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洁净被掳归回之人的内在意义 

BEV3/27‐4/2 

I主的恢复是独特的，这恢复必须是绝对纯净、

单一并圣别的，没有任何搀杂；因此，我们需

要许多以斯拉和尼希米作洁净的工作；在主恢

复的一切步骤中，需要有洁净 

A以斯拉洁净恢复，使“圣别的种类”从任何外

邦的事物分别出来: 

1以斯拉来到之先，就有了搀杂，因为一些以色

列人娶了外邦的妻子，并且从这混杂生了孩子；

这是一个预表，我们该在属灵上应用，而不该

在字面上应用。 

2在主的恢复里需要洁净，把“圣别的种类”从

任何外邦的事物中分别出来: 

a主的恢复是圣别的种类；我们必须纯净到一个

地步，使圣别的种类不与任何外邦的事物混合。 

b当这恢复是圣别的，我们就要看见主的祝福。 

B在建殿之后，我们需要洁净（见于以斯拉的领

导之下）；在建城之后，我们需要再被洁净

（见于尼希米的绝对）。 

拉10:10 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11现

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遵行祂的旨

意，从这地的诸民和外邦的女子分别出来。 

尼13:30 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

邦的事物… 

C在众地方召会中，我们必须彻底地从一切搀杂

中得洁净；任何俗物，任何与主恢复属天性质

相悖的事物，都必须除净。 

II巴比伦是神的事物与偶像的事物的混杂；巴

比伦的原则就是把人的事物和神的话混在一起，

并且把属肉体的和属灵的混在一起 

A任何属于巴比伦的事物，在神眼中都是可憎的；

任何属巴比伦的事物，都给撒但立场击败神的

子民。 

B神恨恶巴比伦的原则，过于恨恶任何别的事物；

只有当我们审判自己里面任何巴比伦的事物，

我们才能承认我们也恨恶巴比伦的原则。 

III行传二十一章和雅各书中有搀杂：雅各把新

约与旧约混在一起，把新的经纶安排与旧的经

纶安排混在一起，把神新的子民与旧的子民混

在一起，也把新人与旧人混在一起 

A行传二十一章暴露耶路撒冷召会中严重的搀杂；

犹太信徒仍然遵守摩西的律法，停留在旧约时

代，并且在犹太教的强烈影响之下，将神新约

的经纶与过时的旧约经纶混杂在一起。 

B他们不知道律法时代已经完全过去，恩典时代

该受完全的尊重；凡不顾这两个时代之分别的，

就是抵挡神时代的行政，就是严重破坏神建造

召会作基督彰显的经纶计划。 

C律法是照着神的所是要求人；恩典却是以神的

所是供应人，以应付神的要求；恩典乃是神给

人享受。 

IV神儿女中间的一个大难处，乃是己与灵的搀

杂 

来4:12 因为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

切两刃的剑更锋利，能以刺入、甚至剖开魂与

灵，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

明。 

A这搀杂使许多人失去事奉神的资格，因为他们

灵里有许多搀杂，这搀杂使神不喜悦。 

B在我们最深处的灵是纯洁无污的；然而，当灵

经过魂和体往外出来时，就沾染了污秽和败坏。 

林后7:1 所以亲爱的，我们既有这些应许，就当

洁净自己，除去肉身和灵一切的玷污，敬畏神，

以成全圣别。 

C对付灵重在对付我们里面不纯的动机、存心和

其他杂质。 

V我们的心、良心和灵里需要纯净 

太5: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 

A清心的人必看见神: 

1清心是目的专一，只有一个目标，要完成神的

旨意荣耀神。 

2清洁的心就是以主为唯一目标的心。 

3按新约的意义说，看见神等于得着神，得着神

就是在神的元素、生命和性情上接受神，使我

们被神构成；看见神使我们变化，因为我们看

见神时，就把祂的元素接受到我们里面，我们

旧的元素也被排除了。 

林后3:18 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

好像镜子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

为与祂同样的形像，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

灵变化成的。 

4看见神就是被变化成为神人基督荣耀的形像，

使我们得以在神的生命里彰显神，并在祂的权

柄里代表祂。 

5我们应当清心，专一为着主的恢复；唯有如此

我们才有助于主的恢复。 

B我们不仅需要有无亏的良心，也该有清洁的良

心: 

徒24:16 我因此操练自己，对神对人常存无亏的

良心。 

提后1:3 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

良心所事奉的神… 

1无亏的良心是指对神对人都没有亏欠的良心。 

2清洁的良心就是得了洁净、没有搀杂的良心；

这样的良心见证我们单单寻求神和祂的旨意，

就如保罗一样。 

C在工作上，头一项资格乃是灵的纯净: 



 

 

1难得有人是灵里纯净的；纯净是领导的先决条

件，也是我们事奉的基本条件；搀杂的难处乃

是作工的人当中最大的难处；不纯净往往是误

会和猜疑的源头。 

提前3:9 用清洁的良心持守信仰的奥秘。 

2我们需要把灵里一切搀杂的成分对付干净，然

后灵出来时，才能没有危险，才不会和人出事。 

3我们若要被神使用，我们的灵必须释放，并且

我们的灵必须纯净。 

林后6:4 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证荐自己是神的执

事…6 以纯洁、以知识、以恒忍、以恩慈、以圣

别的灵、以无伪的爱。 

VI新耶路撒冷城是纯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

城内的街道是纯金，好像透明的玻璃 

A金表征神的性情；城是纯金的，指明这城是出

于神圣的性情，以神圣的性情为元素。 

B城本身及其街道的纯金如同明净的玻璃，表征

全城是透明的，毫无不透明之处: 

1我们若以神的性情为独一的道路，我们就是纯

净的，没有任何搀杂，也是透明的，毫无不透

明。 

2我们若得着赐生命之灵的注入并浸透，我们里

面的人就会透明，明亮如水晶。 

C我们若要有真实的召会生活，召会本身就必须

是纯金的，就是全然出于神圣性情的；在此我

们就需要十字架作工来炼净我们，洁净我们。 

启1:20 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就是…七灯台就

是七个召会。 

林后5:21 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

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 

D背道的基督教国和真正的召会之间，不同之处

乃是一为搀杂的，另一为纯净的；众地方召会

就如新耶路撒冷，该明亮如水晶，没有任何搀

杂。 

启22:1 天使又指给我看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

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

出来。 

 

 

 

 

 

 

 

 

 

 

 

 

神戸に在る召会交わりと報告事項 
1. 3月末から4月のキャンパス福音強化： 

大学の入学時期に、新入生を得るために、
キャンパス福音を強化します。このために祈り、
キャンパス福音にできるだけ参加してください。 

2. 調布の姉妹達とのブレンディング： 
3/27-29に、石合姉妹と前田朱美姉妹が神戸
にブレンディングに来られます。 

3. 3月国際長老責任者訓練： 
3/31(金)8:30-17:30 M1,M2,M3  
4/1(土)8:30-17:30 M4,M5,M6 
4/2(主)13:30-17:00 M7,M8 

4. 4月福音集会担当按配： 
4/2 三宮・神戸 
4/9 魚崎・六アイ 
4/16 YP 
4/23 六甲 
4/30 召会全体＠魚崎で合同集会 

5. 土曜8:30-9:00の預言準備集会担当按配： 
4/1 YP 
4/8 三宮・神戸 
4/15 夙川 
4/22 魚崎・六アイ 
4/29 六甲 

6. 関西・四国・東海ブレンディング集会： 
4/15（土）午前中 
兄弟は、＠本山学生福音センター、姉妹は、
＠本山に集まります。 

7. 関西ブックフェア： 
4/15（土）12:30-15:00 
書籍販売とプレゼンテーション：＠本山学生
福音センター 
ブレンディング：＠本山 

8. 5月全国特別集会： 
5/5（金・祝）13:30-15:30 集会１ 
5/6（土） 10:00-12:00  集会２ 
5/7（主） 10:00-12:30 パンさき集会、集会４ 
今年は東京に集まります。青少年ブレンディ
ング、子供集会も行われます。 
現場参加希望の兄弟姉妹は、宿泊按配もあ
りあるので、4/1（土）までに、各地区取りまとめ
て、武富夏美Sにまでご連絡ください。 

 
 
 
 
  



 

 

CP1对付魂和体中的不纯目的和动机 

等其他搀杂，释放纯洁的灵 

IV神儿女中间的一个大难处，乃是己与灵的搀

杂 

B在我们最深处的灵是纯洁无污的；然而，当灵

经过魂和体往外出来时，就沾染了污秽和败坏。

C对付灵重在对付我们里面不纯的动机、存心和

其他杂质。来4:12 因为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

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能以刺入、甚

至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

主意都能辨明。 

虽然我们〔曾说过〕要使灵清洁，但灵的

本身实在并不污秽。不错，林后七章一节也说，

要“除去…灵…的玷污”，但这玷污并不是灵

本身的，乃是灵沾染上的，受了魂和体的影响

而有的。…灵在我们的深处，…是纯洁无污的。

但在灵的外围，乃是魂和体。这魂和体已经搀

进了撒但邪恶的成分，变为污秽、败坏的，所

以当灵经过这魂和体，往外出来的时候，也就

沾染了其中的污秽、败坏，因此显在外面的时

候，就带着污秽、败坏、不纯、不正，各种不

该有的光景。…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把一切

不好的存心，不该有的用意，不单纯的倾向，

不正当的意志，有搀杂的情感等等，也都对付

干净，然后灵才不只能出来，并且出来了，还

能是正直的、纯净的。…对付灵，乃是重在对

付我们里面不纯的存心、动机等杂质；而对付

良心，乃是重在对付良心对那些杂质的感觉。 

对付灵具体的路，…第一是定罪，第二是

靠圣灵的能力除掉。比方我们有弯曲的灵，第

一要定这弯曲为罪，第二要靠圣灵的能力，把

弯曲这个东西，从我们里面除掉。但这定罪和

除掉，虽是靠圣灵的能力，却是我们主动的。

我们肯，我们要，我们就能取用圣灵的能力。

圣灵必须得着我们的意志和祂合作，祂才能叫

我们有能力对付。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新人篇 

见证1孩子上初三后，刚开始对高中考试持乐观

态度，但随着听升学说明会等，内审分数不足

等现实问题的暴露，作为父母的我变得更着急

了。我想如果不去偏差值高一点的高中，就不

能进入好的大学，在好的公司就职，所以认定

孩子没有充分学习，每天都会发生冲突。原本

希望孩子在年轻的时候能经历并享受主，但暴

露了我心中有很多不纯的愿望。但是，通过每

天读经进度、追求李常受文集、冬季训练的信

息，被主光照，如果没有得着主，一切都是虚

空的。我重新思考了自己的路，有一天，我在

车上向主悔改承认了自己关于对孩子前途的不

纯。我并没有祷告孩子能进入志愿学校，而是

祷告在考试中父母和孩子能经历到主。因为隐

藏的不纯愿望而疯狂的我决定心中的指南针只

以神为目标，于是平安来了。孩子也平静下来

了，由于主的怜悯，也考上了志愿学校。愿与

主配合搀杂被除去，能够纯粹地追求主。 

见证26年前，邀请朋友参加教会的聚会，朋友

经常来，开始享受聚会。有一次聚会后，我配

搭传福音，劝他受浸，但被各种各样的理由拒

绝了。本来就不擅长传福音的我不知道该怎么

回答才好，但是在附近听到的余力弟进入了谈

话圈，明确地说：“不用说借口，你快去受浸

吧。”。朋友听到后没有反抗，更像是被点明

后得释放了。看到后我被光照自己没有把话说

清楚。我害怕自己的发言而失败，所以不敢直

率地说。我向主悔改，似乎是在想要朋友得救，

其实是想维持表面上的和平关系。朋友后来也

持续来参加聚会，几个月后受浸，开始服事了。 

祷告哦，主耶稣，我的灵是纯洁的，但是外围

的魂和体搀进了撒但邪恶的成分被搀杂而被败

坏，所以灵往外出来的时候会含有杂质。我自

己的意志与主配合，通过圣灵的能力除去被光

照和定罪的不纯动机。 



 

 

CP2作领导的必须有单一纯洁的心， 
只为了神的旨意的成就 

V我们的心、良心和灵里需要纯净 
C在工作上，头一项资格乃是灵的纯净: 
1难得有人是灵里纯净的；纯净是领导的先决条
件，也是我们事奉的基本条件；搀杂的难处乃
是作工的人当中最大的难处；不纯净往往是误
会和猜疑的源头。 
2我们需要把灵里一切搀杂的成分对付干净，然
后灵出来时，才能没有危险，才不会和人出事。
林后6:4 反倒在各样的事上，…6 以纯洁、以知
识、以恒忍、以恩慈、以圣别的灵、以无伪的
爱、 

搀杂的难处乃是作工的人当中最大的难处。
多少时候，我们在弟兄身上摸着生命，但也摸
着死亡；在弟兄身上摸着神，但也摸着他自己；
在弟兄身上摸着温柔的灵，但也摸着他刚硬的
自己。人在他身上看见圣灵，也在他身上看见
肉体。…神如果要叫你在祂的话语上事奉祂，
你如果必须为着神来开口，你就必须求神赐恩，
说，“神，你在我身上作工，破碎我这个外面
的人，拆毁我这个外面的人，分开我这个外面
的人。”如果你没有得着这样的拯救，那么，
当你每一次开口的时候，不知不觉，总是把你
外面的人带到人面前去。…你是什么人，就是
什么人，装假不来。你如果要作一个能被神使
用的人，你就必须有灵出去，并且灵要干
净。…如果我们外面的人不拆毁，就当我们作
话语执事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东西也一同带到
人面前去，主的名就要受亏损。不是因为我们
没有得着生命，使主的名受亏损，乃是因为我
们有搀杂，使主的名受亏损，召会也受亏损。 

在召会生活和主的工作上，不纯净乃是基
本的杀手，把一切都杀死了；如果你不纯净，
它也会把你杀死。…唯有主知道我多年来是怎
样的恐惧战兢，免得我对一些事下断案的时候
不纯净。 

 
 
 
 
 
 
 
 
 
 
 
 
 
 
 
 

应用:青职、大学院生篇 
马太5: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
清心的人清心是目的专一，只有一个目标，要
完成神的旨意荣耀神。这是为着诸天的国。我
们的灵是接受基督的器官，我们的心是基督这
生命种子生长的土地。为着诸天的国，我们需
要灵里贫穷，灵里倒空，使我们能接受基督；
我们也需要心里纯洁专一，使基督能在我们里
面毫无拦阻的长大。林后1:12 我们的良心见证
我们凭着神的单纯和纯诚，在世为人，不靠属
肉体的智慧，乃靠神的恩典，对你们更是这样。 
见证在我得救两年后，大学三年级时，主兴起
我想要纯洁的心的渴望。主经常对我说：“要
用纯洁的心爱主。”并且我被光照我的心的动
机不纯，也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得
称赞等隐藏的动机。我承认了我动机不纯的罪。
并且承认并祷告说因为自己没有绝对向着神的
圣别性情，除了取用基督作燔祭，我没有别的
路来有份于神圣的性情。 

这经历在我全时间训练期间很有帮助。大
约有1000位学员参加里，当我听到成功的见证
时会嫉妒，自己成功的话就骄傲。我再次祷告，
“主耶稣，我不是清心的人。我按手在作为燔
祭的你身上，与你联结，我的缺点归于你，接
受你彻底的圣别的性情，完全纯洁的性情”。
就这样，我从作为肉体的行为的嫉妒、急躁、
愤怒中得释放，被主的灵充满，专心事奉。我
可以与主同去，放胆传福音。 

此外，我通过领导福音队，我意识到纯洁
的心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如果受到个人好恶的
影响，我就无法公平地判断和引导成员。每次
我祷告说：“哦，主耶稣，我不能照着我不纯
洁和污秽的性情来领导。” 就这样，整个团队
都蒙了祝福。 
祷告哦主耶稣，我承认我不纯洁的动机等的罪。
我与作为燔祭的基督联合，让我的不洁归于主，
从主接受神圣的性情。愿我可以清心的爱主，
对付从我灵里出来的一切搀杂。让我有一颗单
纯、纯洁的心，只仰望神旨意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