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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之靈的膏油塗抹 2016.5.2-8 

Ⅰ．膏油塗抹就是內住複合之靈的運行並工作，將經過過程之三一神的一切成分和祂的活
動應用到我們裏面，使我們完全與祂調和，使祂得着團體的彰顯： 
約翰一書2:20 你們有從那聖者來的膏油塗抹，並且你們眾人都知道。27 你們從祂所領受
的膏油塗抹，住在你們裡面，並不需要人教導你們，乃有祂的膏油塗抹，在凡事上教導你
們；這膏油塗抹是真實的，不是虛謊的，你們要按這膏油塗抹所教導你們的，住在祂裡面。 
   膏油塗抹就是內住複合之靈的運行並工作，出埃及三十章二十三至二十五節塗抹的油、
複合的膏，是這靈完全的豫表。…我們重生時，這從那聖者來的包羅萬有賜生命的靈就進
到我們裏面，並且永遠住在我們裏面，憑着這靈，小孩子們認識了父，並且曉得真理。 
Ａ．三一神經過成爲肉體、人性生活、釘十字架、復活、並升天的種種過程之後，成了包羅
萬有、賜生命的複合之靈。 

 腓立比書1:19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終必叫
我得救。 

Ｂ．祂在我們的靈裏，用三一神的元素膏我們，『漆』我們；這膏抹，這漆越多，三一神連同
祂的人位和所經過的過程，就越灌輸到我們裏面。 
   這靈已經來住在我們的靈裏。阿利路亞，這奇妙、包羅萬有的靈住在我們人的靈裏！
我們的靈是個小小的器官，然而這靈卻住在裏面。 

Ｃ．我們必須是塗上漆的人，就是被膏油塗抹浸透的人；我們該是油漆未乾的人，總是有包
羅萬有的靈這神聖油漆的新鮮塗抹，使我們可以用包羅萬有的靈去漆別人。 
詩92:10 你卻高舉了我的角，如野牛的角；我是被新油膏了的。 
撒迦利亞書4:14 他說，這是兩個油的兒子，站在全地之主的旁邊。 
   因這塗抹一直在進行，我們身上的油漆絕不會乾，然後我們這些塗上漆的人，就該用
複合、包羅萬有、賜生命的靈去漆別人。 

Ｄ．基督徒的生活完全是由複合之靈塗抹的生活。 

（出埃及記結晶讀經＃35） 



Ⅱ．我們若仔細讀約翰壹書二章十八至二十七節，就會看見膏油塗抹的教導主要是教導我
們關於神聖三一的事： 
約翰一書2:24 至於你們，務要讓那從起初所聽見的住在你們裡面；那從起初所聽見的若住在
你們裡面，你們也就住在子裡面，並住在父裡面。 
 約翰在這裏指明，我們不僅要住在目的地裏，也要住在道路裏，也就是說要住在子裏面，並
要住在父裏面。這證明子與父都是目的地。不但父是住處，子也是住處。這意思就是，子是道
路和目的地，是進入居所的道路，也是居所本身 

 約翰一書2:27 你們從祂所領受的膏油塗抹，住在你們裡面，並不需要人教導你們，乃有祂的
膏油塗抹，在凡事上教導你們；這膏油塗抹是真實的，不是虛謊的，你們要按這膏油塗抹所
教導你們的，住在祂裡面。 
Ａ．我們藉着包羅萬有、複合之靈（神聖三一之組成）的塗抹，就能認識並享受父、子、靈作
我們的生命和生命的供應。 

Ｂ．複合的靈乃是將祂自己當作油漆塗抹在我們身上，藉此教導我們關於三一神和祂活動
的事；我們也可以說，複合之靈的元素，教導我們各樣關於三一神和祂活動的事： 
１．不是外面用言語的教導，乃是裏面膏油塗抹，藉着內裏屬靈知覺的教導；這種膏油塗
抹的教導，將神聖三一的神聖元素，就是塗抹的複合之靈的元素，加到我們裏面。 

２．這就如將油漆重複塗在一件物品上；油漆不但指明某種顏色，更因着一層一層的塗
抹，油漆的元素就加到所塗的物品上。 

３．三一神就是這樣灌輸、注入並加到我們裏面的各部分裏，使我們裏面的人因着神聖的
元素在神聖的生命裏長大。 

４．膏油塗抹教導我們住在子裏面，並住在父裏面；這就是停留並居住在主裏面，（約十五
4 ～ 5，）也就是住在神聖生命的交通裏。 
約翰一書1:3 我們將所看見並聽見的，也傳與你們，使你們2也可以與我們有交通；而且我
們的交通，又是與父並與祂兒子耶穌基督所有的。 
6 我們若說我們與神有交通，卻在黑暗裡行，就是說謊話，不行真理了；7 但我們若在光中
行，如同神1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祂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５．我們該照着包羅萬有之膏油塗抹的教導，實行這種居住，使我們與神的交通得以維
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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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現今在生機上與我們是一的三一神，正教導我們關於祂自己的事，這教導是主觀的，

且是在經歷上的；膏油塗抹乃是三一神的運行，成了我們裏面的享受和經歷。 

Ｄ．一天過一天，我們在與三一神生機的聯結裏，我們就享受祂，經歷祂，在祂裏面、同着

祂並憑着祂生活；這生活乃是一種對於三一神的事持續不斷的教導。 

Ｅ．約壹二章二十節說，我們有膏油塗抹，二十一節說，我們曉得真理；膏油塗抹實際上就

是真理的運行並工作，這真理乃是神聖三一的實際，尤其是基督身位的實際。 

 約翰一書2:20 你們有從那聖者來的膏油塗抹，並且你們眾人都知道。 21 我剛寫信給你

們，不是因你們不曉得真理，正是因為你們曉得，又因為沒有虛謊是出於真理的。 

Ｆ．根據二十二節，否認耶穌是基督，就是否認父與子；這有力的指明耶穌、基督、父與子乃

是一，都是包羅萬有、複合、內住之靈的元素、成分；這靈現今一直在塗抹信徒裏面的人。 

 約翰一書2:22 誰是說謊的？不是那否認耶穌是基督的麼？否認父與子的，這就是敵基

督的。 

Ｇ．約翰在二十三節接着說，『凡否認子的就沒有父，承認子的連父也有了；』子與父旣是

一，且不可分，否認子的就沒有父，承認子的連父也有了。 

約翰一書2:23 凡否認子的就沒有父，承認子的連父也有了。 

以賽亞書9:6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祂的肩頭上；祂的名

稱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遠的父、和平的君。 

約翰14:7 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從今以後，你們認識祂，並且已經看見祂。8

腓力對祂說，主阿，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足了。9 耶穌對他說，腓力，我與你們同

在這樣長久，你還不認識我麼？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將父顯給我們

看？10 我在父裡面，父在我裡面，你不信麼？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我從自己說的，

乃是住在我裡面的父作祂自己的事。11 你們當信我，我在父裡面，父在我裡面；即或不

然，也當因我所作的事而信。 



H．約翰在約壹二章二十四節說，我們若讓那從起初所聽見的，就是生命的話，住在我們
裏面，我們也就住在子裏面，並住在父裏面： 
約翰一書2:24 至於你們，務要讓那從起初所聽見的住在你們裡面；那從起初所聽見的若住在
你們裡面，你們也就住在子裡面，並住在父裡面。 
１．按照約翰十五章四節，當我們住在主裏面，主就住在我們裏面；在約壹二章二十四節這
裏說，當生命的話住在我們裏面，我們也就住在子裏面，並住在父裏面。 
約翰15:4 你們要住在我裡面，我也住在你們裡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
能結果子，你們若不住在我裡面，也是這樣。 
２．約翰再次將父與子放在一起成了一位，因爲父與子乃是一。 
約翰7:18 那從自己說的，是尋求自己的榮耀；惟有那尋求差祂來者之榮耀的，這人纔
是真的，在祂裡面沒有不義。10:30 我與父原是一。 
   新約沒有將父與子分開。特別在約翰福音裏，我們看見子與父總是一。子在父的名裏來。
不僅如此，子不作祂自己的工，不行祂自己的旨意，不說祂自己的話，不求祂自己的榮耀，
也不彰顯祂自己反之，主總是作父的工，行父的旨意，說父的話，尋求父的榮耀，並且彰顯
父。 

Ｉ．約壹二章二十五說，『祂所應許我們的，就是那永遠的生命』： 
１．這單數代名詞祂，是指前節的子與父，指明子與父乃是一。 
２．按我們對神聖生命的經歷，子、父、耶穌、基督都是一。 
３．不是僅有子對我們是永遠的生命，而父不是；乃是耶穌，就是那是子與父的基督，對我們是
永遠、神聖的生命，作我們的分。 
４．照二十二至二十五節的上下文看，永遠的生命就是耶穌、基督、子與父；這些都是永
遠生命的組成；因此，永遠的生命也是那在我們裏面運行，包羅萬有、複合、內住之靈
的元素。 

Ｊ．在二十五節，那永遠的生命就是生命的話，而生命的話就是耶穌、基督、父與子；這幾
項都是那複合成爲複合之膏油的元素： 
１．在耶穌有成爲肉體、人性和釘十字架，在父有神性，在基督有受膏者和復活，在子有
生命。 
２．因此，在這些元素有複合膏油一切的成分：神性、人性、成爲肉體、釘十字架、復活和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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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我們需要蒙保守，免於在敵基督的原則裏過生活；敵基督的原則就是反對基督並頂替基
督的原則，『反膏油塗抹』的原則，也就是敵擋三一神在我們裏面的運行、工作和浸透： 
約翰一書2:18 小孩子們，如今是末時了；你們曾聽見，那敵基督的要來，現在已經有好些
敵基督的出來了，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了。 
26 我剛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指著那些迷惑你們的人說的。 
Ａ．否認耶穌是基督與否認膏油塗抹有關： 
 約翰一書2:22 誰是說謊的？不是那否認耶穌是基督的麼？否認父與子的，這就是敵基
督的。 
１．基督的原文是Christos，基利司督，意思是受膏者；膏油塗抹的原文是chrisma，基利司
瑪，這兩個字都是源於同一字根。 

２．至終，受膏者成爲施膏者；事實上，祂甚至成爲膏油塗抹。 
    現在我們必須繼續來看，基督這受膏者成了膏油塗抹。因爲祂是受膏者，祂有豐富
的膏油，可以用來膏我們。至終，受膏者成爲施膏者。事實上，祂甚至成爲膏油塗抹。
否認耶穌是基督，就是否認耶穌是受膏者。 

３．否認耶穌是基督，就是否認祂是施膏者；這等於否認膏油塗抹，因爲受膏者進到我們
裏面之後，就成了膏油塗抹。 

４．敵基督的，反膏油塗抹的，就是否認父與子。 
    敵基督的是甚麼？敵基督的就是反膏油塗抹的人。不僅如此，根據二十二節，敵基督
的，反膏油塗抹的，就是否認父與子。我們可能不會這樣敵擋膏油塗抹，但我們必須承
認，我們時常不順從這內裏的膏油塗抹。 

    仇敵的一項狡計是否認基督的某些方面，因而限制了祂，使祂不再是包羅萬有的。另
一項狡計是否認三一神對我們是主觀的，爲着給我們經歷並享受。他們把神聖的三一
僅僅陳述爲宗教的客觀道理。…但聖經啓示三一神不僅是我們信仰的對象；祂對我們乃
是主觀的，住在我們裏面作我們的生命和生命的供應。我們每天，甚至每時每刻都需要
這樣經歷祂並享受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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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如果有人否認聖經裏所啓示基督的某一方面，雖然他可能是不知不覺、無意之中作的，
他還是遵循了敵基督者的原則；同樣的，如果有人用不是屬於基督的事物頂替基督的某
一方面，他就是實行敵基督者的原則。 

 約翰二書7 因為有許多迷惑人的已經出來，進到世界裡，他們不承認耶穌基督是在肉體
裡來的。這就是那迷惑人的和敵基督的。 

Ｃ．我們都需要將這話應用到自己身上，並且要儆醒，以免在任何一面遵循了敵基督者的原
則： 
１．我們若否認基督身位的某一方面，就是反對基督，敵擋基督；我們若在日常生活裏有
甚麼頂替了基督，也是反對基督，敵擋基督。 

２．我們若以自己的好性格和行爲頂替基督，就是在實行敵基督者的原則；實際上，我們
乃是在反對膏油塗抹，敵擋三一神在我們裏面的運行、工作和浸透。 

３．我們不可敵擋膏油塗抹，乃必須照着膏油塗抹生活；否則我們就會反對基督，或以別
的事物頂替基督；我們在日常生活裏，可能以許多天然、宗教、文化、倫理的事物頂替基
督。 

４．我們需要爲着以別的事物頂替基督而悔改；我們需要爲着日常生活在敵基督者的原則
裏，讓文化、宗教、倫理和天然觀念頂替基督而悔改。 

Ｄ．我們需要禱告：『主，拯救我們，搭救我們，釋放我們脫離一切的頂替。主，帶我們回到你的
膏油塗抹。我們不要在任何一面敵擋基督，我們不要反對膏油塗抹。主，我們要憑着我們裏
面三一神的運行、工作、和浸透生活行動。』這是聖經的啓示，這也是今天我們在主恢復裏的
負擔。 
林後1:21 然而那把我們同你們，堅固的聯於基督，並且膏了我們的，就是神； 
   你知道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遵循敵基督者的原則麼？我們可能以我們文化和天然生
命的東西頂替基督。…這樣頂替基督就是實行敵基督者的原則。 

    當我們說到神聖生命的交通時，我們實際上是指對三一神的經歷和享受。…這種交通，
這種享受，是藉着我們裏面的膏油塗抹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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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在職生活篇 
①子不作祂自己的工，不行祂自己的旨意，不說祂自己的話，不求祂自己的榮耀，也不彰顯祂自
己。反之，主總是作父的工，行父的旨意，說父的話，尋求父的榮耀，並且彰顯父。 

②身為在職者，你不可以照著自己的方法做自己想做的事。你的部門會照著公司的方針來
決定方針，每年你部門的計畫都是按照這方針所決定的。在決定業績目標、執行實際業務
中，若你沒有與上司核對(Alignment)，就無法的到公司或上司的認可。 
主在地上開始職事時，否認己、不說自己的話、乃是說那差遣祂來的那一位父的話。因為主與
父乃是一。這設立了主的工作重要的原則。與父成為一，就包含了核對(Alignment)。同樣地，你
要將自己個人的意見或感覺放到一邊，清楚理解公司和上司的方針、目標到底是什麼，必須要
以此根據排列業務的優先順序、執行業務。你為了要成為成功的在職者，這個原則是無可避免、
極重要的事情，因此依定要學習這個秘訣。為了要將自己的意見或感覺放到一邊，你要有分於
複合的靈膏油塗抹，經歷十字架殺死的功效。 

③我們若在日常生活裏有甚麼頂替了基督，也是反對基督，敵擋基督。我們若以自己的好性
格和行爲頂替基督，就是在實行敵基督者的原則；實際上，我們乃是在反對膏油塗抹，敵
擋三一神在我們裏面的運行、工作和浸透。 
在職生活中，為要有分於主的祝福，必須要照著複合的靈的膏油塗抹住在主裡面。停留在
自己的觀念、習慣、好行為等等就是「反膏油塗抹」。你不可以向主說明、說服自己的觀念。
你乃是要是個向主與主的膏油塗抹完全敞開的人。你可以如以下這樣禱告。「主啊，我對
這件事有這樣的感覺。但是，你是怎麼想的呢？我不能夠固執於自己的觀念、照著反膏油
塗抹來過在職生活。」 

④我們需要爲着以別的事物頂替基督而悔改；我們需要爲着日常生活在敵基督者的原則裏，
讓文化、宗教、倫理和天然觀念頂替基督而悔改。我們需要禱告：『主，拯救我們，搭救我們，
釋放我們脫離一切的頂替。主，帶我們回到你的膏油塗抹。我們不要在任何一面敵擋基督，
我們不要反對膏油塗抹。主，我們要憑着我們裏面三一神的運行、工作、和浸透生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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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その霊の豊満―塗り油 

1 わがうちでおしえる たえなるあぶら; 
かみとまじわるために, われをみちびく。 

(復) たえなるぬりあぶらは, わがうちにてみちびけり; 

  たえなるぬりあぶらは, すべておしえり。 

2 うちにあるこう油は, せい霊の運こう; 
主の血,根拠とすこう油, 効き目はとわに。 

3 かみの本しつをもて, われを塗りたもう; 
かみのせい分すべてを, われに浸透さす。 

4 あぶらに塗らるとき, まじわりに入る; 
ひかりのなかをあゆみ, あいに満たさる。 

          

215 聖靈的豐滿－膏油 
1 奇妙的恩膏住我裡面，凡事都將我教導； 
 將神的同在時常帶給我，使我得與神相交。 
（副）在我裡面有一奇妙恩膏， 
  有一奇妙恩膏，凡事都教導； 
 在我裡面有一奇妙恩膏，凡事都將我教導。 
2 聖靈的運行在我裡面，柔細如同純膏油； 
 這乃是根據主血的洗淨，並要存在到永久。 
3 祂用神本質將我塗抹，我得主觀認識神； 
 使我能得著神所有成分，浸透我的整個人。 
4 憑著這裡面生命塗抹，我今行在交通中； 
 憑真理之光，活在神裡面，恩典之愛貫我衷。 
 

266 
1.Divine anointing in me dwelleth, 
 And it teaches me all things; 
 It ever leads me in the Lord to live 
 And to me His presence brings. 
 <chorus> 
 In my spirit the anointing dwells, 
 O the anointing dwells and 
 teaches everything; 
 In my spirit the anointing dwells 
 And ever teaches everything. 
2. It is the moving of the Spirit 
 Gracious as the ointment pure; 
 'Tis based upon the sprinkling of the blood, 
 And it ever shall endure. 
3. With God's own essence it anoints me, 
 God to know subjectively, 
 That I may have His very element 
 Fully saturating me. 
4. 'Tis by this inner life-anointing 
 I in fellowship may move; 
 In God, the light of truth, I'm walking, 
 And the love of grace I pro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