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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的靈 2016.4.25-5.1 

Ⅰ．關於複合的膏油，乃是到了出埃及三十章末了，在神的居所和祭司體系的啓示以後纔
啓示出來；這指明複合的膏油（豫表複合的靈）僅僅爲着一個目的，就是膏抹神的居所和
祭司體。 
出30:26 要用這膏油抹會幕和見證的櫃、 
出30:27 桌子和桌子的一切器具、燈臺和燈臺的器具、並香壇、28 燔祭壇和壇的一切器具、
洗濯盆和盆座。30 要膏亞倫和他的兒子們，使他們分別為聖，可以作祭司事奉我。 
彼得前書2:5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屬靈的殿，成為聖別的祭司體系，藉著耶穌基督獻
上神所悅納的屬靈祭物。 
詩133:2 這好比那上好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 

Ⅱ．包羅萬有、經過過程、複合的靈，乃是神的靈各方面的集大成，總和： 
   耶穌的靈有人性、人性生活和釘十字架的元素。基督的靈有復活的元素。耶穌基督的靈
有人性、人性生活、釘十字架和復活這一切元素的全備供應。生命之靈有神聖生命的豐富。
賜生命的靈乃是爲着神聖生命的分賜。主靈有升天和作主身分的元素。恩典的靈是爲着供
應我們神聖的豐富，作我們的享受。七靈是爲着七倍的加強。最終，那靈包含了前述名稱
的一切元素。所以，那靈是包羅萬有的靈。這意思是，那靈是神的靈各方面的集大成，總和。 
Ａ．在神的創造裏，神的靈帶着神性元素乃是活躍的—『神的靈覆罩在水面上』 —（創1:2後
半） ： 
１．神的靈作爲生命之靈覆罩在死水之上，以產生生命，特別爲着神的定旨產生人；在屬靈
經歷中，靈的來到是產生生命的第一條件。 
創1:26 神說，我們要按著我們的形像，照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
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約翰6:63 賜人生命的乃是靈，肉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２．受造之物是藉着神的靈產生的，並且神的靈具有神性的元素；因此，按照羅馬一章二
十節，受造之物就顯明神永遠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徵。 
羅馬書1:20 自從創造世界以來，神那看不見永遠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徵，是人所洞見
的，乃是藉著受造之物，給人曉得的，叫人無法推諉； 

（出埃及記結晶讀經＃34） 



Ｂ．在神與人的關係上，有耶和華的靈帶着神聖三一的元素： 
１．在創世記二章，耶和華是神與人接觸時所用的名稱，指神與人的關係。 
創2:4 諸天與地創造的來歷，乃是這樣。在耶和華神造地造天的日子，5 地上還沒有草
木，田間的菜蔬還沒有長起來，因為耶和華神還沒有降雨在地上，也沒有人耕地。7 耶
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塑造人，將生命之氣吹在他鼻孔裏，人就成了活的魂。8 耶和華神
在東方的1伊甸栽植了一個園子，把所塑造的人安放在那裏。 

２．『耶和華』的意思是『我是那我是』，指明耶和華是自有永有的永遠者，就是那昔是今是
以後永是者。 
出3:14 神對摩西說，我是那我是；又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那我是差我到你們這
裏來。 
啓1:4 約翰寫信給在亞西亞的七個召會：願恩典與平安，從那今是昔是以後永是的，從
祂寶座前的七靈， 

３．耶和華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是三一神。 
出3:15 神又對摩西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耶和華你們祖宗的神，就是亞伯拉罕
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差我到你們這裏來。這是我的名，直到永遠；這也是我的記
念，直到萬代。 

４．在舊約裏，每當神來接觸人時，祂就是帶有三一神元素之精粹的耶和華的靈。 
士3:10 耶和華的靈臨到他身上，他就作了以色列的士師。他出去爭戰，耶和華將米所
波大米王古珊利薩田交在他手中，他的手便強過古珊利薩田。 
撒母耳記上16:14 耶和華的靈離開掃羅，有惡靈從耶和華那裏來驚擾他。 
撒母耳記下23:2 耶和華的靈藉著我說，祂的話在我舌頭上。 
以賽亞書11:2 耶和華的靈必安歇在祂身上，就是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
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 
彌迦書3:8 至於我，我藉耶和華的靈，滿有力量、公平和能力，可以向雅各說明他的過
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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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在新約裏，對神的靈第一個神聖名稱乃是『聖靈』，帶着聖別之神聖性情的元素： 
   靈指神的性質，神身位的性質；聖指神性質的屬性。神的性質是聖的。成爲肉體是將神
的性質帶到人裏面的事。神渴望使祂所揀選的人在神聖的性質裏成爲聖別，使他們能成
爲聖別，甚至和祂是聖別的一樣。 
１．這名稱在舊約裏從未用過。（ 和合本中， 詩篇五十一篇十一節和以賽亞六十三章十
至十一節的聖靈，應當譯爲『聖別的靈』。） 
詩51:11 不要丟棄我，使我離開你的面；不要從我取去你聖別的靈。 
以賽亞書63:10 他們竟悖逆，使主聖別的靈憂愁；祂就轉成他們的仇敵，親自攻擊他們； 

２．替救主的來臨豫備道路，需要祂的先鋒從母腹裏就被聖靈充溢，使他能將百姓從神
以外一切的事物中，分別歸神，叫他們爲着神的定旨，聖別歸神 
路加1:15 他在主面前將要為大，淡酒、濃酒都不喝，從母腹裡就被聖靈充溢了。 

３．爲救主豫備人體，需要聖靈將神聖的性情分賜到人性裏面，使人在性情上成爲聖別，
以完成神救贖的計畫。 
路加1:35 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所要生的聖
者，必稱為神的兒子。 
馬太1:18 耶穌基督的由來，乃是這樣：祂母親馬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他們還沒有同
居，馬利亞就被看出懷了孕，就是她從聖靈所懷的。 

４．新約的聖別不僅使我們在地位上聖別，也使我們在性情上聖別，正如神是聖別的一
樣。 
   新約的聖別不僅使我們在地位上聖別，也使我們在性情上聖別，…正如神是聖別的
一樣。因此我們說，聖靈具有聖別之神聖性情的元素。 
彼得前書1:15 卻要照著那呼召你們的聖者，在一切行事為人上，也成為聖的；16 因為
經上記著：“你們要聖別，因為我是聖別的。” 
羅馬書6:19 …你們從前怎樣將肢體獻給不潔不法作奴僕，以至於不法，現今也要照樣
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以至於聖別。 
 



Ｄ．基督復活以前，還沒有那靈，那靈還沒有與更多元素複合： 
１．約翰七章三十九節說，『耶穌這話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將要受的那靈說的；那時還沒有那靈，
因爲耶穌尚未得着榮耀』： 
ａ．在耶穌說這話時，複合了其他元素的那靈『還沒有』，因爲祂尚未得着榮耀；耶穌是
在復活時得着榮耀的。 
ｂ．當這靈還是神的靈，祂只有神聖的元素；當祂藉着基督成爲肉體、釘十字架並復活，
成了耶穌基督的靈，祂就兼有神聖與屬人的元素，連同基督成爲肉體、釘十字架和復
活的一切素質和實際；因此，祂現今乃是複合的靈，就是包羅萬有耶穌基督的靈。 
腓立比書 1:19 …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 

２．基督這位末後的亞當，藉着復活並在復活裏成了賜生命的靈，得榮之耶穌的靈，複合
的靈，以進入信祂的人裏面，流入他們裏面，並且如同活水的江河從他們流出來。 
林前15:45 …末後的亞當成了賜生命的靈。 

Ｅ．約翰的著作啓示那靈是實際的靈： 
約翰16:13 只等實際的靈來了，祂要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的實際； 
１．那靈就是實際，作爲父神和子神所是的實化，引導我們進入一切的實際。 
２．凡父的所是和所有，都具體化於子，凡子的所是和所有，都藉着那靈向信徒宣示爲實際；
因此，這乃是三一神作到信徒裏面，並與信徒調和。 

Ｆ．耶穌的靈有基督之人性、人性生活、釘十字架的元素： 
１．耶穌的靈乃是有極大受苦力量之人的靈。 
２．我們有那人耶穌的靈活在我們裏面，使我們能過正確的人性生活，也能忍受其中的
痛苦。 

Ｇ．在羅馬八章九節裏，基督的靈有復活的元素： 
羅馬書8:9 …然而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 
１．基督的靈乃是包羅萬有之基督連同祂包羅萬有之死與復活的總和、集大成。 
２．藉着基督的靈，我們就在祂復活的生命能力、祂的超越、和祂作王的權柄裏有分於基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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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在腓立比一章十九節裏，耶穌基督的靈就是三一神那複合、包羅萬有、賜生命的靈： 
１．我們要經歷主的人性，就需要耶穌的靈；要經歷主復活的大能，就需要基督的靈。 
２．保羅在受苦時，經歷了主在人性中的受苦並主的復活；對於像保羅那樣經歷並享受基
督的人性生活和復活的人，這樣一位靈有全備的供應，甚至就是全備的供應。 

Ｉ．那靈就是生命之靈帶着神聖生命的豐富，也是賜生命的靈帶着神聖生命的分賜： 
   得着生命的路乃是那靈。生命屬於那靈，那靈也屬於生命。這二者實際上是一。我們無
法將生命與那靈分開，也無法將那靈與生命分開。主耶穌自己說，『我對你們所說的話，
就是靈，就是生命。』（約6:63）這裏主將靈與生命相連。我們若有那靈，就有生命。…因
此，經歷神聖、永遠、非受造之生命的路，就是生命之靈。 
林後3:6 祂使我們彀資格作新約的執事，這些執事不是屬於字句，乃是屬於靈，因為那字
句殺死人，那靈卻叫人活。 
１．生命之靈乃是生命的實際，因爲那靈自己就是生命。 
２．那靈正運行、作工、活在我們裏面，將生命分賜到我們全人裏面。 

Ｊ．那靈也稱爲主靈： 
林後3:18 但我們眾人既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變化
成為與祂同樣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１．那靈的這方面包含了作主身分的元素；在主靈裏，我們有升天和作主身分的元素。 
２．這有力的證明並證實，主基督就是那靈，那靈就是主基督。 
林後3:17 而且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那裡，那裡就有自由。 

Ｋ．複合的靈也是恩典的靈，帶着對三一神之享受的元素： 
１．那靈作爲恩典之靈，意思就是三一神在子裏作爲那靈成爲我們的享受。 
祂才能將自己作爲那靈吹入門徒裏面，作他們的享受`。 

２．有分於恩典之靈，就是有分於那靈作恩典 
提後4:22 願主與你的靈同在。願恩典與你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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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七靈就是七倍加強的靈，將墮落的召會帶回，享受祂自己作生命樹、隱藏的嗎哪、和豐
富的筵席，帶進神新約經綸的終結： 
啓1:4 約翰寫信給在亞西亞的七個召會：願恩典與平安，從那今是昔是以後永是的，從祂
寶座前的七靈， 
3:20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裡，我與他，他與
我要一同坐席。 
１．在本質和存在上，神的靈是一個；在神行動加強的功用和工作上，神的靈是七倍的；就
如撒迦利亞四章二節的燈臺—在存在上，是一個燈臺，但在功用上，是七盞燈。 
撒迦利亞書4:2 …我說，我看見一個燈臺，全是金的，頂上有油碗；燈臺上有七燈，頂上
的七燈各有七個管子； 

２．七靈作七盞點着的火燈，是爲着光照並焚燒；而七靈作羔羊的七眼，是爲着鑒察、搜尋
並灌輸；當主光照並審判我們的時候，祂就注視我們；藉着七靈作祂的眼睛，祂就將自
己灌輸到我們裏面，使我們變化。 
啓4:5 …又有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著，這七燈就是神的七靈。 
5:6 …有七眼，6就是神的七靈，奉差遣往全地去的。 

３．基督在加強時期的職事，乃是加強祂生機的救恩，產生得勝者，並終極完成新耶路撒
冷。 

Ｍ．榮耀的靈，就是神自己的靈，安息在逼迫中受苦的信徒身上，好叫那位現今在榮耀裏，
復活、被高舉的基督得榮耀。 
彼得前書4:13 倒要照著你們有分於基督苦難的多少而歡樂，使你們在祂榮耀顯現的時候，也
可以喜樂歡騰。14 你們若在基督的名裡受辱罵，便是有福的，因為榮耀的靈，就是神的靈，安
息在你們身上。 

Ｎ．最終，神的靈是『那靈』，複合的靈；那靈是神的靈這些名稱一切元素的總和，集大成；因
此，那靈是包羅萬有、經過過程、複合的靈： 
１．這靈卽複合的靈，乃是神的靈、耶和華的靈、聖靈、實際的靈、耶穌的靈、基督的靈、耶
穌基督的靈、生命之靈、賜生命的靈、主靈、恩典之靈、七靈、以及榮耀的靈。 

２．『那靈』，複合的靈，乃是神新約經綸獨特並最大的福。 
以弗所書1:3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當受頌讚的，祂在基督裡，曾用諸天界裡各樣
屬靈的福分，祝福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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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在職篇 
①「那靈」，複合的靈是神新約經綸獨特並最大的福。 

   在啓示錄裏，約翰沒有用神的靈、主的靈或聖靈這些名稱。啓示錄中只用到那靈的兩個名稱：
七靈與那靈。 
  神傳福音給亞伯拉罕時，應許要把那靈賜給他。…加拉太三章十四節裏沒有神的靈、主的靈
或聖靈。這節經文裏有那靈，因爲那靈乃是神應許給亞伯拉罕新約經綸的獨一福分。這意思
是，神向亞伯拉罕傳了那靈的福音。 
加拉太書3:14 為叫亞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穌裡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藉著信，可以接受
所應許的那靈。 

②身為在職者，你要認識神新約經綸最大的福是「那靈」、「聖膏油」、「複合的靈」、「耶穌基督的
靈」，已經住在你裡面，每天都在你的裡面塗抹膏油。舊約時代，「耶和華的靈」與以色列子民
同在，因這靈他們勝過仇敵。還有，耶和華的靈對他們而言，就是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
力的靈。但是今天，那靈不單單只是耶和華的靈而已。那靈，就是三一神成為人，經歷人生、
死亡和復活，終極完成那包羅萬有的靈。因此那靈對今天的你而言，不只是智慧、聰明、謀略、
能力，還包含為著建造的耶穌超越的人性、對付罪與從罪衍生的所有問題的能力、打敗撒但
力量的死之復活大能、超越一切事物的昇天等等，能夠對應你所有的需要。現在那靈以終極
完成了，你能夠單純的接受並享受。在職生活所有的困難局勢，你要是操練自己的靈、呼求主
名的話，你就能被新約最大的祝福「那靈」所充滿，接受滿滿的供應，保持喜樂，不只是克服困
難，還能轉變為機會（opportunity）。 

③啓5:6 …有七眼，就是神的七靈，奉差遣往全地去的。 
FN「七眼」：眼是為著鑒察並搜尋。基督是救贖的羔羊，有鑒察並搜尋的七眼，為著執行神對宇
宙的審判，以成就神永遠的定旨。 

④在末後的時代，因著世界上越來越墮落，需要抵抗墮落、那靈成為七靈、在功用上需要七倍的
加強。這七倍的靈也是七眼，會鑒察並搜尋你的裡面、暴露裡面種種隱藏起來的罪。你若是向
這光照敞開，認自己的罪、弱點、缺點的話，你就會因這七倍加強的靈受加強，就能成為有強
力見證的在職者。你不只是為了成為成功的在職者，也是為著與弟兄姊妹一同建造召會，完
成神的心願。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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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その霊の豊満―イエス・キリストの霊 
1. いまやかみのれいは, 主イェス・キリストのれい; 

死と復かつのしん・人, 栄光受けたそのれい。 
2. 昇天した主イェスより, その霊,わが霊にくだり, 

かれの実さいすべて, わがけいけんとなす。 
3. イェス・キリストの霊は, すべてのせい分ふくむ; 

しん性,じん性があり, 人生,えいこうがある。 
4. 死のこうのうと苦難, 復かつのたい能,しょう天, 

御座,権威,おうこくも, みなその霊はふくむ。 
5. すべての成分持つ霊, わが霊にあり運こうす; 

かれのあぶら塗りで, 主のほう富きょう受す。 
6. すべてふくむれいは, われのすべての秘けつ; 

わがうちではたらき, かみをすべてとなす。 

          
圣灵的丰满─耶稣基督的灵 

1. 今日我们神的灵，成了耶稣基督灵； 
死而复活的神人，得荣升天，此灵成。 

2. 从那升天的耶稣，这灵降到我灵里， 
使祂一切的实际，都成我们的经历。 

3. 这个耶稣基督灵，包含一切的成分； 
神、人二性其中存，人生、神荣也藏隐。 

4. 死的功能及受苦、复活大能并升天、 
宝座、权柄和国度，全都在这灵中含。 

5. 凭这一切的成分，这灵运行在我灵； 
藉祂膏油的涂抹，我得享受主丰盛。 

6. 这个包罗万有灵，是我一切的秘诀； 
多方作工在我里，使神作我的一切。 

242 FULNESS OF THE SPIRIT-AS THE SPIRIT OF JESUS 

1 The Spirit of God today 
  The Spirit of Jesus is, 
  The God-man who died and rose, 
  Ascending to glory His. 
2 ’Tis from such a Jesus came 
  The Spirit of Jesus to us, 
  To make His reality 
  Experience unto us. 
3 The Spirit of Jesus has 
  All elements human, divine, 
  The living of man in Him 
  And glory of God combine. 

4 The suff’ring of human life, 
  Effectiveness of His death, 
  His rising and reigning too 
  Are all in the Spirit’s breath. 
5 With all these components true 
  His Spirit in us doth move, 
  And by His anointing full 
  The riches of Christ we prove. 
6 This Spirit of Jesus doth 
  Encompass both great and small; 
  Inclusively He doth work 
  In us, making God our 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