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蒙拣选成为圣别，过圣别的生活， 2018/10/1-7
以彰显圣
别的神，并成为圣城 (利未记结晶读经)
Ⅰ．在已过的永远里，我们在基督里蒙拣选，好成
为圣别；在今世，我们正在被圣化，被基督作
为“那灵，那圣 别的”所浸透，要成为圣别；
在来世以至于将来的永 远，我们将终极完成为
圣城：
弗1:4 就如祂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
选了我们，使我们在爱里，在祂面前，成为
圣别、没有瑕疵；
帖前5:23 且愿和平的神，亲自全然圣别你
们，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得以完全，
无可指摘。
A) 圣别的意思不仅是成圣，分别归神，也是与一
切凡俗的 不同、有别；只有神与一切不同，与
一切有别；因此， 祂是圣别的，圣别是祂的性
情：
①神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圣别；神使我们成
为圣别的方法，乃是将祂自己这圣别者分赐到
我们里面，使我们全人被祂圣别的性情充满并
浸透；对我们这些神所拣选的人，成为圣别就是
有分于神的性情，并使我们全人被神自己所充
满。
②这与仅仅无罪的完全，或无罪的纯洁不同；
这使我们全人在神的性情和特性上圣别，像神
自己一样。
B) 父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
我们在爱里，在祂面前，成为圣别、没有瑕疵：
① 神所拣选的人只该被神自己所浸透，没有外来
的东西，就如堕落的天然属人成分、肉体、己或世
界的事；这就是没有瑕疵，在神的圣别性情之外没
有任何别的成 分搀杂。
②我们成为基督的新妇，不是借着自我改正，
乃是借着被神浸透；这是圣经中所启示的圣别、
成圣。
③召会被话中的水彻底洗涤之后，就要这样成为
圣别，在生机上被基督浸透并美化，使她成为基
督荣耀的召会，祂圣别的新妇。
弗5:27 祂好献给自己，作荣耀的召会，没有斑
点、皱纹、或任何这类的病，好使她成为圣别、
没有瑕疵。
④以弗所一章四节的爱是指神爱祂所拣选之人
的爱，以及神所拣选之人爱祂的爱；神所拣选
的人乃是在这爱里，在这样的爱里，在祂面前
成为圣别、没有瑕疵：
ａ．神先爱我们，然后这神圣的爱激起我们用
爱回报祂。
ｂ．在这样爱的情形与气氛中，我们被神浸透，
成为圣别、没有瑕疵，像祂一样。
C) 成为圣别，先是分别归神，其次是被神接管，第
三是被神据有，第四是被神浸透，且与神是一。

D) 最终，这事的结果乃是新耶路撒冷；这圣别的实
体属于神、为神所据有、所浸透，且与神是一。
啓21:2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

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
等候丈夫。
Ⅱ．利未记十八至二十章是论到神圣别子民的圣别
生活， 与以弗所四章十七节至五章十四节相符，
吩咐神圣别 的子民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过圣
别的生活，像神是 圣别的一样，作祂的彰显：
A) 在以弗所四章十七至三十二节，有三节重要的
经文给我们看见，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是为着
召会生活过圣别生活的基础：
①首先是十八节，说到与神的生命隔绝；神的
生命乃是为了在祂神圣的分赐里，用祂神圣的
丰富供应祂的儿女。
弗4:18 他们在悟性上既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
们里面的无知，因着他们心里的刚硬，与神的
生命隔绝了；
②第二是二十一节，说到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
者；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就是当耶稣在地
上生活时，神的生命在耶稣身上所显出的实行；
这是指耶稣一生的真实光景，如四福音书所记
载的：
21 如果你们真是听过祂，并在祂里面，照着那
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受过教导，
ａ．在耶稣的日常生活里，如四福音书所记载
的，有非常真实的东西，那非常真实的东西就
是神的神圣生命实化并实行出来，成为耶稣人
性中的实际。
ｂ．这在耶稣身上的实际，是为要用基督人性
中敬虔的生活，在祂神圣的分赐里灌注信徒。
③第三是三十节，警戒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忧
愁，我们原是在祂里面受了印记，直到得赎的
日子：
30 并且不要叫神的圣灵忧愁，你们原是在祂里
面受了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
ａ．盖印的灵也是印墨；这印墨的内容、元素
和素质就是神圣的生命加上耶稣实际的人性；
这印涂永远是湿的，能以三一神浸透、渗透并
泡透我们。
ｂ．神的生命、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以及圣
灵的盖印，乃是神圣分赐的三个源头，为着我
们过彰显圣别之神的圣别生活：
（1）父的生命必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实
际，这实际就是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这实际作
为父生命的实行，又成了印墨，就是圣灵。
（2）这印墨印我们的时候，乃是以耶稣日常生
活的实行中那神圣的生命浸透、渗透、泡透我
们，使我们成为耶稣之生活（就是父生命之实
行）的“影印本”。
B) 以色列人不可照着他们从前生活在埃及人中的
那种样式生活，表征信徒应当在从前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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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上，脱去旧人。
弗4:22 在从前的生活样式上，脱去了旧人，这
旧人是照着那迷惑的情欲败坏的；
以色列人不可在他们要被领进的地上，照着迦
南人的样式生活，表征信徒得救后，不该模成
世人生活与行为的样子。
弗4:23 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
以色列人照着神的圣别过一种圣别的生活，表
征信徒应当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
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
弗4:24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
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
「因为那地受了玷污，所以我向那地追讨罪孽，
那地也吐出其中的居民」（利未记18:25）：
①美地表征包罗万有的基督，是为着神子民生
存和生活的供应，也是为着他们的享受。
②美地吐出受玷污且不圣别的居民，表征包罗
万有的基督，原是我们的居所和我们所需的一
切，作我们的享受，但如果我们与祂的关系不正
确，祂就要把我们从祂自己里面吐出去，不再让
我们享受祂
启3:16 你既如温水，也不热也不冷，我就要从
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要圣别，因为神是圣别的，这表征要照着神的
圣别行事为人，过圣别的生活。
利未记十九章五节和六节提到平安祭，指明在
十八至二十章所描绘神圣别子民的圣别生活中，
神圣别的子民在平安里有交通、来往、彼此的
享受，乃是非常重要的：
①享受基督作平安祭，应当保持新鲜；信徒彼
此之间并与神的交通若是陈旧，就不蒙神悦纳
且为神所憎恶。:
②有分于陈旧交通的人，犯了轻看神的圣物之
罪，会失去神子民中间的交通。
「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交配；不可用两样搀
杂的种子种田，也不可用两样搀杂的料子作衣
服穿在身上」（利未记19：19）：
①不容许有搀杂，这指明神要万物各从其类，
没有任何种的搀杂。
②牲畜交配不可搀杂，表征生命不可搀杂：凡
凭神生命而活的，就不可凭肉体而活。
③播种不可搀杂，表征话语的职事不可搀杂：
所供应神的话，不可与世界的话搀杂。
林前2:17 我们不象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话，
而是出于纯诚，出于神，在神面前在基督里讲神的
话。
④不用搀杂的衣料作衣服，表征我们的行为不
可搀杂：活在新约生命里的人，不该凭旧约的规
条而活；属于主的人，不该照着外邦人的风俗生
活。
Ⅲ．我们需要过一种与祭司职任相配的圣别生
活；唯有借着天天接触完全的基督，享受祂并

经历祂，才能成为这样的人；祂要使我们完备、
完全，且得到适当的平衡；这样，我们就够格
在新约时代作祭司事奉神。

经历①：在神圣分赐下过学校生活
在以弗所四章十七至三十二节，有三处非常重
要的经节，给我们看见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我们
从这三节看到，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是我们日常生
活的基础。头一处是十八节，说到与神的生命隔绝。
与神圣的生命隔绝或分开，乃是严肃的事。神的生
命乃是为了在祂神圣的分赐里，用祂的丰富供应祂
的儿女。
论到神圣分赐的第二处经节是二十一节，那里
说到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
者，就是当耶稣在地上生活时，神的生命在耶稣身
上所显出的实行。就如四福音所记载的，在耶稣的
日常生活里有非常真实的东西，……就是神的神圣
生命实化并实行出来，成为耶稣人性中的实际。这
在耶稣身上的实际，乃是为了用基督人性中敬虔的
生活灌输信徒。
论到神圣分赐的第三处经节是三十节，那里警
戒我们不要叫圣灵忧愁，我们原是在祂里面受了印
记。这灵乃是盖印的灵；祂甚至就是印墨，我们都
是以此受印的。这印墨的内容、元素和素质就是神
圣的生命加上耶稣实际的人性。这印绝不会干枯；
这印永远是湿的，……能以三一神浸透、渗透并泡
透我们。
中高生篇
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是你日常生活的基础。关
于神圣的分赐，以下三句经节很重要。
弗 4:18 他们在悟性上既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们
里面的无知，因着他们心里的刚硬，与神的生命隔
绝了；
ＦＮ“神的生命”：神非受造、永远的生命，是人
在受造时未有的。在受造后，带着受造生命的人被
摆在生命树前，好接受那非受造、神的生命。但人
堕落到心思的虚妄里，并在悟性上变为昏暗。人在
这种堕落的光景中，无法摸着神的生命，直到人悔
改（心思转向神），并相信主耶稣，以接受神这永
远的生命。
不能根据外邦人的习俗或根据日本文化的习
惯，例如，搞团体而不接受团体以外的人，不接受
转学生，被智能手机霸占等这些虚妄的事，来过学
校生活。被这些虚妄的事霸占时，理解力就会变得
黑暗，并且远离神的生命。
祷告：“哦，主耶稣，我不能像外邦人一样被虚荣或
高傲等虚妄的事物所霸占。当被虚妄的事物抓住时，
理解力就会变得黑暗，并且会远离神的生命。要一直
回到灵里，在神圣分赐下过学校生活！阿门！”
21 如果你们真是听过祂，并在祂里面，照着那在
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受过教导，
ＦＮ“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是指耶稣一生的
真实光景，如四福音书所记载的。外邦堕落之人不
敬虔的行事为人乃是虚妄；但在耶稣敬虔的生活里
乃是真实，实际。耶稣在生活中总是在神里面，同
着神并为着神行事。神是在祂的生活中，并且祂与
神是一。这就是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我们信徒，

既以基督作我们的生命得了重生，并在祂里面受过
教导，就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学了基督。
外邦人，堕落的子民不敬虔的路是虚妄的，耶
稣敬虔的生活是有真理、实际。这位耶稣现在活在
你的灵里，所以请操练灵、祷读、享受福音书中所
描写耶稣的实际。然后你就可以从里面学耶稣。例
如，如果你里面嫉妒的心涌上来，你可以如下祷告，
“哦，主耶稣，我被虚空的嫉妒所激动，不想采取
行动。我承认自己嫉妒的罪并回转向主。请帮助我
跟随我所看见耶稣生活中的实际，来过学校生活。”
30 并且不要叫神的圣灵忧愁，你们原是在他里面
受了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
ＦＮ“叫圣灵忧愁”：就是使他不喜悦。圣灵永远
住在我们里面，绝不离开我们。因此，当我们不照
着灵而行，就是在日常行事的细节中不照着实际，
没有恩典时，他就忧愁。
圣灵住在你里面。当你服从圣灵时，这圣灵就
像墨水一样，不断推动在你里面的印记。但是当你
不服从圣灵时，圣灵就会在你里面忧愁。例如，不
把人当朋友是外邦人的风俗习惯，即使你知道这是
虚空的事还这样做的话，圣灵会在你里面忧愁。
经历②：过与祭司职任相配的圣别生活
利未记十九章十九节举了三个搀杂的例子。第
一个例子是牲畜交配不可搀杂。这表征生命不可搀
杂：凡凭神生命而活的，就不可凭肉体而活。一面
凭神的生命活着，另一面凭肉体活着，就是搀杂。
这样的搀杂不蒙神悦纳。……十九节的第二个例子
是播种不可搀杂。这表征话语的职事不可搀杂：所
供应神的话，不可与世界的话搀杂。……第三个例
子是衣料不可搀杂。这表征我们的行为不可搀杂：
活在新约生命里的人，不该凭旧约的规条而活；属
于主的人，不该照着外邦人的风俗生活。我们这些
新约的祭司若是有了残疾，有了缺陷，这会使我们
不够格尽祭司的职任。然而，我们仍有资格享受基
督作我们的食物。
〔我们若深入研读〕利未记二十一章就会清楚，
为着保守我们作祭司事奉神的资格，我们该是何种
的人。我们需要过一种与祭司职任相配的圣别生活，
也需要保守自己完备、完全并有适当的平衡。我们
怎能作这样的人？唯有借着天天接触完全的基督，
享受祂并经历祂，就能够成为那样的人。
青职篇
ＯＬ：牲畜交配不可搀杂。这表征生命不可搀杂：
凡凭神生命而活的，就不可凭肉体而活。
你是新约的福音祭司。你要每天早晚更新奉献。
并且在在职生活中不要照着肉体，应该照着灵而行。
福音的祭司不可将照着灵的生命和照着肉体的生
命混合。譬如照着肉体的话，用不合理的理由歧视
人，与人不和。这是因为照着肉体的时候，肉体中
的撒旦作工，使人恨人，有偏见。但是，当你照着
灵时，你就能与人有和平，拥有正确的人际关系。
ＯＬ：播种不可搀杂。这表征话语的职事不可搀杂：
所供应神的话，不可与世界的话搀杂。

林后2:17 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话，
而是出于纯诚，出于神，在神面前在基督里讲神的
话。
ＦＮ“为利混乱神的话”：原文意零售、沿街叫卖，
原指低阶层小贩用诡计高价出售劣货。许多人从事
这种叫卖，为他们的利益搀混神的话。
当你讲说神的话时，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说话，也
不要将这个世界的事物与神的话混合在一起。也就是
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弯曲解释神的话。例如，不要将
神的祝福用于你个人工作上的发达。神的祝福都是为
了建造基督的身体。
ＯＬ：衣料不可搀杂。这表征我们的行为不可搀杂：
活在新约生命里的人，不该凭旧约的规条而活；属
于主的人，不该照着外邦人的风俗生活。
一入社会，说“说谎有时也是一种权宜之计”，
为了积极的目的，有赞同说谎的风气。这个用语，
与“愚蠢的诚实”形成对比，被理解是保持人际关
系的一种智慧。但是根据圣经，不可把谎言和真实
混合。这并不意味着推荐“愚蠢的诚实”。你需要
以基督作智慧，找出“不说谎,也能保持好的人际关
系”的路。
祷告：“哦，主耶稣！我需要过与祭司职任相配的
圣别生活。不可将照着灵的生命和照着肉体的生命
混合。不是听从肉体里撒旦的声音，而是要听从灵
里主的说话。还有不能将神的话和世界的话混合。
要害怕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用神的话。并且不该照着
外邦人的风俗，或日本的文化风俗，歧视人，将智
慧和说谎混合。主耶稣，叫我可以保持清心，作为
祭司不断长大！信靠主的恩典。阿门！”
补充本,#116 在灵里向主歌唱
_一_
我们要在灵里向主歌唱，我们要从里面向主唱，
我们要阿利路亚向主唱，我们相调为一向主唱！
_二_
我们曾多年在宗教里面，我们曾多年在心思里，
我们曾多年在情感里面，一直追求却在黑暗里。
_三_
今我们操练灵里接触主今我们操练取用基督，
今我们操练吃喝主耶稣，脱离挣扎奋斗的痛苦。
_四_
阿利路亚！圣灵里的生命，阿利路亚！里面的新样。
当我们从心思中转入灵，祂一切丰富我们全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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霊と命―霊の中で主に向かって歌う
補１１４（中補 116）
れいもて主に向かって、 うちより主にうたう。
イエスにハレルヤうたい、 主とひとつに調和す。
としひさしくわれらは
しゅう教、おもいにあり、
また感じょうのなかにて さがせども見いだせず。
いまやれいにもどって、 キリストいのちとし、
イエスをしょくすをまなび、もがきより解放さる。
ハレルヤ、れいのいのち、 ハレルヤ、あたらしい。
おもいをれいにつけて、 主の豊富を享受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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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 Experience of Christ – In Spirit
We will sing to the Lord with our spirit,
We will sing to the Lord from within,
We will sing hallelujah to Jesus;
And be blent into oneness with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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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ve been many years in religion,
We have been many years in our mind,
We have been many years in emotions,
Always seeking, but never to 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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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we’re learning to turn to our spirit,
Now we’re learning to take Christ as life;
Now we’re learning to feed upon Jesus
And be freed from all struggling and str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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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elujah for life in the Spirit,
Hallelujah for newness within.
When we turn from our mind to our spirit,
We enjoy all the riches of Hi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