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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旧约关于神经纶的豫表， 在新约的应验（一） 

              回目錄  下一篇    
 

我们需要来看旧约关于神经纶的豫表在新约的应验。旧约所有的只是一些豫表，而
新约所有的，乃是旧约关于神经纶这些豫表的全部应验。因此整本圣经新旧两约，
先是神经纶的图画，然后是神经纶完全的解释和应验。一面，我们若要认识旧约，
就必须来看新约的解释；因为在旧约里我们只能看见图画。另一面，我们若要认识
新约，就必须花时间去看旧约的那些图画。 
  
圣奥古斯丁曾说，新约隐藏在旧约里，旧约在新约里揭示出来。所以这两部分是讲同
样的事。今天好的教科书都有图画，然后有解释。图画和解释是我们明白圣经的一个
很强的基本原则。如果你不认识这个原则，你就会把圣经的教训弄混杂、弄混乱了。
在天主教和灵恩运动里的这两班基督徒，都是最会把旧约和新约混在一起的头号专家、
行家。在灵恩运动里，他们唱很多圣经的经节；他们所唱的都是旧约的经节。在新约
里，以弗所书是最高的一卷书，罗马书是很基本的一卷书，但他们不唱这两卷书里的
经节。 
 
他们唱的大部分是诗篇或以赛亚书里的经节。这是因为灵恩运动的人不认识神新约的
经纶，他们误失了新约的解释。他们喜欢旧约的图画，却不明白那些图画是甚么。换
句话说，他们喜欢看图画，不喜欢读解释。如果你只看图画，而没有正确的解释，你
可能会把狮子当作老虎，把乌龟当作老鼠。灵恩运动的人对圣经的解释是混杂的，因
为他们没有正确的解释。天主教的作法原则上也是一样。他们中间红衣主教和大主教
的穿戴，就是一种混杂。他们所穿的袍子，大部分就是照着旧约亚伦祭司体系之祭司
袍的样式 
。  
在我基督徒生活的早年，我是和弟兄会在一起。他们在认识圣经的豫表和豫言上是
有名的，我从他们学得了很多知识。弟兄会中间的大教师曾说过，以色列人全部的
历史乃是召会的豫表。若是没有这样的领悟，我们就无法解释以斯拉记、尼希米记
的意义。这两卷书乃是记载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弟兄会的教训很重的说，以
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是豫表召会被掳到天主教。连主耶稣也指出这一点。主耶稣
称罗马天主教为耶洗别，也称天主教为奥秘的大巴比伦。整个天主教所是的、所行
的、所教训的，乃是个奥秘。弟兄会看见以色列人的被掳是豫表召会的被掳，并且
看见以色列人的归回是豫表召会的恢复，这恢复是从路德开始。在启示录中有一个
呼召，要从巴比伦出来，就是要从天主教出来。 
  
虽然弟兄会看见这一点，但他们没有看见旧约列王的历史是神经纶的豫表。事实上，
弟兄会的大教师中，没有一个看见神的经纶。他们甚至没有用这样的字眼。他们用别
的辞，神的计画或神的定旨，代替神的经纶。但是今天谁认识神的经纶是甚么？神的
经纶意思是指神的计画，是说到神的神圣安排，为着完成祂的美意，照着祂的意愿，
成就祂的定旨。以色列人的历史不仅是整个召会的豫表，如弟兄会教师所指出的，也
是神经纶的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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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这个经纶乃是应验在新约里。新约给我们看见旧约列王的豫表完全的应验。因此，
在旧约里是豫表，在新约里是应验。一个是图画，另一个是解释。最终，旧约和新约
都结束于得胜者。在豫表的时代，得胜者是申言者。申言者先顾到神的谕言。根据他
们所说神的谕言，他们多少在那里也运用神的权柄。有好几位君王听申言者的话。连
拿单也是在大卫之上的权柄。大卫是王，拿单是申言者；但不是拿单听大卫的话，乃
是大卫听拿单的话。从这一面的意义说，拿单是神的权柄。因此，所有真正的申言者
都是得胜者。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当然也都是得胜者。 
  
这是在启示录，就是新约最后一卷书中得着应验。主耶稣看见召会大大失败，完全失
败了；光是凭着召会本身，神的经纶是没有盼望得以完成了。所以主在祂给召会的七
封书信里，就吹号呼召得胜者。在那一卷书仅仅两章里，主重复七次说这句话：得胜
的…。在七封书信中，每一封的末了都重复的说这样的话。这些得胜者就是申言者之
豫表的应验。所以当使徒保罗说到召会该怎么聚会的时候，他强调而且高举申言。申
言会使你成为得胜者。把基督说到人里面就是申言，申言乃是得胜者的功用。无论是
在旧约或是在新约里的得胜者，按原则都是一样的。他们大部分都殉道，他们为主牺
牲一切。保罗是领先的一个，他为主作那么多的工，写了十四封书信，但他的结局乃
是殉道。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他知道殉道的时候到了，他也准备好接受。他这个人
一直过着一种生活，不是凭着他自己，乃是凭着那与他调和的基督。所以他能说，在
我，活着就是基督。他是一个像耶稣一样的人，是一个一直被钉死的人。他是一个被
钉死而活，藉死而活的人，一直否认己、否认天然的人，并且生活、行动、行事为人
一直都凭着那与他调和的内住基督。 
  
在一切失败之后，今天主兴起了恢复。主曾在以色列人身上试过，以色列人失败了。
主又在召会身上试过，召会也失败了。这就逼主来呼召得胜者。最终，主在七十二
年前到中国，使用倪柝声弟兄兴起了恢复。倪弟兄最初所释放的信息都是关于得胜
者。他解释了整卷启示录。他和宾路易师母一样，强调同样的事。宾路易师母曾出
版一分刊物，叫作得胜报。她写了一些关于得胜生命的书，倪弟兄把其中重要的都
番成中文。但是倪弟兄很难把他的职事摆出去。倪弟兄的职事，对大部分的基督徒
而言，都像是对牛弹琴。有甚么牛能懂得音乐？我跟他在一起，我领悟到甚至他的
一些同工也是牛，他们并不知道倪弟兄所教导的是甚么。然后我到美国来，我发现
这个国家里有好些人不是牛，乃是主所豫备的。这就是为甚么我在美国早期的时候，
我的职事受到这些主所豫备之人的热烈欢迎。他们听见了这个职事，就立刻转到恢
复来。 
  
但逐渐的我们自己多多少少变得迟钝了，失去了对主恢复真正的感觉，没有凭着复活
的大能过一个在十字架下的生活，就是一个凭着基督的复活，一直否认己、钉死肉体
的生活。这就是为甚么我在美国二十多年之后，在一九八四年决定把美国的工作停下，
回到台湾去研究我们的情形，好把我们带进神命定的路。从一九八四年起，我出版了
许多信息，讲到神新约的经纶。我们许多人都读过这些信息，但是我不信我们对其中
所说的真正有领悟。我相信因着这缘故，主就给我进一步的异象，进一步的启示，来
把我今天这样的话摆出来。 
 



这进一步的启示开始于一九九一年在维吉尼亚州瑞士顿市感恩节的特会，继续于一九
九二年在亚特兰大市感恩节的特会，和一九九三年在安那翰感恩节的特会。这三次特
会的信息，按原则说，是和我今天所释放的信息一样。职事的说话及其发表一直在进
步，但不是因着我自己进步，乃是因着主进一步的启示。所以我的负担很重，主也用
祂得胜的血遮盖我，抵挡仇敌。我里面是满的，我需要更多特别的聚会，但是我的身
体受到仇敌的攻击。请你们为这事祷告。 
  
我们必须看见神永远经纶最高的豫表在新约的应验。我们都必须是拿细耳人，过一
个像耶稣在地上所过的生活，否认己，拒绝肉体，接受十字架，就是背起十字 
架，天天被钉死。我们必须是一个被钉死而活的人，凭着另一个人位、另一个生命而
活；这另一个人位、另一个生命，就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与我们调和。这一位就是
复活，而这复活就是能力。当我们活出这一位来，我们就是今天神经纶之豫表的应验。 
  
当我们过一个能达到君王职分的生活时，我们就是今日的应验。这乃是根据罗马五
章十七节所说的：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就更要藉这耶稣基督一人，
在生命中作王了。在我们一切的境遇中，我们都该在生命中作王掌权。亲爱的圣徒
们，我们所过的基督徒的生活必须是得胜的生活，就是得胜者的生活。所有新约的
得胜者都是君王，他们得着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的恩赐，而在生命中作王。恩、义、
生命、作王这四个辞，都同时在罗马五章十七节这一节里。神把祂自己当作恩，赐
给我们，而这恩是洋溢之恩。同时随祂的恩，神也给了我们恩赐，这恩赐是神自己
作为义。神是恩，给我们享受；神的义也赐给我们，作为恩赐。这两件事产生一种
生活，就是在生命中作王。我盼望你们能接受这话，愿神祝福你们，使你们作今日
的得胜者，过一个作王的生活。 

 
 

 
 
 
 
 
 
 
 
 
 
 
 
 
 
 



第二篇 旧约关于神经纶的豫表,在新约的应验（二）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整本圣经揭示神的经纶；神的经纶乃是为着完成神的心愿，满足祂的喜悦。神经纶的
中心和实际，就是基督和祂的身体。在新约时代之前，就是在主成为肉体之前，神在
地上拣选了一班称为以色列的人。神所拣选的这一班人，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他们的
先祖是亚伯拉罕。到了摩西的时候，当他们出埃及时，他们已经成了一个族类，至少
有两百万人。从那时候起，他们就成为新约神所拣选之召会的豫表。因此，旧约有一
班人，新约也有一班人。旧约有以色列人，新约有召会。这两班人不是代表神所作的
两件事，乃是描述神所作的一件事；这件事就是神经纶的完成。神在完成这经纶之前，
首先摆出一个豫表、一个表号、一个影儿。在神的经纶里，以色列人只是一个豫表、
一个表号、一个影儿，不是真实的东西。以色列人乃是豫表召会。 
  
我愿意从新约举出一些经节来证明，以色列人是召会的豫表。保罗在林前五章说，
我们的逾越节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一班子民以后，最终都
堕落到埃及和埃及王法老的手中。法老豫表撒但，埃及豫表世界。这意思是说，神
的选民堕落到撒但的手中和撒但的世界里，所以需要神的救恩拯救他们。 
  
神的救恩首先必须是按法理的。神不能随便的来拯救我们。因为神必须按法理施行
祂的救恩，所以就需要救赎，来完成神的救恩。在出埃及记，我们看见两件事。第
一就是救赎；在救赎之后，立刻就是救恩。救赎是把神堕落的子民赎回归神；救恩
是神把祂的子民从撒但手中并从世界里拯救出来，至终甚至从他们自己里拯救出来，
好使神能进来，将他们作成与神一样。所以在出埃及记我们首先看见一只羊羔被杀，
所流的血洒在以色列人所住屋子的门上；这称为逾越节。那意思是说，这位公正的
神，公义的神，作了一件合乎法理的事，满足祂公义的要求，而救赎祂的子民。那
就是神的救赎。 
 

 
在那救赎之后，神立刻就施行救恩，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手，脱离埃及，把他
们带到旷野。在旷野里，神来成为一个帐幕，指明祂将怎样来与祂的子民同住，好
更进一步的拯救他们，使他们在生命、性情上（但不是在神格上）成为神。这就是
神的救恩。保罗在林前五章说，我们的逾越节就是基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主，
完成逾越节，根据这个，神就能越过我们，藉这基督在十字架上审判并对付了我们
的罪。林前五章也说，在逾越节之后，以色列人又守无酵节。在神的救赎之后，神
在祂的救恩里定规，祂的子民不应该有罪，不应该有酵；这就是守无酵节。这乃是
以色列人历史的开始，这个开始在召会对基督的经历上得着了应验。藉此你能看见，
就以色列人来说是豫表，就召会来说是应验。到新约的末了，主耶稣称堕落的召会
为耶洗别。耶洗别是个邪恶的妇人，就是那个邪恶的王亚哈的妻子。耶洗别作了许
多属鬼魔的事。她豫表召会完全堕落，落到撒但的手中，甚至与撒但调和为一。堕
落的召会成了耶洗别，称为奥秘的大巴比伦。最终，召会的结局与以色列人的结局
相同。以色列人的结局是被掳到巴比伦去。至终，他们成了巴比伦。在启示录十七
章主称堕落的召会为大妓女，大巴比伦，众妓女之母。这给我们看见，召会就是以
色列豫表的应验。因此，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召会的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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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人这个豫表里，有一大部分是关于列王。那些王乃是以色列人的代表，是
最高的。以色列人主要的是享受美地。他们从那美地的源头得着生活的一切所需。
那些最高的，就是在最高程度上享受美地的，乃是君王。这些王乃是新约信徒的豫
表，因为所有新约的信徒都是蒙神拯救，成为君王的。每一个新约的信徒，都要作
王、作祭司。 
  
君王和祭司都是神代表的权柄。神代表的权柄乃是由神说话的出口和神治理的权柄所
组成的。在旧约里，头一班为神所立，为神说话，作祂出口的人，称为祭司。事实上，
神托付给祭司的，不仅有作神代表权柄说话的那一部分，也有治理的一部分。所以祭
司是说话的，也是作王的。但是神不要一个王来代替祂，神只要祂的权柄得以施行；
所以在以色列历史开始时有祭司，而没有王。 
 
但是祭司有乌陵土明；乌陵土明就是代表的权柄，为着神的说话，也为着神的治理。
以色列人因着采用了列国的风俗，就想要一个王。因此神就给他们一个消极的王，名
叫扫罗。事实上，神自己已经就是他们的王。以色列真正的王不是任何人，乃是神自
己。 
  
在新约里，所有信主的人都是蒙拯救作君王、作祭司。当祭司为神说话的时候，他
们就成为神的代言人，神的出口，这些人就是申言者。所以在新约里，我们这些信
徒是君王、祭司和申言者。旧约的君王是豫表，而这豫表是由新约的信徒作君王得
着应验。这些乃是享受基督到极点的人。罗马五章十七节说，那些受洋溢之恩，并
洋溢之义恩赐的，就更要藉这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约翰一章说，当神
成为肉体而来的时候，恩典也来了。 
 
神来成为人的时候，那就是恩典来了。恩典就是三一神作我们的享受。我们都领受
了这洋溢之恩。这恩典不仅是丰富的，而且是洋溢的，一直在加增。我们从神领受
了这恩典，并且从神领受了恩赐，这恩赐也是洋溢的。这恩赐就是神的义，为着使
我们在法理上得蒙救赎。因此，我们接受了恩和义这两样，使我们能在生命中作王
掌权。 
  
如果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没有达到作王的水平，我们就还是低于正当的水准。我
们或许说，我们有享受基督，但我们享受基督到甚么程度？我们对基督的享受可能
只有一寸高峰，但基督是无限量的。我们享受基督必须达到作王的水平。身为神所
立的申言者和祭司，我们也是君王，管治神所有的仇敌。神管治，但神不是直接管
治。神乃是藉这我们，藉这信徒作王来管治。 
 
新约的信徒应该是神经纶里君王之豫表的应验。现在我们要来看，我们怎样才能作
这样的君王。我们能作这样的君王，惟有藉这我们被神所重生，以神为元素而得着
变化，以致我们不凭着自己的生命，不凭着自己，不凭着天然的人和我们的肉体活
着。我们活着，是凭着那现今与我们调和为一的神。信徒的生活，必须是过这样一
个是人又是神的生活。乃是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们才能作王，享受神所命定给我们
的分，就是基督作我们的美地。  



我们在这里所交通的，不是人的教导，也不是圣经学者所发现的某种神学。我们所
交通的乃是启示，就像启示录一样。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的是一幅景象，不是教训。
我在这里的交通乃是启示，给你看见一幅景象；这完全不是道理，不是白纸黑字记
载的事实。现在我们要来看，根据这个启示，我们该在那里。我们都必须回答说，
我们该在复活里。基督的复活，至终应该成为我们所在的地方。 
 
我们原是神所创造而堕落的人。现今我们是神根据祂的拣选所救赎的人，我们也是
神所重生、所变化的人，有神自己为元素而得了变化，使我们成为神人。现今我们
在此乃是在复活里。在复活里，意思就是否认一切老旧的，而成为新的，并且凭着
新样的元素而活，这新样的元素就是神圣的生命，也就是神自己。我们在复活里成
了神的新造。这新造就是神再造的、重生的、变化的人。这也是地方上的召会，以
及宇宙一面基督的身体。 
 
无论是在地方一面的召会里，或是为着宇宙一面基督的身体，我们都应该是在复活
里的人。不要忘记，当你开口将基督说到人里面的时候，你就成为神的出口和申言
者。这样，你就成为好的祭司。撒母耳就是这样的一位，他不是照神所立、出自利
未支派的祭司，但因着他替神申言，就成为祭司；这祭司带进了君王的职分。因此，
当你说话时，你就是申言者。你申言者的职事就把你带到君王的职分里。 

 
 

 
 
 
 
 
 
 
 
 
 
 
 
 
 
 
 
 
 
 
 



第三篇 旧约关于神经纶的豫表,在新约的应验（三）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二十四至二十五节，罗马书八章四至六节，哥林多前书六章
十七节，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至三十九节。 
  
我的负担是要把我们众人都转到调和的灵。神的灵与人的灵这二灵是联结相调为一的。
创世记一章一节说，神创造天地。然后二节说，神的灵覆翼在死水上。后来人堕落到
一个地步，成了肉体之后，创世记六章三节就说，耶和华的灵不再与人相争。在整本
旧约里，都是说到神的灵或耶和华的灵。在诗篇五十一篇十一节，和以赛亚六十三章
十至十一节说到神圣别的灵；而圣灵这个神圣的名称，在旧约里未曾用过。 
  
在新约的开始，当基督要成孕出生时，就第一次题到圣灵。基督的成孕和出生，完全
是藉这圣灵。在这里很重的题到圣灵。基督就是由这灵成孕，也是藉这灵而生。当主
耶稣在地上行走，为神尽职时，马太十二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祂是靠神的灵赶鬼。
这指明那灵与主耶稣同在。但约翰七章三十七至三十九节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
之日，耶稣站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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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虽然那灵与主一同在地上生活工作，约翰七
章三十九节却说，那时还没有那灵。 
 
主在地上生活了三十年，然后尽职三年半。祂是由那灵而生，祂也是藉神的灵作工。
然后在约翰七章，在祂三年半尽职将近末了的时候，祂呼召口渴的人到祂这里来喝，
并且祂说，从他们最深处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使徒约翰说，主在这里是指信徒将
要受的那灵说的│不是指神的灵，也不是指圣灵，乃是指那灵。约翰写说，这是因
为着那时还没有那灵。神的灵在创世记一章已经有了，圣灵在马太一章也有了。为
甚么到主在地上的职事快结束的时候，约翰却告诉我们说，那时 还没有信徒将要
受的那灵？在我们之前，慕安得烈就看见神的圣灵是很特别的，但那灵包含的更多。
在慕安得烈的杰作，基督的灵这本书里，有一篇题目是那得着荣耀之耶稣的灵，慕
安得烈在其中写道：神的灵，当祂在五旬节被浇灌下来，也实在是一个新的东西。
照他所说的，这灵，就是在约翰七章三十九节里的那灵，比神的灵、耶和华的灵、
神圣别的灵、和圣灵所包含的更多。使说到圣灵，神的灵也还没有完全的终极完成，
也就是说，还没有完满的终极完成。 
 
乃是到基督得荣耀的时候，那灵才得着终极的完成。根据路加二十四章二十六节，
基督的得荣就是祂的复活。当基督进入复活的时候，就是祂得了荣耀。祂里面神圣
的性情同着神圣的生命，都释放出来。基督的得荣就像一朵花开放了，当这朵花开
放的时候，就是花得着荣耀，它生命和性情的一切内容都释放、彰显出来了。耶稣
基督的内容，就是神同着祂圣别的性情和圣别的生命。在祂死而复活之前，这些内
容都隐藏在祂人性的外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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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祂三年半的职事里，有一次在变化山上，三个门徒看见基督在他们眼前改变形像；
突然间祂的脸面发光如日头，衣服变白如光。那是祂的得荣，但只有很短暂的时间。
等到祂进入复活的时候，祂就完全得了荣耀，把神同着神的性情、生命，都从祂里
面释放出来了。在那时以前，还没有那灵。乃是直到那个时候，那灵才产生。林前
十五章四十五节告诉我们说，末后的亚当〔就是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这赐生命
的灵就是那灵，是在基督的复活里藉这基督的复活产生的。 
  
藉这经过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包罗万有的死、释放一切的复活这种种过程，三一神，
在神圣三一里的这位神，就终极完成于一位灵，也就是赐生命的灵。这赐生命的灵乃
是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总和。这是新约里清楚的启示。首先，神成为人。那人就是耶
稣基督，祂是在肉体里的神而人者。祂原来是神，但有一天祂穿上了人。因此，祂有
神性也有人性，并且把肉体穿在祂身上。当祂被钉十字架时，就把这个人，也就是祂
的人性，带到十字架上去受死，了结了人性。然后祂就复活，把祂的人性带到神性里。
藉这这复活，祂的人性就成为神圣的，祂也就生为神的长子。这样的一位，在祂的复
活里，并带祂的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这灵就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我们都必须看
见这事。 
  
这不是我的教训，这是圣言中神圣的启示。主后三百二十五年奈西亚会议中制定的
信经，虽然强调神圣的三一和基督的身位，也包括了那灵，但是奈西亚信经没有说
到基督这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因此，奈西亚信经虽好，却不完全。今天许
多大的公会和天主教，仍然接受这个信经作他们的信仰。但他们没有充分的注意到
约翰七章三十九节或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所说的。我研读圣经的时候，曾多次读到
约翰七章三十九节，我希奇为甚么这一节说，那时还没有那灵？我也花了很多工夫
思考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所说，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的意义。直到一九五四
年，当我在台北和马尼拉为主作工时，我才得着完全的启示，看见我现在所传给你
们的。那年在香港一次夏季的训练中，我就释放这件事，告诉圣徒说，今天我们的
三一神乃是终极完成的神，而不是原初的神。原初的神只有神性，但是经过成为肉
体、人性生活、钉死、复活之后，这位三一神就经过了过程，并终极完成于赐生命
的灵。 
  
今天我们得重生，是藉这这赐生命的灵，而不是仅仅藉这神的灵或圣灵。神的灵是
为着神的创造，圣灵是为着基督的成孕。如今这赐生命的灵是为着神的新造，为着
使神产生许多的儿子，就是信徒。我们属灵的起源，也就是说，我们作神新造的起
源，乃是赐生命的灵。从我们重生的时候起，这赐生命的灵就留在我们的里面，住
在我们的灵里。首先，祂重生我们的灵；然后，藉这住在我们重生的灵里，祂就留
在我们里面。因此，这二灵│神圣赐生命的灵，和我们那由赐生命的灵所重生的灵
│调和成为一。新约里有好些经节指明这二灵是一。 
 
 
 
 



在保罗的书信里，特别是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每当题到那灵时，人很难分辨是
指神的灵，还是指人重生的灵。罗马八章四节说，神的义是在那些照着灵而行的人
身上。人很难分辨这一节的灵是指神的灵，还是指我们的灵。弟兄会的大教师达秘，
在他的新译本里也注意到这个难题。这是因为像罗马八章四至六节这样经节里的 
灵 ，乃是指 二灵，就是神的灵内住于我们的灵而成为一灵说的。保罗在林前六章
十七节说，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指明我们与主乃是成为一灵。保
罗在罗马八章也说，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心思置于这调和的灵。他在六节说，心思置
于调和的灵，乃是生命平安；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因此，在基督徒生活中，有
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把代表我们天然、属魂之人的心思，置于调和的灵。
这样置于调和之灵的心思，就成了生命和平安。第二种可能，就是把我们的心思置
于肉体，结果就是死。 
  
新约告诉我们，我们的重生、性质上的圣别、更新、变化、以及模成基督的形像，全
都是藉这在我们灵里的赐生命之灵完成的。在这调和的灵之外，就没有重生，没有圣
别，没有更新，没有变化，也没有模成。因此，我们一切属灵的经历，都是藉这这二
灵调和成为一灵。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追求主，就必须学习留在这灵里。我们必
须把我们全人置于这调和的灵，并照着这灵行事。我们行事为人必须完全在这灵里。
这就是我在这一篇的负担。许多人写了许多书，告诉基督徒如何行事，就像如何成为
圣别，如何得胜等等。但这些教人如何的书，没有一本是有效的。只有一条路是有效
的，就是把我们全人置于调和的灵。我们若这样作，生命平安就是我们的，并且我们
的行动、为人、处事，就会继续不断的，不仅是每日，更是每时每刻的，都在这调和
的灵里，并照着这调和的灵。 
  
虽然有这样一个包罗万有的灵，召会还是堕落了。这就逼神来将这灵加强七倍。那
灵这样加强七倍，在启示录里称之为神的七灵。事实上，这不是神的七个不同的灵。
神的灵只有一个，但是为了应付堕落召会的需要，这灵就加强七倍。因此，启示录
一章四节说，启示录乃是从这七灵写给七个召会的。因为这七个召会是堕落的召会，
所以需要七倍加强的灵。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一章十节告诉我们，当主日他在灵里，
就是在调和的灵里。 
 
这意思是说，约翰这个人的生活行事一直都是在调和的灵里。然后在启示录的末了，
作为整本圣经的结束，那灵和新妇就一同说话。新妇乃是召会，那灵乃是三一神终
极完成为着那灵。这灵是召会的丈夫。这指明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变化过三部分的
召会成为婚配。因此，这二者就成为一对夫妇：三一神终极完成作丈夫，三部分的
人变化成为新妇。这个联结的结果就是新耶路撒冷。在新耶路撒冷里，我们能看见
新妇，也能看见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就是基督作羔羊。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劝你们忘记一切，不要听那一切叫人分心的事。我们只需要顾
到一件事。我们必须认识，神已经终极完成为赐生命的灵，如今这灵重生了我们之
后，就内住于我们的灵，与我们的灵成为一，来将我们圣别、更新、变化、模成并
印涂。印涂的意思就是浸透，而浸透的意思就是分赐。那灵藉这把整个的神分赐到
我们的所是里，而用祂神圣的元素印涂我们。 
 
 
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召会，基督的身体。以弗所四章四至六节说，只有一个身体、一
位灵、一位主、一位神与父。这四者构成在一起就是基督的身体，而这基督的身体
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今天我们要认识这个。这样，我们就会忘记一切，只在
这灵里，照着这灵行动、生活、并行事为人。这就是我们所需的一切。当我们这样
生活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把我们天然的人，我们的旧人，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
带进复活，这复活不是仅仅一个东西，乃是一个活的人位，就是终极完成的三一神
成了赐生命的灵。 
 
  
我盼望这个交通能使你们印象深刻，甚至永远不会忘记。我盼望这篇信息在你们里面
永远不能磨灭。现在你应当清楚，作一个在基督里的信徒，就是叫你的行事为人在这
调和的灵里，并照着这调和的灵。在你的家庭生活、日常生活、召会生活、和社交生
活里，你应当凭着这调和的灵而活。当你过这样一种生活的时候，自然而然你就是终
日被钉死。事实上，你乃是被钉死而活。钉十字架总是带你活在复活里，这复活就是
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成为赐生命的灵。 
 
 
 
 
 
 
 
 
 
 
 
 
 
 
 
 
 
 
 

 
 



第四篇 在调和的灵里，照着调和的灵,  
行动、生活、并行事为人的路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至二十节，罗马书十章十二节，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至十八
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 
  
在已过的三十二年间，主已经给我们看见祂的经纶，也给我们看见祂经纶的内容。从
这职事所释放的信息，大多数都录在录音带、录影带上，也都刊印成书；但是照着我
们的观察，一般说来，我们没有实行我们从主所看见的。所以在本篇，我要从神启示
的高峰下到我们两脚所站之处，下到我们所在的地方。我盼望尽我所能的给你们看见，
我们今日的需要是甚么。本篇和下一篇的交通，也是我对主恢复中长老们真正的负担，
是我心头的话。 
  
我们来读帖前五章十六至二十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
神在基督耶稣里对你们的旨意。不要销灭那灵，不要藐视申言者的话。这一段话里，
我请你们注意三点。第一，要不住的祷告；第二，不要销灭那灵；第三，不要藐视
申言者的话。 
  
罗马十章十二节说，因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众人同有一位主，祂对一
切呼求祂的人是丰富的。这里说，主是丰富的。主的丰富是追测不尽的，但是我们
怎能有分于并享受主的丰富？这里有一条很简单的路，就是呼求祂。 

 
以弗所六章十七至十八节说，还要藉这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头盔，并那灵
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事上儆醒，且为众圣徒
祈求。我们教导人实行祷读主话，乃是根据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十七节说，那灵就是
神的话。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所以在以弗所六章十七节里的话，
不是白纸黑字的话。这话等于那灵。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祷告这话，并且
必须在这种祷告上儆醒。换句话说，我们在祷读的事上，需要儆醒。这不仅是说，我
们在读圣经的事上要儆醒，或者在普通的祷告上要儆醒。这是一种特别的祷告，就是
祷告主的话，使主的话成为我们的祷告。就这一面的意思说，我们祷告不需要作文章，
因为我们的祷告就是神活的话 
。  
提后二章二十二节说，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
义、信、爱、和平。这一节嘱咐我们要竭力追求公义、信、爱、和平。这些项目都
是主耶稣自己，所以追求这些，就是追求基督。保罗在这里列出关于基督实际的点。
基督是我们的公义，基督是我们的信，基督是我们的爱，基督是我们的和平。我们
过神人的生活，就是以基督为公义、信、爱、和平所构成。保罗嘱咐提摩太，要藉
这呼求主名，追求基督作这些项目。这样的呼求主，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呼求，乃是
与那些清心呼求主的人一同呼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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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说，我们在这些经节里看不见甚么高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我们中间都很平
常。我的交通、我的负担就是这个。不错，这些东西，主在已过的年间已经逐渐向
我们揭示了，甚至已经印成书了。但是在我们的实行上，有很大的缺欠。今天你呼
求主有多少？你祷读主话是否持续而充分？你有否不住的祷告？你有否把你里面的
灵如火挑旺起来？主的话告诉我们不要销灭那灵，但几乎我们每个人天天都在销灭
那灵。 
  
现今在我们召会的实行里，我们推动申言的事，但是到目前为止，实行申言的召会
不多。甚至实行申言的圣徒，也大多不知道在召会的聚会中申言是甚么意思。有些
人只是讲一点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感觉，或者在聚会中讲个故事；那不是申言。申
言乃是向人说神的话。在这样的说话中，你把基督说出去。申言就是说出基督，把
基督说到人里面；这主要的意思就是供应基督。我们供应基督给人，是藉这我们的
说话。你也许会原谅自己说，你不像某些弟兄那样有说话的恩赐。但你能说你没有
恩赐为主说话，把主说出去，把主说到人里面么？我们都有这个讲说基督的恩赐。 
  
我们要照着神启示的高峰完成神的经纶，就需要有这一切的实行。我们受嘱咐，要
在调和的灵里，照着调和的灵行动、生活、并行事为人。我们怎能这样作？我们只
要照着这几个步骤，就能作到：呼求主的名，祷读主那是灵的话，不住的祷告，不
销灭那灵，以及不藐视或忽略申言。如果你与这些事断绝，你就完了；你就绝不可
能过神人的生活。神人的生活就是呼求主的名，祷读主那是灵的话，不住的祷告，
不销灭那灵、反而使那灵如火挑旺起来，不藐视、反而重视申言。 
 
若是你误失这几点中的任何一点，你就失去很多。需要一次真正的复兴和一个团体
的模型最近我与同工、长老们交通，对他们说了很率直的话。我说，弟兄们，你们
有许多人为主作工，还是在作事务。你们那样在圣徒中间领头，不是照着灵，乃是
照着你们自己的那种认识。所以你们就造出许多的形式，而要别人来作你所定规的
形式。这常常会引起意见，甚至分裂。 
 
所有的同工和长老，从今天起，应该有所改变。你们蒙主呼召，不是作同工或长老
来实行一些形式。你们蒙主呼召、为主所立，乃是要实行神的经纶，而神的经纶完
全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实际。若是没有基督，就没有神的经纶。我们在主的
恢复里、在召会中，可能每一天都很忙碌，我们也可能很殷勤、很忠心，但我们作
的事却不是神经纶的内容、实际和中心。所以我们需要转。 
 
我向主祷告：主阿，求你使我们在你的恢复里，有一次真正、真实的复兴。但是
我们不要像过去所发生那许多次的复兴。一九_四到一九_六年在威尔斯一个矿工
罗伯斯的带领之下，有一次著名的复兴。在很短的时间里，那个复兴非常兴盛，
甚至到一个地步，人到威尔斯去传福音，也没有人可以得救，因为那里几乎每一
个人都得救了。我在一九三二年进到恢复的工作里，我就听见有关那个复兴的事，
离当时不过二十六年而已。但是在一九三二年，那个复兴已经不是那么兴盛。那
次威尔斯的复兴，结果并没有维持很久。 
 
  



罗伯斯很强调属灵的争战，怎样抵挡撒但。但今天我们从主所看见的，不是属于那
一类。我们从主所看见的，乃是神中心的线，就是神的经纶，以基督为中心与普及，
也就是以基督为中心、实际和一切。这位基督如今是赐生命的灵，内住于我们重生
的灵，与我们的灵成为一。为着这样一个高深奥妙的启示，主需要一个模型。祂需
要一班团体的人，藉这这神圣启示的高峰，凭着祂的恩典被兴起来，过一种照着这
启示的生活。这样，他们就会成为模型。甚至在祷读的事上，我们也没有建立一个
刚强、正确的模型。过钉十字架的生活，好叫我们能活基督，这个模型在那里？这
样的生活甚至在我们中间也不太强。藉这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而活基督、显大
基督，这个模型在那里？这种生活在那里？我们这些启示都释放出来了，并且这些
信息也都印成了书，但是模型在那里？ 
  
我的负担是要我的交通能影响你们，使你们同我担负相同的事。我们有地方召会，
但没有模型。主所给我们看见的一切事，我们都没有模型。在呼求主名的事上，没
有模型。在不住祷告的事上，也没有模型。主对一切呼求祂名的人是丰富的，但这
事也没有模型。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不是那么丰富，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活的实行呼
求主名这件事。我们若是有这个模型，我们就会因着呼求主的名而得祂的丰富。 
  
保罗甚至告诉我们，我们追求基督不应该只是凭着我们自己个人的呼求，乃是凭着我
们与那些用诚实、清洁的心呼求主的人，一同团体的呼求。这指明我们不仅需要个人
的呼求主名，并祷读主那是灵的话，我们也需要团体的这样作。在众召会中应该有十
个人或十五个人一组一组的，常常来在一起呼求主。 
  
呼求主含示很多。当你开口操练你的灵呼求主，你就立刻在祂的光照之下。你就蒙
光照、被暴露，看见你所有的缺点、短处和错误。你这作妻子的，会看见自己对待
丈夫的错误。你这作丈夫的，会看见自己对待妻子的方式完全不在灵里。这样，你
就会彻底的认罪，承认你的罪污、失败、错误、缺点、罪过、过犯和恶行。除非你
是在主的光中蒙了光照，否则就不能有这样彻底的认罪。谁能这样在主的光中蒙光
照？只有那些从诚实、清洁的心里呼求主的人。这是呼求主名经历基督的起头，然
后主要继续把祂一切特别的丰富传输到你的灵里，甚至到你的心思里。这样，你就
有分于、并享受主的丰富。 
  
我所传给你们的这些信息，都是这样临到我的。如果你没有摸着主，你怎能看见祂
的光，并得着祂的启示？不要以为这些启示临到我们，只是因为我们透彻的读经。
我知道有些人读经非常殷勤，但是他们只认识圣经的字句。六十年前，在我家乡有
一位弟兄，是清朝的一位中国学者。他被朝廷关在监里，在狱中得救。他出监后，
就研读圣经。最终，圣经每一节他都记得，所以我们称他为着活串珠。你要知道圣
经那一节，不必去看经文汇编，只要问他。我认识他，但我能在主面前见证，这位
是圣经活串珠的弟兄没有多少光。他无法告诉你关于重生和召会的真理。你懂得白
纸黑字，并不见得就是懂得圣经。圣经不只是字句；字句只是用来传输，要把属灵、
神圣、内在的实际传输给我们。 
  



保罗在以弗所六章说，那灵今天就是话。圣经必须成为那是灵的话。这意思是说，
你的圣经必须与那灵是一；你的圣经就是那灵，那灵也就是你的圣经。我们怎么能
这样？没有别的路，只有藉这呼求主名，每天、每时刻摸着主。如果我们都是这样
活在主面前的人，呼求祂，每天、每时刻向祂不住的祷告，我们就会成为列王纪上、
下豫表之应验的实际。 
 
  
这就是我里头很强的负担，是我要与长老们交通的。每一个地方召会都需要这个。
不要发明许多形式。你自己应当实行呼求主。你自己应当实行祷读主那是灵的话。
你必须实行不住的祷告。你必须实行永远不销灭那灵，反而使那灵如火挑旺起来。
你也必须实行不藐视任何申言。你们长老应当带头操练实行这些。你自己先成为模
型，然后你这样与主之间亲密的实行，就会影响你所在召会的圣徒。尤其你身为长
老，你对召会的肢体能有很大的影响。 
  
大概过了一年之后，你的召会就会成为一个模型。当我们向人讲到我们所看见的异
象，他们会说，在那里有这样的召会？我们就能说，我带你去一处，可以看见那个
模型。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我不相信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启示。我们看见的
已经彀了。我们今天急切的需要，就是实行过一种属于神人的生活，这些神人乃是
神经纶的组成分子。 
  
所有长老、同工应该追求这个实际，好被主作成模型，就是活在神经纶里的模型。
这样，他们和他们的召会就会成为这样的模型。这就是在我的祷告里我所说真正的
复兴。在美国有两百多处的召会，光是在南加州就有五十处；如果这些召会都是这
样的模型，那就会是一个很强的见证。 

 
 

 
 
 
 
 
 
 
 
 
 
 
 
 
 



第五篇 过神人生活的新复兴 

                上一篇  回目錄      
 
我们需要一个在过去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新复兴。在召会历史里，曾有许多次复兴。路
德马丁时的改教运动，可以看作是一种复兴。但那个复兴是一种混合。改教运动之后，
有好几次小的复兴。从那些复兴产生了一些私立的教会，就如浸信会、长老会、美以
美会。在十八世纪，新生铎夫和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带进一个大复兴。这次的复兴，在
某种程度上包括了正当召会生活的实行。过了一个世纪，弟兄们在英国被兴起。他们
所带进的复兴，比新生铎夫所带进的更大、更进步。倪弟兄认为弟兄们的复兴就是启
示录三章非拉铁非召会的应验。 
 
郭维德的学生潘汤说，弟兄们复兴的影响，大过路德的改教。惟一不同的是，路德的
改教广受宣传，但是弟兄们的复兴正好相反。弟兄们不愿意显扬，喜欢把自己隐藏起
来。在他们中间有许多大教师，包括达秘和开雷。今天很难找到一张弟兄们中间教师
的照片。弟兄们的复兴几乎就像日午的太阳，但只维持了相当短的时间。弟兄们复兴
最强的时期，是在一八五_年左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弟兄会已经分裂成一
千多派了。到那时候，弟兄们的复兴已经完全日落了。到了二十世纪初，有威尔斯的
复兴，虽然相当强，但为时很短。 
  
然后主就到中国。正如倪弟兄所说的，中国对于主的行动乃是处女地，没有太被走
样的基督教摸着。倪弟兄私下对我说，从这个世纪二十年代起，主被迫从欧洲和美
洲到中国去，要得着一块处女地，在那里有一个新的起头。主的恢复已经从中国扩
展到全球，现今在我们这里。这是甚么样的复兴？复兴总是人所看见之异象的实行。
路德马丁看见了关于因信称义的异象，他就开始实行他所看见的。改教运动乃是因
着那个实行而有的。 
 
新生铎夫看见关于召会的一，他就实行他所看见的。在他那个时候，有许多信徒的
团体，受天主教和北欧国教的逼迫。这些受逼迫的信徒，有许多逃到新生铎夫在德
国南部萨克森的封地，新生铎夫就收容他们。他们到达后，因着道理上的不同，就
起了争论。有一个主日，新生铎夫把他们召聚来，说服他们停止一切的辩论。他们
都签了同意书，要保守他们中间的一，放下他们在道理上和宗教背景上的不同。历
史告诉我们，那一天，他们在擘饼的时候，经历了圣灵的浇灌，他们因此都得了复
兴。那可以看作一种召会生活的复兴。 
  
我们今天有甚么样的复兴？换句话说，在我们中间有怎样的模型兴起来？按规矩说，
复兴总是我们所看见之异象的实行。但是从我到恢复里开始，我就一直在观察情形。
从倪弟兄的时候直到今天，这七十二年来，我们的实行从来没有达到我们从主所得
异象的水准。倪弟兄强调两件事：基督作生命，为要产生召会；召会是基督的身体，
为要彰显基督。但可惜的是，不仅外面的人不知道这些事，连在倪弟兄的同工中间，
与我同时的人，也很少人进入、认识这两点。不必说关于基督的身体，他们甚至连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也没有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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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强调脱离宗派、受浸、蒙头、擘饼的方式这些事。一九三四年倪弟兄给我一封
信，说，我们在这里所强调的，不是脱离宗派、受浸、蒙头，也不是实行擘饼。他
又说，从那一天起，甚么人只传讲、教导这四件事，就不是我们的同工。他说，我
们从主所得的异象，乃是基督作我们的生命，为要产生召会，这召会不是组织，乃
是身体，生机体，为要彰显基督。他说，这是我们所看见的，这也是我们所该传讲、
教导人的。倪弟兄这些话，是主恢复于一九二二年在中国开始后十二年写的。从我
开始尽职直到今天，我出了许多的书，说到我们所看见的异象。多年来，无论是在
中国大陆、台湾、东南亚，还是今天在西方，我们在实行上一直没有达到我们所看
见的标准。 
  
在已过十年里，主给我们看见祂的经纶。照我对召会历史和许多圣徒传记的研读，
我可以说，一九八四年之前，关于神永远的经纶作为圣经的实际和中心，从来没有
人看得像我们今天这样完全。据我所知，没有一本别人的书指出，神永远的经纶是
以基督为其中心和实际，以祂的身体，就是基督生机的身体，作三一神的生机体。 
  
今天我们已经来到神这神圣启示的高峰。我甚至要说，我们可能已经达到整本圣经
神圣启示的最高点了。这是神圣的启示，是信徒在已过二十世纪中所发现的。就我
所知，教父们所发现的第一个神圣启示，乃是三一神的启示。圣经头一部分是犹太
人所持有的旧约，其中很难找出任何关于三一神的点。旧约用了一些神圣的名称，
诸如以罗欣，耶和华，和阿多乃，来说到神。旧约也题到神的灵。到了新约，有一
位名叫耶稣基督。这一位是谁？祂是耶和华么？祂是神么？如果我们说耶稣基督是
神，犹太人会认为这是亵渎神。一个拿撒勒人怎么会是神？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是
神的儿子。但是在旧约里我们找不到神的儿子这个神圣的名称。虽然撒下七章十四
节说，神要有一个儿子，就是指基督说的，但犹太的拉比不明白这话是甚么意思。 
  
新约圣经写成后，在使徒以后第一批研读圣经的人，乃是教父们。这些教父发现，
在圣经里有三一神这么一件事；因为主耶稣在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告诉他的门徒说，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将他们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主耶稣不是
告诉他的门徒，要将人浸入以罗欣（神）、或耶和华、或阿多乃（主）的名里，乃
是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在那时以前，主不能说这话，因为在祂复活之前，还
没有那灵，也就是说，那灵还没有终极完成。主在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的话，是在
祂复活之后，升天之前，与他门徒在一起四十天时说的。在祂复活之前，不仅还没
有那灵，也还没有神的长子。 
 
在复活之前，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连这件事犹太人也不知道。他们有以赛亚七章
十四节和九章六节，并且读了又读，但是没有一个犹太人明白这些经节。以赛亚七
章十四节说，看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她要给祂起名叫以马内利。九章六节
说，…有一子赐给我们；…祂的名称为…全能的神，永远的父。以赛亚九章六节同
时题到子和父，但是犹太人不能明白这事。他们无法把这幅拼图拼在一起。当教父
们读过圣经里的这些事，就加以思考，最后发明了一个拉丁字，就是（三一）。
TriuneGod就是三一神。 
 



神是独一的；因此，祂是一。但祂是父、是子、又是灵；因此，祂是三。所以神是
三一的。教父们发现了这个事实。许多世纪以后，路德马丁又有了进一步的发现。
路德看见因信称义这件事。他发现人得救不是靠行为，乃是因着信。在这之后，有
许多别的圣经学者有更进一步的发现。但是在我们之前，从未有人发现，神的经纶
是以基督为其中心、普及、和一切实际。乃是直到已过这十年，我们才把这些都摆
在一起，就得着全幅神经纶的图画。这就是神圣启示的最高峰。 
 
照着神圣启示的高峰，过神人的生活 
我们看见了神圣启示的高峰，就需要把我们所看见的实行出来。我们的实行会成功，
那个成功将是一个新的复兴，乃是最高的复兴，可能也是主回来之前末了的复兴。
我在前一篇说过，我们需要有模型。我的意思不是只有一些个人要成为模型。我的
意思是，我们需要有团体的模型，就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是一班过着神人生活的人。
从今天起，我们的实行应当是过神人的生活，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接受祂的十字
架，像他一样天天接受祂的十字架，被钉死，被模成祂的死，而活另一位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己、我们的肉体、我们天然的人、以及我们的一切，都已经被
这一位带到十字架上。现今我们是在活祂，所以我们生活的每一时刻、每一部分，
都应该留在祂的钉十字架里，模成祂死的模型。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活祂，以
祂作复活。这就是神人的生活。 
  
从今天起，这应该是，也必须是我们召会的实行。不然的话，我们所实行的就是徒
然的。我们所实行的召会生活，不只是凡事都照着圣经，不只是完全照着圣经给人
施浸、脱离宗派、实行蒙头和擘饼。有些人进到主的恢复里就是因着这些作法。他
们珍赏我们的家庭生活、召会的聚会、以及我们训练青年人的方式。但这些事不该
是我们实行的目标。我们实行的目标应当是过神人的生活。这是我们应当达到的目
标。 
 
 
我们的实行不是过一种天然人的生活。我们所实行的，乃是过神人的生活。神人就是
一个得了重生、并且变化过的人，与神成为一，而以神为祂的生命、祂的人位、和祂
的一切。至终，这人就在生命和性情上，而不是在神格上，成了神。这就是神人。在
恢复里，今天我们所该实行的，就是过这样一个神人的生活。这个生活乃是藉这复活、
在复活里、并凭着复活，过钉十字架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
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祂在我里面活着。但是当祂在我里面活着的时候，
祂是与我一同活着，结果我就与祂一同活着。 
 
祂同我活着，我也同祂活着。我们二者同活在一起，是个调和的生活，也就是神与人
调和的生活。最高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和社交生活，都是出于这样的生活。这个
生活就是召会的生活，也是基督身体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这样
的生活，就像耶稣基督在地上三十三年半的生活，要拯救我们脱离一切大小的消极事
物。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这样的生活要拯救我们脱离分居和离婚。 
 
 



在召会里，这样的生活要拯救我们脱离意见、分裂、藐视、批评和怨言。在这生活里
没有批评、藐视、偏见、分裂、异议和意见。在这样的生活里，我们乃是过神人的生
活。在祂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属天的，一切都是神圣的，乃是神性调人性的。 
  
那里有分裂，那里就有属灵的淫乱、拜偶像、荣耀自己、高峰自己。如果没有高的自
己，就不可能有分裂。过神人的生活，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一切消极的事物。过这样的
生活，就是活基督，祂就是神人生活的模型。亲爱的圣徒们，这就是我的负担。无论
年长的或年轻的，弟兄或姊妹，长老们或一般的圣徒，我们都必须过这样的生活。我
们若这样行，我们就对所听见的话是忠信的。这样，主就会得着不只是个人的模型，
更是我们一班人的模型。主需要这样的模型，给今天的基督教看；这样的模型要给人
看见，祂的召会该是怎样的。 
  
我们若是过这样的生活，就必定会出去接触人传福音。活力排就是一班这样的人。
活力排不该当作一种形式去实行；活力排应当是一班一班过这样生活的人。我们过
这样神人的生活，就会拯救人，造就人，也会建立地方召会，甚至到一个地步，把
基督的身体建造起来。 
 
我们如果实行我们所听见的，自然而然就会有模型建立起来。这模型要成为召会历
史中最大的复兴。我信这复兴会把主带回来。总而言之，我鼓励你们尽力忠信的实
行过神人的生活，藉这呼求祂的名摸着祂，祷读祂活的话，不住的祷告，不销灭那
灵，也不藐视申言。愿主以祂自己这赐生命的灵祝福我们，使我们藉这这些生活的
实行，能在调和的灵里摸着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