

身体的行为。你看，看那些事，你要治死身体的这种行为，你所看的是不合式的，你要把这个，

你的喝，你的作，你的双手所作的，都需要被治死。Ed 弟兄曾经举过这个例子，倪弟兄曾经手

上拿过那些扑克牌，但是现在不能拿这些扑克牌了，因为他靠着那灵治死身体的行为，因为那些

会带他进入罪恶的情形。 

  1  我们必须让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的所是里—罗八 9、11。 

  2  我们必须留在召会生活中，在此平安的神要将撒但践踏在我们的脚下—
十二 1~2、11，十六 20。 

弟兄们，我们需要专特的过这种生活，我们也需要过一种召会的生活，在召会的生活中，我

们就能够活出这一位奇妙的基督，没有召会生活，不在基督的身体里，不与众圣徒有交通，我们

永远没办法过这样的生活。 

 八  我们必须作神的儿子，被那灵引导—八 14： 

  1  被那灵引导，就是要顾到里面的膏油涂抹，就是内住、复合之灵的运行和
作工—约壹二 20、27。 

  2  被那灵引导，就是要顾到我们灵里的安息，也就是在基督得胜的行列中成
为俘虏受帅领—林后二 12~14，七 5~6。 

如果我们被那灵引导，我们就知道那灵的引导是什么，我们需要被祂引导，也就是在基督得

胜的行列中成为俘虏、受帅领。 

 九  我们必须在儿子名分的灵里呼叫父—罗八 15，加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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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们呼叫“阿爸，父！”（罗八 15）时，“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
是神的儿女。”（八 16） 

  2  呼叫“阿爸，父！”表达了我们与神亲密关系的甜美—参太十八 3。 
你是不是曾经学过向主呼求，我们需要成为那些呼叫的人，向主呼叫。有许多的问题，有许

多的烦恼，有许多的需要，我们都需要学习呼求主。我们不要乞求，我们是向主呼求，向祂敞

开，享受祂，接触祂。 

 十  我们必须在代求的那灵里，为着完满的儿子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而叹
息—罗八 23、26~27： 

我们不只呼求，呼求主，我们也需要学习在主面前叹息，这样在主面前的叹息。有一些事情

发生在我身上，在安那翰的召会里，有一些的对付，大概在两周前。我可以告诉你们，弟兄们，

在半夜醒来，不知道要如何祷告，不知道该作什么，我告诉你们，我所能作的就是叹息，哦，主

阿，哦，主阿。几天之久，就是叹息。但是，当你叹息，你没有发表，你不知道该说什么，你只

能叹息。学习叹息，学习接触主，这样接触主，你就能够经历并享受这一位。祂是奇妙又美妙的

一位。 

  1  在我们的叹息里，那灵也叹息，为我们代求。 
我们叹息，那灵在我们里面代求，为我们代求。 

  2  代求的那灵为我们祷告，使我们模成神长子基督的形像—28~29 节。 

十一  我们必须爱神，并被基督的爱困迫、约束、推动，而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
—31~39 节： 

  1  借着爱神，我们就有分于神里面所包含的一切丰富—林前二 9~10。 

  2  我们必须被基督的爱困迫，以基督为我们的爱，爱神并爱众圣徒—林后
五 14。 

弟兄们，我享受听同工们祷告。他们的祷告是：『主，我们爱你，我们真爱你，我们真爱

你。』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这样爱主。我们爱祂，这使我们与三一神调和，祂就使我们能够过这

样的生活。 

肆 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作为生命之灵的律自发、自动的能
力，在我们里面完成以下的事： 
我的时间用完了，我还没有时间讲这些点。我的时间用完了，所以我就读过去。关于这个能

力，这是生命之灵的律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要完成的事。 

 一  这能力使我们的心倾向神—箴二一 1，诗一一九 36。 
神要我们进到这个生命之灵的律里。 

 二  这能力使我们向着神是顺从的—腓二 13。 
也许你不顺从，但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能力在运行，使我们向着神是顺从的。我们能够更多

的进入生命之灵的律里。 

 三  这能力使我们作神命定我们作的善工，好使我们过召会生活并为耶稣作见证
—弗二 10。 

以弗所二章十节。你需要去读。 

 四  这能力使我们尽心尽力为主劳苦—林前十五 10，西一 28~29。 
弟兄们，你要尽心尽力，为主劳苦吗？你要照着生命之灵的律而劳苦吗？我们都说，是的，

我们就必须享受这个能力。 

 五  这能力使我们的事奉活而新鲜—罗六 4，七 6，林后三 6。 
不是死沉，或是一种没有果子的情形。我们的事奉要活，满了生命，我们的事奉要新鲜，

新，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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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至终，我们对内住之灵这神圣生命自动的律的享受，乃是在基督的
身体里，并为着基督的身体，这享受有一个目标，就是使我们在生
命、性情和彰显上，但不在神格上，与神一样，以达成神永远经纶
的目标—罗八 2、28~29，十二 1~2，十一 36，十六 27，腓一 19。 
弟兄们，这就是我们进入并享受，并有分这生命之灵的律之后所发生的事。这生命之灵的律

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赞美主，为着这样一个律。我们是不是，陈弟兄，是不是让大家有一点祷告

呢，还是我们要等到明天。让我们两两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