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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基督『道成肉身』的神聖意義與使命 (1)
A) 在肉身中彰顯 神
1) 基督就是『道』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正
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 1:14)



1 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 2 這道太初與 神同在。 3 萬物是藉著
祂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祂造的。 4 生命在祂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
光。(約 1:1-4)
a) 「道」與 神的關係


道就是 神，這道太初與 神同在(v1-2)

b) 「道」與萬物的關係


萬物是藉著祂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祂造的(v3)

c) 「道」與人的關係


生命在祂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v4)

2) 道成了肉身，成為新造族類的元首
a) 成為最標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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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名稱為
「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賽 9:6)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


神和人喜愛祂的心，都一齊增長(路 2:52)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6 祂本有 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 神同等為強
奪的； 7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8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
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9 所以， 神將祂升為至高，又
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腓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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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恢復神起初的心意


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有靈的活人」；末後的亞當成了叫人活的靈… 47 頭一個人是出
於地，乃屬土；第二個人是出於天…(林前 15:45-47)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約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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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彰顯 神
a) 啟示


從來沒有人看見 神，只有父懷裡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 (約 1:18)



祂是 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 神本体的真像 (來 1:3)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 神的像… (西 1:15)



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不以為然．就是 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被天使
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提前 3:16)



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7 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9…人

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將父顯給我們看』呢？(約 14:6-9)
b) 見証


【約翰的見證】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
過、親手摸過的。 2 （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我們也看見過，現在又作見證，將
原與父同在、且顯現與我們那永遠的生命傳給你們。）(約壹 1:1-2)



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這是我們所看見且作見證的。(約壹 4:14)



【彼得的見證】16 我們從前…乃是親眼見過祂的威榮。17 祂從父 神得尊貴榮耀的
時候，從極大榮光之中有聲音出來，向祂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
的。」 (彼後 2:16-17)



【保羅的見證】14 他又說：『我們祖宗的 神揀選了你，叫你明白祂的旨意，又
得見那義者，聽祂口中所出的聲音。 15 因為你要將所看見的，所聽見的，對著
萬人為祂作見證。(徒 22:14-15)



【神的見證】… 我們既領受人的見證，神的見證更該領受（該領受：原文是大）
了，因 神的見證是為他兒子作的。(約壹 5:9)



【聖靈的見證】26 但我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他來
了，就要為我作見證。 27 你們也要作見證，因為你們從起頭就與我同在。(約
15:26-27)



【聖經的見證】你們查考聖經（或譯：應當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
生；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約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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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肉身中完成 神的旨意
1) 在肉身中遵行 神旨意的重要


『成了！』(約 19:30)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祂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体 (來 2:14)



神啊！祭物和禮物是你不願意的，你曾給我預備了身体… 神啊！我來了，為要照
你的旨意行 (來 10:6-7)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子憑著自己不能做甚麼，惟有看見父所
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樣做。(約 5:19)



7 基督在肉體的時候，既大聲哀哭，流淚禱告，懇求那能救祂免死的主… 8 祂雖然為

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 9 祂既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祂的人成了永遠
得救的根源…(來 5:7-9)


…我常做祂所喜悅的事 (I always do what pleases Him)(約 8:29b)/「我父啊，倘若可
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太 26:39)



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你所託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約 17:4)

2) 基督完成救贖，成為更美之約的中保


只有一位 神，在 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祂捨自
己作萬人的贖價… (提前 2:5-6)



1 我小子們哪，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要叫你們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裏

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 2 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單為我
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約壹 2:1-2)


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祂作更美之約的中保；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
立的。(來 8:6)



為此祂作了新約的中保．既然受死贖了人在前約之時所犯的罪過、便叫蒙召之人得
著所應許永遠的產業。(來 9:15) /『成了！』(約 19:30)

3) 得著教會


23…基督是教會的頭；祂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25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 神那裏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
整齊，等候丈夫。(啟 21:2)/ …新婦，就是『羔羊的妻』…(啟 21:9)

…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26 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27 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
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弗 5:23b-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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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堂：基督『道成肉身』的神聖意義與使命 (2)
C) 敗壞仇敵一切權勢
1) 「道成肉身」一直是鬼魔所最怕、最要否認的見証
 在曠野裡的特殊試探：『你若是 神的兒子…』，而基督在受試探時，完全站在『人
子』的地位上：『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太 4:1-11)
 你因敵人的緣故，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 (詩
8:2)
 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就出於 神，…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於 神(約壹 4:13)
2) 在肉身中靠著聖靈，完全得勝
a) 勝過仇敵一切試探


祂也曾凡事受過試探....只是祂沒有犯罪(來 4:15b)

b) 完美無瑕的得勝


你們中間誰能指證我有罪呢？…(約 8:46a)



你們知道主曾顯現，是要除掉人的罪，在祂並沒有罪。(約壹 3:5)



你們得贖…乃是憑著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彼前 1:18-19)



…祂既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祂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來 5:9)

3) 藉著肉身的受死與復活，敗壞掌死權的魔鬼


神的兒子顯現出來，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約壹 3:8b) 【除滅:undo – DBY】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祂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
就是魔鬼．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來 2:14-15)



10…祂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15

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給眾人
看，就仗著十字架誇勝…(西 2:10b,15)



照祂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祂從死裏復活，叫祂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
邊， 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
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 22 又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弗 1:20-22)



…我曾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啟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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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1) 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


(基督)…如今在這末世顯現一次，把自己獻為祭，好除掉罪。(來 9:26b)



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祭，就在 神的右邊坐了下來...(來 10:10-14)



現在我們既靠著祂的血稱義，就更要藉著祂免去 神的忿怒。 …11 不但如此，我們
既藉著我主耶穌基督得與 神和好，也就藉著祂以 神為樂。(羅 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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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體恤並搭救被試探的人


祂凡事該與祂的弟兄相同、為要在 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為百姓的
罪獻上挽回祭。祂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來 2:17-18)



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体恤我們「諸般」的軟弱...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
施恩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應時」的幫助。(來 4:15-16)



【好撒馬利亞人的例子】…惟有一個撒馬利亞人行路來到那裏，看見他就動了慈
心， 34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路 10:33-34)

3) 為凡順從祂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
 基督在肉體的時候、既大聲哀哭、流淚禱告懇求…..祂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
苦難學了順從。祂既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祂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 (來 5:710)


凡靠著祂進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為祂是長遠活著，替他們祈求 (來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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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成為『救恩的元帥』
1) 神的旨意乃是要基督率領眾子進入榮耀


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使救他們的元
帥、因受苦難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來 2:10)



…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羅 8:30)

2) 我們救恩的元帥已先得勝，帶著人性進入榮耀


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6 祂本有



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被天使
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 (提前 3:16)



但司提反被聖靈充滿，定睛望天，看見 神的榮耀，又看見耶穌站在 神的右
邊….(徒 7:55)

神的形像…7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
成為人的樣式…9 所以，神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10 叫一切
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11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
主」，使榮耀歸與父神。(腓 2:5-11)

3) 基督成了眾聖徒榮耀的盼望


基督在你們心裏成了有榮耀的盼望…(西 1:27b)



30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

得榮耀。(羅 8:30)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現在是 神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知道，主若
顯現，我們必要像祂…(約壹 3: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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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堂：從會幕的建造看教會『道成肉身』的見証
A) 神所要的乃是團體的基督–一個『榮耀的教會』



『…這是獨居的民，不列在萬民中』(民 23:9b)
但願祂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弗 3:21)

B) 會幕乃『基督與教會』見証的藍圖



【基督】14 道成了肉身，住在(希臘原文可譯作：『支搭帳幕』)我們中間，充充滿滿
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 1:14 )
【教會】16 豈不知你們是 神的殿， 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頭嗎？ 17 …神的殿是聖的，這
殿就是你們。(林前 3：16-17)

 【以聖所為例】：
1) 陳設餅的桌子—生命之糧
2) 金燈台—生命之光
3) 金香壇—敬拜、禱告

C) 建造會幕的目的：成為 神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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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又當為我造聖所，使我可以住在他們中間… (出 25:8)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 神家裏的人了； 20 並且被建造
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21 各（或譯：全）房靠祂聯絡得
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22 你們也靠祂同被建造，成為 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弗 2:19-22)

D) 建造的要求—完全照著『山上的樣式』而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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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狀和影像，正如摩西將要造帳幕的時候，蒙 神警戒
他，說：「你要謹慎，作各樣的物件都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來 8:5)



當為我造聖所…9 製造帳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樣式。」(出 25:9)

16 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節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 17 這些原是後

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西 2:16-17)
 會幕一切的材料、尺寸、擺設位置、結構⋯，全都有其屬靈意義【以豎板為例】
 從『山上的樣式』到地上見証的出現
1) 愛裡的奉獻 (出 35:4-9，20-29；36:3-7)
2) 絕對的順服 (由出 25-30 章的啟示到 36-40 章見証的出現)
3) 同心合意的配搭 (35:10-19，30-35；36:1-3)
4) 神的榮耀充滿（出 40:35，代下 5:14）
8

2017『香柏木培訓中心』特會

『道成肉身』的神聖意義與使命

于宏潔

第四堂：從四活物看新造族類『道成肉身』的見証
A) 四活物所代表的意義
四活物是指新造的族類，在新造的生命和境界中，一切的生活與事奉。因此，這四活物的
異象特別說到了新造的族類在新造的生命裡，在主面前該有的生活和事奉。
今天在基督裏，我們都成為新造的人，我們也都得到了基督那非受造、榮耀、聖潔、屬天
的生命。所以，祂如何，我們也要如何。今天這個生命在我們裏面、在教會中，一樣要得
到彰顯，因為教會的屬靈實際就是『充滿基督』並且『彰顯基督』。

B) 四活物的特點
1) 均衡而且榮美的生命


…四個活物… 6 各有四個臉面… 10 …前面各有人的臉，右面各有獅子的臉，左面
各有牛的臉，後面各有鷹的臉。（結 1:6，10）

2) 絕對地隨從靈而行


他們俱各直往前行，靈往哪裡去，他們就往哪裡去，行走並不轉身。（結 1:12）

3) 充滿聖靈的能力與火焰


至於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燒著火炭的形狀，又如火把的形狀…火在四活物中間上去
下來（結 1:13）

4) 照著 神的心意，積極帶下 神的行動
在這段關乎四活物與輪子生動的描述中，我們簡單的提幾件值得注意的事：
a) 活物無論走到那，他們都帶下 神的行動、神的作為
 15 我正觀看活物的時候，見活物的臉旁各有一輪在地上…19 活物行走，輪也在旁
邊行走；活物從地上升，輪也都上升。 20 靈往哪裡去，活物就往哪裡去；活物
上升，輪也在活物旁邊上升…
b) 這些行動乃是出於聖靈的啟示，出於對 神旨意的真認識
 18 至於輪輞，高而可畏，四個輪輞周圍滿有眼睛…
c) 這些行動乃是在和諧的配搭中進行
 11 各展開上邊的兩個翅膀相接，各以下邊的兩個翅膀遮體。
 16…四輪都是一個樣式，形狀和做法好像輪中套輪…21 那些行走，這些也行走；
那些站住，這些也站住…
d) 活物全心投入在一切的行動中
 20…因為活物的靈在輪中。21…因為活物的靈在輪中
5) 他們完全受天支配、被寶座所管理


活物的頭以上有穹蒼的形象（結 1:2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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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們頭以上的穹蒼之上有寶座的形象，彷彿藍寶石（結 1:26）



在寶座形象以上有彷彿人的形狀…這就是耶和華榮耀的形象。（結 1:26, 28）

 整個以西結的異象至終引他到寶座面前。在這裏，他看見穹蒼之上的寶座、看見榮耀
裏的人子、看見那見證 神信實的彩虹。而聖經總結地說：這就是耶和華榮耀的形象。
這個異象太神聖、太榮耀了，使得先知情不自禁地立刻俯伏在地！

C) 四活物的異象對於今日個人與教會事奉的啟發與應用
 根據四活物的五個重要特點，認真的為自己的服事及所在教會的事奉光景作個深度且
正確的評估。懇求聖靈光照、顯明什麼是最需要有所改變或突破之處？你如何能在可
以影響的範圍內，帶來正面的改變？
a) 在荒涼的世代中 神仍要得著得勝者
b) 唯有一個合 神心意的團體才能完成道成肉身艱鉅的使命


弟兄(們)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啟 12:11)



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那裡？死啊，你的毒鉤在那裡？死的毒鉤就是罪…57 感謝
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林前 15:55-57)



感謝 神！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裏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
香氣。(林後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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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堂：從保羅的榜樣看『成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見証人』
『他不可抗拒的影響力，在所到之處波及周圍所有的人；
他為父的心腸，叫眾人落淚；
他懇切的禱告，挑動人深處愛神的火苗；
他諄諄的勸誨，迴蕩在兩千年的教會歷史中；
他風塵僕僕的行蹤，建立了一處又一處的見證…。
保羅，一位轉移時代，至死忠心的神僕。
他的生命，是你我的榜樣；他的腳蹤，也應是你我的腳蹤！』
-摘自『保羅行蹤及書信概論』課程介紹

A) 是被 神從火中所抽出來的一根材


我從前是褻瀆 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還蒙了憐憫，…15 …在罪人
中我是個罪魁。 16 然而，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祂一切
的忍耐，給後來信祂得永生的人作榜樣。(提前1:12-16)
… 13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 神的恩才成的…(林前15:10a)

B) 是深知 神旨意奧祕與全備救恩的使徒


2

諒必你們曾聽見 神賜恩給我… 3 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祕」… 4 你們念了，

就能曉得我深知「基督的奧祕」。 5 這奧祕在以前的世代沒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
著聖靈啟示的聖使徒和先知一樣…8 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然而祂還賜我這
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傳給外邦人， 9 又使眾人都明白，這「歷代以來
隱藏在創造萬物之 神裏的奧祕」是如何安排的…(弗3:2-9)

C) 是不以性命為念，帶下翻天覆地影嚮力的忠僕


聖靈在各城裏向我指證，說有捆鎖與患難等待我。 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
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 神恩惠的福音。(
徒20:23-24)



35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危險嗎？是刀

劍嗎？37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羅8:35-37)


那攪亂天下的也到這裏來了(徒17:6) / 滿城都轟動起來…(徒19:29) / 我們看這個
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動普天下眾猶太人生亂…(徒24:5)

D) 是全心、且專心追求基督的人
【最蒙福的開啟】
 …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西3:11b)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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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智慧的抉擇】
 7 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 8 不但如此，我也
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
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腓3:7-8)
【最專一的追求】
 12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
耶穌所以得著我的（或譯：所要我得的）。13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
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14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 神
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腓3:12-14)

E) 是基督『道成肉身』的見証人
a) 生活的目標―『彰顯基督』


….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V20)
o 花圈壓不倒，石頭嚇不跑 (路司得)


19…就用石頭打保羅，以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 20

門徒正圍著他，他

就起來，走進城去…(徒 14:19-20)
o 關得了他的外面，關不他裡面生命與使命的影響力


25…約在半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詩讚美

神，眾囚犯也側耳而

聽。 26 忽然，地大震動，…(徒 16:25-26)


o

羔羊卑微、服事的生命與尊貴、掌權的生活




…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興旺， 13 以致我受的捆鎖在御營全軍和其
餘的人中，已經顯明是為基督的緣故。 14 並且那在主裏的弟兄多半因我
受的捆鎖就篤信不疑，越發放膽傳 神的道，無所懼怕。(腓 1:12-14)
12

那時，保羅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條毒蛇…咬住他的手。… 6 土
人…說：「他是個 神。」 (徒 28:2-6)

3

我求你們效法我 (林前 4:16) / 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林前 11:1)

b) 得勝的秘訣―藉著『活基督』 (V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
著…(加2:20a)



7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
了。 8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提後4:7-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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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堂：從《使徒行傳》看新約『道成肉身』的使命與見証
A) 【我們的使命】：『無論是個人、家庭、或教會，盼望都能成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見
證人』

B) 《使徒行傳》又被稱為《聖靈的行傳》或《教會的行傳》
『…前四卷福音書是記道成肉身的基督，本書是記復活升天的基督。前四卷福音書是講
「一粒麥子…落在地裡死了」，本書是講「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二 24)。前四卷福音
書是講個人的基督，本書是講團體的基督。所以有人稱這卷書為第五卷福音書。
《使徒行傳》又稱《聖靈的行傳》，全書充滿了聖靈明顯的工作，有多處令人驚喜的轉
折，鋪陳出基督教會的誕生和神藉著耶穌基督的靈在猶太人和外邦人中施行的救恩；更把
神在創世即有的心意（教會），藉著他的兒子從死裏復活及一班跟隨耶穌的人，在一個與
舊約猶太地截然不同的的時代中啟示給凡相信他的人。…
…聖靈在使徒行傳的時代採取快速而主動的行動 — 祂降臨在不同的場合，充滿不同的器
皿，賜下恩賜、能力，毫不隱藏的引導、介入，處處顯明祂的存在。同樣的，有一班順服
聖靈的人…他們…勇敢而積極的配合聖靈的工作，說祂要說的話，作祂要作的事，行祂要
行的路，成為耶穌基督的見證人。這是聖靈和順服之人共同寫下的教會歷史。誠如彼得說
的，「你們掛在木頭上殺害的耶穌，… 神已經叫祂復活。 神且用右手將祂高舉，叫祂作
君王、作救主，… 我們為這事作見證，神賜給順從之人的聖靈也為這事作見證。」
－摘自柏訓《新約概論》中《使徒行傳概論》
 讀《使徒行傳》要從其中的三個關鍵字和關鍵的重點來讀它，分別是：『聖靈』『教會』
與『見證』。從其中，我們看見復活的基督在聖靈裡面重新回到地上來，透過教會、透過
祂所揀選的器皿，讓福音和神的工作不住的向外擴展。

C) 聖靈在新約時代所做的新事
1) 從『個人的基督』到『團體的基督』


23 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 24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

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 12:23-24)

2)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並且要做比這更大的事，
因為我往父那裏去。(約 14:12)



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 1:23)



凡稱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賽 43:7)

由中心到圓周：福音不斷地向外拓展保羅四次外出的佈道
 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馬利亞地極
13

2017『香柏木培訓中心』特會

『道成肉身』的神聖意義與使命

于宏潔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
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 1:8)



那時，猶太、加利利、撒馬利亞各處的教會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聖
靈的安慰，人數就增多了。(徒 9:31)



這福音就是你們所聽過的，也是傳與普天下萬人聽的（原文是凡受造的），我－保
羅也作了這福音的執事。(西 1:23b)

3) 聖靈的水流不住地往前：彼得的職事保羅的職事歷代的豐富
a) 由『屬地的』到『屬天的』(例：由人掌權到天掌權、聖靈掌權，各種的神蹟奇事…)
a. 裡面生命活水的湧流


37…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裏來喝。38

信我的人就如經
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39 耶穌這話是指著信祂之人
要受聖靈說的。那時還沒有賜下聖靈來，因為耶穌尚未得著榮耀(徒 7:37-39)

b. 外面不住往前的聖靈水流：正如以西結異象中所見之活水 (結 47 章)
1. 由寶座流出
2. 不住的往前並擴大
3. 所到之處，帶來改變與醫治：鹽水變甜，百物滋潤，結實纍纍，病得醫
治..。
(**只是泥濘之地與窪濕之處不得治好，必為鹽地。-v11)
b) 由『儀文的舊樣』到『新靈的新樣』(例：耶路撒冷會議；屬地條例屬靈實際…)
c) 由『活著為基督』到『活著是基督』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加 2:20)



…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21 因我活著就
是基督…(腓 1:20b-21a)

D) 一本尚未完成的行傳
 任何認真讀聖經的人都會注意到：《使徒行傳》是一本沒有結束的書。它不僅說出
了聖靈的水流仍然不住地往前，復活的基督藉著聖靈、透過教會在地上的工作直到
今天還沒有結束；同時，它也表示所有在主回來之前的聖徒們都能有份於這神聖的
使命和祂偉大的工作，這對於我們又是何等令人感動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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