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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后 2016 年 04 月 17 日-2016 年 04 月 23 日
近期大事
1. 四月 14 日晚（周四），陈鸿君弟兄来 Hamilton 召会释
放信息，负担，并与我们相调。召会有二十几位圣徒
参加了甜美的爱宴和聚会。
2. 四月 16 日到 17 日，NY/NJ 召会服事弟兄们在比努伊
勒相调中 心相调交通，Hamilton 召会有十多位服事弟
兄参加。弟兄们分享了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的信
息，交通了众召会的情行，并在主日在比努伊勒相调
中 心擘饼聚会。
3. 四月 9 日（周六）一早有二十几位弟兄姊妹来到会所
对教会外面进行了春季的大清扫。感谢主，姊妹们也
加入了清扫的服事，并带来美味点心分享。
召会追求进度
1. 背诵圣经进度：以弗所书四章 5～11 节
2. 晨兴追求进度：出埃及记结晶读经晨兴圣言第 34 周
《复合的灵》
3. 圣经追求：出埃及记三十章 22～25 节，罗马书八章 16，
23，26～27 节，加拉太书三章 14 节，五章 16～18，
22，25 节，启示录二章 7，二二 17
4. 生命读经进度： 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 160～162 篇《复
合的灵(一、二、三)》
http://gracefinder.com/folder/smdj/
代祷事项
1. 请圣徒为召会年长的弟兄姊妹的身体祷告。
2. 请圣徒为 Hamilton 召会的福音、多结果子祷告。
3. 请圣徒为青少年的聚会和牧养祷告。
4. 请圣徒为晨兴网普及祷告。
5. 为各位身体上有需求的圣徒代祷。
6. 请为服侍弟兄们代祷。愿弟兄们同心合意，奉献全人，
带头享受主，服事召会。
7. 请继续为 Montessori School 的招生，老师配备等事宜
代祷。

1 神的灵作为生命之灵（罗八 2）覆罩在死水之上，以产生生命，特
别为着神的定旨产生人；（创一 26；）在属灵经历中，灵的来到是
产生生命的第一条件。（约六 63。）
2 受造之物是借着神的灵产生的，并且神的灵具有神性的元素；因
此，按照罗马一章二十节，受造之物就显明神永远的大能和神性的
特征。
二 在神与人的关系上，有耶和华的灵带着神圣三一的元素：
1 在创世记二章，耶和华是神与人接触时所用的名称，指神与人的
关系—4 ～ 5，7 ～ 9，15 ～ 19，21 ～ 22 节。
2 “耶和华”的意思是“我是那我是”，（出三 14）指明耶和华是
自有永有的永远者，就是那昔是今是以后永是者。（启一 4。）
3 耶和华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是三一神。
4 在旧约里，每当神来接触人时，祂就是带有三一神元素之精粹的
耶和华的灵—士三 10，六 34，十一 29，十三 25，十四 6，19。

三 在新约里，对神的灵第一个神圣名称乃是“圣灵”，带着圣别之
神圣性情的元素：
1 这名称在旧约里从未用过。（ 和合本中， 诗篇五十一篇十一节和
以赛亚六十三章十至十一节的圣灵，应当译为“圣别的灵”。）
2 替救主的来临预备道路，需要祂的先锋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溢，
使他能将百姓从神以外一切的事物中，分别归神，叫他们为着神的
定旨，圣别归神—路一 15。
3 为救主预备人体，需要圣灵将神圣的性情分赐到人性里面，使人
在性情上成为圣别，以完成神救赎的计划—35 节，太一 18，20。
4 新约的圣别不仅使我们在地位上圣别，也使我们在性情上圣别，
正如神是圣别的一样—彼前一 15 ～16，罗六 19，22。

四 基督复活以前，还没有那灵，那灵还没有与更多元素复合：

1 约翰七章三十九节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受的那
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a 在耶稣说
这话时，复合了其他元素的那灵“还没有”，因为祂尚未得着荣耀；
耶稣是在复活时得着荣耀的。b 当这灵还是神的灵，祂只有神圣的
元素；当祂借着基督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并复活，成了耶稣基督的
灵，祂就兼有神圣与属人的元素，连同基督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和
复活的一切素质和实际；因此，祂现今乃是复合的灵，就是包罗万
有耶稣基督的灵—出三十 22 ～ 25，腓一 19。
2 基督这位末后的亚当，借着复活并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灵，得荣
之耶稣的灵，复合的灵，以进入信祂的人里面，流入他们里面，并
第十篇 复合的灵
且如同活水的江河从他们流出来—林前十五 45 下，约七 37 ～ 39。
壹 关于复合的膏油，乃是到了出埃及三十章末了，在神的居所和祭
這保惠師被稱作聖靈，實際的靈，內住的靈。根據約翰十四章，保
司体系的启示以后才启示出来；这指明复合的膏油（预表复合的灵）
惠師的來其實就是基督自己的來。十八節說，“我不撇下你們爲孤
仅仅为着一个目的，就是膏抹神的居所和祭司体系。
兒，我正往你們這裏來。”十七節的“祂”，是指實際的靈（保惠
贰 包罗万有、经过过程、复合的灵，乃是神的灵各方面的集大成，
師），到十八節成了“我”，就是主自己。這是說，在肉身裏的基
总和：
督，經過死而復活，成了賜生命的靈，就是那是靈的基督。
一 在神的创造里，神的灵带着神性元素乃是活跃的—“神的灵覆罩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傳的福音。這位末後的亞當、救主、救贖主，今
在水面上”—创一 2 下：
天乃是賜生命的靈，住在你裏面，活在你裏面，留在你裏面，直到
當我們說複合的靈，這靈必是神的靈。神的靈今天已經是複合的，
永遠。祂不是耶穌以外的東西，祂就是耶穌自己。但祂不只是當初
是調製香品者所複合的膏油。複合的靈這辭並沒有在聖經裏出現，
在地上行走的耶穌，不只是那位掛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祂乃是經過
就像三一神這辭一樣。但不可否認的，複合的靈確實在聖經裏。
復活、昇天，並澆灌下來的耶穌。祂作爲另一位保惠師，作爲實際

的靈，聖靈，耶穌的靈，耶穌基督的靈而來，澆灌在人身上。今天 十一 复合的灵也是恩典的灵，带着对三一神之享受的元素
我們能吸入祂；祂是何等便利！何等實在！
1 那灵作为恩典之灵，意思就是三一神在子里作为那灵成为我们的
五 约翰的著作启示那灵是实际的灵—约十四 17，十五 26，十六 13，享受。
约壹五 6：
2 有分于恩典之灵，就是有分于那灵作恩典。複合的靈也是恩典的
1 那灵就是实际，作为父神和子神所是的实化，引导我们进入一切
靈，帶着對三一神之享受的元素。恩典之靈的元素乃是恩典，就是
的实际。（约十六 13。）
對三一神的享受。那靈作爲恩典之靈，意思就是三一神在子裏作爲
2 凡父的所是和所有，都具体化于子，（西二 9，）凡子的所是和所 那靈成爲我們的享受。今天，祂是恩典的靈，也是實際的靈。
有，都借着那灵向信徒宣示为实际；（约十六 14 ～ 15；）因此，
十二 七灵就是七倍加强的灵，将堕落的召会带回，享受祂自己作生
这乃是三一神作到信徒里面，并与信徒调和。
命树、隐藏的吗哪、和丰富的筵席，带进神新约经纶的终结：
六 耶稣的灵有基督之人性、人性生活、钉十字架的元素—徒十六 7：1 在本质和存在上，神的灵是一个；在神行动加强的功用和工作上，
1 耶稣的灵乃是有极大受苦力量之人的灵。
神的灵是七倍的；就如撒迦利亚四章二节的灯台—在存在上，是一
2 我们有那人耶稣的灵活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过正确的人性生活，个灯台，但在功用上，是七盏灯。
也能忍受其中的痛苦。我們有那人耶穌的靈活在我們裏面，使我們 2 七灵作七盏点着的火灯，（启四 5，）是为着光照并焚烧；而七灵
能過正確的人性生活，也能忍受其中的痛苦。
作羔羊的七眼，（五 6，）是为着鉴察、搜寻并灌输；当主光照并
在七章二十四節保羅說，他是個苦惱的人。然而他在八章二節接着 审判我们的时候，祂就注视我们；借着七灵作祂的眼睛，祂就将自
說，“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已經釋放了我，使我脫離了罪 己灌输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变化。
與死的律。”沒有什麼能幫助我們與基督同釘十字架；內裏生命派 3 基督在加强时期的职事，乃是加强祂生机的救恩，产生得胜者，
的人常用“算”自己死了，來試圖脫離內住的罪，卻難以作到。向 并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
罪死的路，不是自殺，乃是回到靈裏。向罪死最好的路，乃是呼求 十三 荣耀的灵，就是神自己的灵，安息在逼迫中受苦的信徒身上，
主耶穌的名。因着我們有那靈的實際，就能在我們受苦時，仍然有 好叫那位现今在荣耀里，复活、被高举的基督得荣耀
力量能夠忍受。
對於今天許多正在受苦、受逼迫的聖徒，榮耀的靈是親近的。那靈
七 在罗马八章九节里，基督的灵有复活的元素—10 ～ 11 节：
不僅在我們裏面作內住的靈，也在我們身上作榮耀的靈。當我們爲
1 基督的灵乃是包罗万有之基督连同祂包罗万有之死与复活的总和、主的名受羞辱，爲基督的見證被逼迫時，榮耀的靈就臨到我們身上。
集大成。
所有爲耶穌殉道的人，都有榮耀的靈在他們身上。披戴榮耀的靈，
2 借着基督的灵，我们就在祂复活的生命能力、祂的超越、和祂作
並不是小事。這樣的榮耀也是在那靈裏，是那靈的一個元素。
王的权柄里有分于基督。基督的靈乃是包羅萬有之基督連同祂包羅 十四 最终，神的灵是“那灵”，复合的灵；那灵是神的灵这些名称
萬有之死與復活的總和、集大成基督的靈乃是包羅萬有之基督連同 一切元素的总和，集大成；因此，那灵是包罗万有、经过过程、复
祂包羅萬有之死與復活的總和、集大成。當然，我們需要先經歷死， 合的灵：
才能經歷復活。
1 这灵即复合的灵，乃是神的灵、耶和华的灵、圣灵、实际的灵、
八 在腓立比一章十九节里，耶稣基督的灵就是三一神那复合、包罗 耶稣的灵、基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生命之灵、赐生命的灵、主
万有、赐生命的灵：
灵、恩典之灵、七灵、以及荣耀的灵。
1 我们要经历主的人性，就需要耶稣的灵；要经历主复活的大能，
2 “那灵”，复合的灵，乃是神新约经纶独特并最大的福—加三 14，
就需要基督的灵。
参弗一 3。“那靈”，複合的靈，乃是神新約經綸獨特並最大的福
2 保罗在受苦时，经历了主在人性中的受苦并主的复活；对于像保
（加三 14，參弗一 3）。神傳給亞伯拉罕的福音，乃是那靈的福音。
罗那样经历并享受基督的人性生活和复活的人，这样一位灵有全备 那靈就是福音，是神新約經綸獨特並最大的福。我們需要對這一切
的供应，甚至就是全备的供应。許多時候，我們在召會生活中遇到 事有所認識，但不該只是停留在領會的層次，我們還需要經歷那靈。
某件事，使我們感到受壓、沮喪；我們不需要嘗試許多不同的方法， 我們今天是在那靈的時代，而不是在那人耶穌的時代。主復活之後，
只有那靈是真實、便利、有效的。那靈一切的成分都可以讓我們有 開啓了另一個時代，一直持續到現在，就是那靈的時代。在這個時
分、取用、享受、領略；這是我們所需要的。
代，神照着祂的渴望，爲着祂的目的，只用一條路來行事。這條路
九 那灵就是生命之灵带着神圣生命的丰富，（罗八 2，）也是赐生 乃是那靈。除了那靈，神沒有別的路。今天，我們已經在一位靈裏
命的灵带着神圣生命的分赐（林前十五 45 下，林后三 6）：
受浸，成爲一個身體（林前十二 13）。我們相信救主時，就已接受
1 生命之灵乃是生命的实际，因为那灵自己就是生命。
了那靈。我們不僅有那靈在我們靈裏，也有那靈澆灌在我們身上。
2 那灵正运行、作工、活在我们里面，将生命分赐到我们全人里面。這不是兩個靈，而是同一個靈的兩方面：是生命的靈，也是能力的
沒有靈，就沒有基督徒生活，沒有調和，沒有聯結，沒有合併，也 靈；是素質的靈，也是經綸的靈。今天，我們裏面有靈，外面也有
沒有基督安家在我們心裏（弗三 17 上），沒有得加強到裏面的人裏 靈，我們乃是滿了靈。
（16），也沒有生機的拯救。因着有那靈，這一切才成爲可能。那 新約的教訓是獨特的。基督徒的生活乃要在靈裏被充滿（弗五 18）。
靈乃是包羅萬有，供應一切的生命之靈。
所以，我們不要銷滅那靈（帖前五 19），不要叫神的聖靈憂愁（弗
十 那灵也称为主灵—18 节：
四 30），乃要照着靈生活行動（羅八 4~5），要憑着靈而行（加五
1 那灵的这方面包含了作主身分的元素；在主灵里，我们有升天和
16、25）。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這就是成爲得勝者的路，成爲新
作主身分的元素。
耶路撒冷的路，建造祂居所的路，也是作聖別的祭司體系事奉祂的
2 这有力地证明并证实，主基督就是那灵，那灵就是主基督—17 节。 路：一切都在於那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