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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冬季訓練信息綱目 

總題：出埃及記結晶讀經（三） 
第十一篇 

複合之靈的膏油塗抹 

AY  詩歌： 447， s108 

讀經：約壹二18～27，腓一19，出三十22～25 

約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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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壹 2：19 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卻不是屬我們的；若是屬我們的，就會仍舊與我們同在；但他們出

去，是要顯明他們都不是屬我們的。 
約壹 2：20 你們有從那聖者來的膏油塗抹，並且你們眾人都知道。 
約壹 2：21 我剛寫信給你們，不是因你們不曉得真理，正是因爲你們曉得，又因爲沒有虛謊是出於真理

的。 
約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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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壹 2：23 凡否認子的就沒有父，承認子的連父也有了。 
約壹 2：24 至於你們，務要讓那從起初所聽見的住在你們裏面；那從起初所聽見的若住在你們裏面，你

們也就住在子裏面，並住在父裏面。 
約壹 2：25 祂所應許我們的，就是那永遠的生命。 
約壹 2：26 我剛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指著那些迷惑你們的人說的。 
約壹 2：27 你們從祂所領受的膏油塗抹，住在你們裏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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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祂裏面。 
腓 1：19 因爲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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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30：22 耶和華又告訴摩西說， 
出 30：23 你要取上好的香料，就是流質的沒藥五百舍客勒，香肉桂一半，就是二百五十舍客勒，香菖

蒲二百五十舍客勒， 
出 30：24 桂皮五百舍客勒，都按著聖所的舍客勒，又取橄欖油一欣； 
出 30：25 你要把這些香料，按調製香品者之法複合成香品，作成聖膏油。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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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壹

二18～27，出三十22～25，參弗四4～6： 
約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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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壹 2：19 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卻不是屬我們的；若是屬我們的，就會仍舊與我們同在；但他

們出去，是要顯明他們都不是屬我們的。 
約壹 2：20 你們有從那聖者來的膏油塗抹，並且你們眾人都知道。 
約壹 2：21 我剛寫信給你們，不是因你們不曉得真理，正是因爲你們曉得，又因爲沒有虛謊是出

於真理的。 
約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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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壹 2：23 凡否認子的就沒有父，承認子的連父也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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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壹 2：24 至於你們，務要讓那從起初所聽見的住在你們裏面；那從起初所聽見的若住在你們裏

面，你們也就住在子裏面，並住在父裏面。 
約壹 2：25 祂所應許我們的，就是那永遠的生命。 
約壹 2：26 我剛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指著那些迷惑你們的人說的。 
約壹 2：27 你們從祂所領受的膏油塗抹，住在你們裏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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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祂裏面。 
出 30：22 耶和華又告訴摩西說， 
出 30：23 你要取上好的香料，就是流質的沒藥五百舍客勒，香肉桂一半，就是二百五十舍客

勒，香菖蒲二百五十舍客勒， 
出 30：24 桂皮五百舍客勒，都按著聖所的舍客勒，又取橄欖油一欣； 
出 30：25 你要把這些香料，按調製香品者之法複合成香品，作成聖膏油。 
弗 4：4 一個身體和一位靈，正如你們蒙召，也是在一個盼望中蒙召的； 
弗 4：5 一主，一信，一浸； 
弗 4：6 一位眾人的神與父，就是那超越眾人，貫徹眾人，也在眾人之內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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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一14，林前十五45下，腓一19。 
約 1：14 話成了肉體，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豐豐滿滿的有恩典，有實際。我們也見過祂

的榮耀，正是從父而來獨生子的榮耀。 
林前 15：45下 …末後的亞當成了賜生命的靈。 
腓 1：19 因爲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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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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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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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九二

10，亞四14，林後三3，6，8。 
詩 92：10 你卻高舉了我的角，如野牛的角；我是被新油膏了的。 
亞 4：14 他說，這是兩個油的兒子，站在全地之主的旁邊。 
林後 3：3 你們顯明是基督的信，由我們供職所寫的，不是用墨，乃是用活神的靈寫的，不

是寫在石版上，乃是寫在肉版，就是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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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那字

句殺死人，那靈卻叫人活。 
林後 3：8 何況那靈的職事，豈不更帶著榮光？ 

四 基督徒的生活完全是由複合之靈塗抹的生活。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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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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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壹 2：19 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卻不是屬我們的；若是屬我們的，就會仍舊與我們同在；但他

們出去，是要顯明他們都不是屬我們的。 
約壹 2：20 你們有從那聖者來的膏油塗抹，並且你們眾人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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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壹 2：21 我剛寫信給你們，不是因你們不曉得真理，正是因爲你們曉得，又因爲沒有虛謊是出

於真理的。 
約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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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壹 2：23 凡否認子的就沒有父，承認子的連父也有了。 
約壹 2：24 至於你們，務要讓那從起初所聽見的住在你們裏面；那從起初所聽見的若住在你們裏

面，你們也就住在子裏面，並住在父裏面。 
約壹 2：25 祂所應許我們的，就是那永遠的生命。 
約壹 2：26 我剛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指著那些迷惑你們的人說的。 
約壹 2：27 你們從祂所領受的膏油塗抹，住在你們裏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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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祂裏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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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節。 
約壹 2：20 你們有從那聖者來的膏油塗抹，並且你們眾人都知道。 
約壹 2：27 你們從祂所領受的膏油塗抹，住在你們裏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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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祂裏面。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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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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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壹一2～3，6～7。） 

約壹 2：24 至於你們，務要讓那從起初所聽見的住在你們裏面；那從起初所聽見的若住在

你們裏面，你們也就住在子裏面，並住在父裏面。 
約 15：4 你們要住在我裏面，我也住在你們裏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

結果子，你們若不住在我裏面，也是這樣。 
約 15：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住在我裏面的，我也住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

子；因爲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約壹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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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你們；） 
約壹 1：3 我們將所看見並聽見的，也傳與你們，使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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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壹 1：6 我們若說我們與神有交通，卻在黑暗裏行，就是說謊話，不行真理了； 
約壹 1：7 但我們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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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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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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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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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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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5。） 
約壹 2：20 你們有從那聖者來的膏油塗抹，並且你們眾人都知道。 
約壹 2：21 我剛寫信給你們，不是因你們不曉得真理，正是因爲你們曉得，又因爲沒有虛謊

是出於真理的。 
約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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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壹 2：23 凡否認子的就沒有父，承認子的連父也有了。 
約壹 2：24 至於你們，務要讓那從起初所聽見的住在你們裏面；那從起初所聽見的若住在你

們裏面，你們也就住在子裏面，並住在父裏面。 
約壹 2：25 祂所應許我們的，就是那永遠的生命。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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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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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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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九6，約十30，十四7～11，）否認子的就沒有父，承認子的連

父也有了。 
賽 9：6 因有一嬰孩爲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祂的肩頭上；祂的名稱爲

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遠的父、和平的君。 
約 10：30 我與父原是一。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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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14：8 腓力對祂說，主阿，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足了。 
約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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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14：10 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你不信麼？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我從自己說的，

乃是住在我裏面的父作祂自己的事。 
約 14：11 你們當信我，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卽或不然，也當因我所作的事而信。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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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
2，）住在我們裏面，我們也就住在子裏面，並住在父裏面： 
約壹 2：24 至於你們，務要讓那從起初所聽見的住在你們裏面；那從起初所聽見的若住在你

們裏面，你們也就住在子裏面，並住在父裏面。 
約壹 1：1 論到那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話，就是我們所聽見過的，我們親眼所看見過的，我

們所注視過，我們的手也摸過的； 
約壹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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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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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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你們要住在我裏面，我也住在你們裏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

結果子，你們若不住在我裏面，也是這樣。 
約壹 2：24 至於你們，務要讓那從起初所聽見的住在你們裏面；那從起初所聽見的若住在

你們裏面，你們也就住在子裏面，並住在父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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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五43，四34，五30，
六38，七18，十30。 

約 5：43 我在我父的名裏來，你們並不接受我；若有別人在自己的名裏來，你們倒要接

受他。 
約 4：34 耶穌說，我的食物就是實行差我來者的旨意，作成祂的工。 
約 5：30 我從自己不能作甚麼；我怎麼聽見，就怎麼審判；我的審判也是公平的，因爲

我不尋求自己的意思，只尋求那差我來者的意思。 
約 6：38 因爲我從天上降下來，不是要行我自己的意思，乃是要行那差我來者的意思。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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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祂裏面沒有不義。 
約 10：30 我與父原是一。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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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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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壹 2：23 凡否認子的就沒有父，承認子的連父也有了。 
約壹 2：24 至於你們，務要讓那從起初所聽見的住在你們裏面；那從起初所聽見的若住在

你們裏面，你們也就住在子裏面，並住在父裏面。 
約壹 2：25 祂所應許我們的，就是那永遠的生命。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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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壹 2：25 祂所應許我們的，就是那永遠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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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叁 我們需要蒙保守，免於在敵基督（18，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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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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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裏面的運行、工作和浸透（20～27，參利十四14～17）： 
約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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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壹 2：20 你們有從那聖者來的膏油塗抹，並且你們眾人都知道。 
約壹 2：21 我剛寫信給你們，不是因你們不曉得真理，正是因爲你們曉得，又因爲沒有虛謊是出

於真理的。 
約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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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壹 2：23 凡否認子的就沒有父，承認子的連父也有了。 
約壹 2：24 至於你們，務要讓那從起初所聽見的住在你們裏面；那從起初所聽見的若住在你們裏

面，你們也就住在子裏面，並住在父裏面。 
約壹 2：25 祂所應許我們的，就是那永遠的生命。 
約壹 2：26 我剛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指著那些迷惑你們的人說的。 
約壹 2：27 你們從祂所領受的膏油塗抹，住在你們裏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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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祂裏面。 
利 14：14 祭司要取些贖愆祭牲的血，抹在求潔淨之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並右腳

的大拇指上。 
利 14：15 祭司要從那一羅革油中取些倒在自己的左手掌裏， 
利 14：16 把右手的一個指頭蘸在左手掌的油裏，在耶和華面前用指頭彈油七次； 
利 14：17 將手掌裏所剩的油抹些在那求潔淨之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並右腳的大

拇指上，就是抹在贖愆祭牲的血上。 

一 否認耶穌是基督（約壹二22）與否認膏油塗抹有關： 
約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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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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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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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敵基督的，反膏油塗抹的，就是否認父與子。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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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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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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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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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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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