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 行动/帮助信徒领悟的恩典设备
(Operation Z / Grace Apparatus for Perception)
（讲义由 Tim Mclachlan 整理，内容基于楴罗勃牧师从圣经推导而出的“Z 行动”教义。为了更贴近作者
的意图和圣经的原文，本文中所引用的圣经译文或许有别于中文圣经中的译文。）
导论
神愿每一位信徒运用耶稣基督的思想，像基督一样思考。比如，我们都被赋予“基督的思想”（哥
林多前书 2:16），这样我们就或许能经历“思想的更换一新”。我们得命令，要“有耶稣基督的思想”
（腓立比书 2:5）。
那么，这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神如何将其思想传授给信徒的魂，让信徒或许也能像耶稣基督那
样思考呢？这次学习将会向我们展示神所提供的恩典供给，祂为耶稣基督里的每一位信徒供应，好让
我们能学会站在神的角度进行思考，正如耶稣基督的人性，祂在世为人时也曾学习以神的角度思考
（路加福音 2:40；希伯来书 12:2）。
首先，在单单信基督的那一刻，初信者就得到了 40 件绝对的事物（The 40 Absolutes、属灵资源和
属灵特典），他在世和在永恒中时与神的关系就建基于此。不同的绝对事物与基督徒生命的不同方面
有关，比如：重生、永恒的保障、基督徒的成长、敬拜，还有基督徒的服侍。Z 行动/帮助信徒领悟的
恩典设备（GAP）完全和基督徒的成长相关，而这成长又会让信徒对自己所得的救赎和自己基督徒生
活方式的所有领域有更深刻的理解。
正如我们得救是出于神的恩赐（以弗所书 2:8-9），同样地，神也因着恩典为我们提供达到属灵成
熟所需的一切。从定义上看，“恩典”一词的意思是“白白赐予、不配得的”。因为神在恩典中提供一切，
也因为我们无法做什么来挣取、来使自己配得神为我们提供的 40 件绝对的事物，因此，一切属人的工
都被排除在神的计划之外。
让我们大致看看神给教会时代的信徒的供应，神这样做是为了让信徒或许能在属灵上成熟，完成
神给他的人生计划：
A.
人的灵：GAP 的第一个目标（请看 Z 行动的图表）——约伯记 32:8；哥林多前书 2:12。
B.
使 GAP 得以运行（或使神的话语得以灌输和代谢入魂）的圣灵的内住——哥林多前书
2:9-16；约翰一书 2:27。但是，要使其发生，信徒必须先有圣灵的充满——以弗所书 5:18；约
翰福音 14:26；约翰福音 16:13。
C.
信徒的祭司职分（彼得前书 2:5、9）。身为祭司意味着每一个信徒的决定和行动都直接
对神负责。没有人（包括牧者兼教师或者干事）有权利论断、干涉或者议论其他信徒的私人生
活，包括其他信徒多常参加查经课或者其他信徒多常（或常常不）参加教会里的基督徒服侍。
当这一概念都为会众所理解，每个人都能专注于学习神的话语这一目标而不受到干扰。
D.
神为使信徒得着圣灵的充满而赐下的恩典供应——犯罪后通过反弹/认罪来重新与神相
交。
E.
圣经正典。对教会时代的信徒来说，这包括新约使徒书信中与教会时代相关的奥秘教
义（歌罗西书 1:26-27）。
F.
牧者兼教师的恩赐。这是神委任的传话人，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没有哪位牧者兼教
师挣得或配得这发言的权利。这恩赐由神全权赐予不同类型的男性。

G.
学习教义的课堂。这课堂叫做地方教会（the local church）。地方教会的设立不是为了
筹款、举办野餐聚会或是作为找寻新朋友或约会对象的社交俱乐部。地方教会的设立是为了作
课堂，要有一位教师还有积极的学生们。
H.
人体构造的恩典。在恩典中，神赐给我们一具身体，有眼睛、耳朵、脑部、让我们能
坐下的臀部——这使我们能端坐在课堂中，理解并处理信息。
I.
后勤恩典供应（Logistical Grace Provision）。你肚里的食物、体面的衣服、买公车票或
给车加油好去上课的钱等等。
J.
神为社会稳定兴旺而设的律例。一国的法律和执法机关（即警察制度和法庭制度）借
此保护地方教会的自由。例如，美国宪法保护言论自由并要求政教分离，以维护自由，地方教
会有自由，就能正常运作，免受政府或反基督教团体的迫害。一个强大的军事组织（这是一国
政府的职责）也能保护一个国家免受好战的邻国的侵扰，因此就能帮助维持国家内部的稳定。
K.
时间（你每日学习所需的时间，加上你在属灵上成熟所需的时间）！
圣经里有关 Z 行动的一段关键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
1 Corinthians 2:12 “ἃ
῾

᾿
”

1 Corinthians 2:12 “But we have not received the spirit of the world but the Spirit from God so that
we might know the things that are freely given to us by God.”
哥林多前书 2:12（展开版） “但我们并没有领受这世界的灵[
- to pneuma tou
cosmou / “时代精神”]，我们领受的乃是从神来的灵[
- to pneuma / 人的灵]，叫[连词 ινα 加
上虚拟语气表示理由]我们或许能知道[动词
- eido 的虚拟形态，强调意志]神为着我们的益处[利益
间接受格]在恩典中赐 [
- karisomai]给我们的事[定冠词 ta 充当指示代词]。”
“事”指的是我们所说的“神的运作资源”，即神为使我们了解祂和祂的计划而在恩典中为我们供应
的资源。不同的神学院以不同的方式描述这些来自神的资源，楴罗勃牧者兼教师的学生所熟悉的则是
以下能够帮助理解的教学概念（teaching devices）：
1.
2.
3.

40 件绝对的事物（The 40 Absolutes）: 信徒得救时所得的四十件绝对的事物 （由神归入的资源）
10 个问题解决方法（The 10 Problem Solving Devices）: 十个问题解决方法（要灌输入魂的教义）
帮助信徒领悟的恩典设备（GAP - Grace Apparatus for Perception)）: 神所设计的系统，祂借此将教
义传授给对教义感兴趣的信徒
这些都是绝妙的事物，但你若不了解它们，就没法用它们。你只可能使用自己所了解的东西。
1 Corinthians 2:13 “ἃ
῾

᾿
”

1 Corinthians 2:13 “...which things we communicate not by the teachings taught from human wisdom
but by means of doctrinal teaching out from the Spirit, explaining spiritual things to spiritual apparatuses.”
哥林多前书 2:13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教导，而是用来自圣灵的教义教
导，向属灵的器官解释属灵的事。”
“这些事[来自神的运作资源]”

“而”——希腊词“alla”是语气最强烈的对比连词，用在此处，表明人的观念（属世的思想）和圣经
教义（属神的思想）两者之间有完全的不同。
“而是用来自圣灵的教义教导[didaktois——方法凭借格（instrumental of means）]”
在这里，“didaktois（教义性教导）”一词以希腊语法中的方法凭借格（instrumental of means）形
式出现。
方法凭借格强调某事做成所采取的方法或者途径。在此处，使徒们传讲真理，这真理又借着圣灵
的充满得到传达。这些属灵信息出自使徒们的口，但圣灵才是教义的源头，才是提供属灵力量、让这
些信息得以传递给聆听信息的信徒的魂的那一位。
“圣灵”——后来的一些希腊手抄本插入了 hagios 一词，但这词并没有出现在原文手稿中。然而上
下文告诉我们这是圣灵，因为教义不是从人的灵来的！所以，该词是分离格的“（圣）灵”（pneuma）
——表示教义的根本来源。
然后跳到分词 sugkrino/
/解释（现在时、主动语态、语助词、主格、复数形式、阳性
词）。希腊词ωνίρκγυσ在 Liddel and Scott’s Greek Lexicon（Liddel 和 Scott 氏希腊语词典）中的定义为：
复合、结合、比较。这个词的复数形式指的是传授教义的教师——人类领域的（传讲神话语的牧者兼
教师）以及属灵领域的（圣灵）。
换句话说，牧者兼教师所教导的信息借着圣灵而复合/结合在一起并传授给对此感兴趣的信徒的魂，
这是根据“律例上加律例，律例上加律例；命令上加命令，命令上加命令”（以赛亚书 28:10）的原则。
信息是通过重复而得到灌输（这里的希伯来原文表明，以赛亚是通过完全重复每一句短语来强调这一
点），因此，当来自神的思想体系在学习神话语之人的魂里建立时，重复就成了学习额外信息的基础。
因为动作的对象（接受动作的对象，即人的灵）是间接受格（强调面向人之灵的方向），所以，用“解
释”或“教导”来译 sugkrino 更为合理。
“属灵的事”——希腊词 πυενματιρα / pneumatika。此处的词根是 pneuma/spirit/灵。Liddell and
Scott’s Greek Lexicon（Liddel 和 Scott 氏希腊语词典）给 pneumatika 的定义是“属于灵的，属灵的”。这
里的上下文指的是属灵信息，有时也指属灵之事。
“向属灵的器官”——希腊形容词 pneumatikos 以形容词形式间接受格形态出现。这词在新约中颇为
常见，出现了 26 次（例：罗马书 7:14，15:27；哥林多前书 3:1；彼得前书 2:5）。在许多情况中，这
形容词都独立存在（不带名词），这种时候，译者们通常选择将这个词译为“属灵的事”，要读者自行
理解“属灵的事”究竟是指什么。在这个背景中，间接受格形式告诉我们，pneumatikos 是 pneumatika
（属灵信息）的对象。
pneumatikos 是什么？这里的希腊词如果只是 pneuma，那么正确的解读和翻译就应是“人的灵”。
但是，pneumatikos 更具体，并不仅指人的灵，还指魂的左叶（nous）、意志（信徒借意志决定是否接
受信息）、魂的右叶（kardia）及其各个部分（见图表）。包含这所有组成部分的最恰当的词就应是
“属灵的器官”。

“„„向属灵的器官[受圣灵充满并在 GAP 之下学习的信徒]解释属灵的事[使属灵真理结合起来]。”

哥林多前书 2:13 的完整译文：

“...which things we communicate not by the teachings taught from human wisdom but by means of
doctrinal teaching out from the Spirit, explaining spiritual things to spiritual apparatuses.”
“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来自人智慧的教导，而是用来自圣灵的教义性教导，将属灵的事解释
给属灵的器官听。”
1 Corinthians 2:14 “

ἄ
ὅ

”

1 Corinthians 2:14 “But the soulish man does not receive/accept the things of the Spirit of God for
they are foolishness to him neither can he know them because they are discerned by the [human] spirit.”
哥林多前书 2:14 “但属魂的人不接受神圣灵的事，因为他以为愚蠢，他也不能知道这些事，因为
这些事只有借着[人的]灵才能领悟。”
经文第十四节解释了这一机制体系得到使用的原因，也就是不信者的理解障碍。“然而”是对比连
词。对比连词之后就是希腊词 ν ιρ ἄυθκσπο 。中文和合本圣经在某种程度上效仿了英文 KJV 版
（英王钦定版）圣经中的概念和翻译——属血气的人/the natural man，但是这希腊词的字面意思是属
魂的人/the soulish man。这是因为不信者有一具身体和一个魂，却没有灵。
犹大还为我们定义了“属魂的人”，清楚说明，不信者没有灵：
“这[不信者]就是那些使人分裂的、属魂[ ν ιροι（psuchikoi）]、没有灵[πυενμα μη ερ ουτε
（pneuma mei echontes）]的人。”（犹大书 19）
属魂的人是怎样的？他有一具带有罪性的身体，还有一个魂。他没有灵，也没有圣灵的内住。因
此他就不能理解或领悟属灵领域的事。

他拒绝了神话语的真理，所以他如果打开一本圣经，读到第一节经文“起初，神创造天地。”（创
世记 1:1）
，他会想，只有愚人才会相信这句愚蠢的话。但是，神也有宣告：“愚顽人心里说：没有
神。”（诗篇 14:1）
，并且这些不信神的人“……用谎言代替真理。”（罗马书 1:25）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节经文（哥林多前书 2:14），并且理解保罗在这段经文中教导的总体概念，我们
还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属灵是什么意思？

从严格的教义角度看，灵性对教会时代的信徒而言只可能指一件事：受圣灵充满（以弗所书 5:18）
，
等同于与神相交（哥林多后书 13:14；约翰一书 1:3、6）。这还意味着信徒的生命中没有未认之罪（即
他一直应用反弹，约翰一书 1:9）
，并且，信徒还在圣灵借着信徒魂里的教义带领信徒时将教义应用到
自己的生活与经历中（约翰福音 14:26；加拉太书 5:16）
。
麦克斯·克莱恩在“圣灵的充满：灵性”（《与神相交，第二册》，第二章）一文中进一步阐明了灵性。
在子标题为“灵性和属灵成长必须得到区分”的这篇文章中，作者写道：

“灵性是一件绝对的事物。信徒要么有圣灵的充满，要么没有。约翰将灵性的这两种情况比作或者
行在光明中、或者行在黑暗中的信徒（约翰一书 1:5-7）。我们某一刻或许是属灵的，但我们只要犯了
思想上的、言语上的或显明的罪，就不再属灵，就离开了与神的相交。我们一旦离开了与神的相交，
恢复灵性的唯一途径就是向天父正确地认罪（约翰一书 1:9）。
“属灵生命中的一些事物是相对的，一些事物则是绝对的。属灵成长是相对的。在一所地方教会
中，每一个基督徒所处的属灵成长阶段各不相同：婴孩般的信徒（彼得前书 2:2）；成年的信徒，这类
信徒爱惜自己的魂并已有个人对命运的认知（箴言 19:8；腓立比书 4:11-13）；还有爱神的成熟信徒
（约翰福音 14:15；罗马书 8:28；雅各书 1:12）。与神的相交是一件绝对的事物。一个人要么有与神
相交，要么没有与神相交。一个婴孩般的信徒在其人生中的任何给定时间点中，或许有与神相交，或
许没有与神相交。成年信徒和成熟信徒也是如此。”
哥林多前书 2:15讲的是属灵信徒的领悟能力。“但属灵的人”，这指的是任何由圣灵所掌管的信徒，
要由圣灵所掌管和通过反弹保持与神相交一样简单。与“属灵信徒”形成对比的是“属肉体的信徒”。“属
肉体的信徒”是生命中有未认之罪、并且没有与神相交的信徒。对那注意看他显明行为的人来说，他看
起来或许仍然是属灵的，例如，属肉体的信徒仍能表现得很有道德，有良好的举止，参加教会并参与
教会活动的所有领域，但这些事情都是在没有圣灵的充满之下所行的。他不是用神的力量行事，而是
用“肉体”——也就是罪性——的力量行事（罗马书 8:5-8；加拉太书 5:16-25。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罪性
这则教义，请阅读由楴罗勃牧师所著的 Old Sin Nature vs. Holy Spirit 和《反弹，继续前进》
）
最后一个短语的字面意思是“因为这种事只有借着*人的+灵才能理解”。用在此处的动词是
“anakrino”，意为审问或查出。当一名嫌疑人被带到法庭上，法官会“anakrino/审问”这名嫌疑人，即从
证人和嫌疑人自己的证言中收集信息，以判断这名嫌疑人是否有罪（例如路加福音 23:14，使徒行传
28:18）
。当收集完信息，法官必须对这些信息作出判断，看哪些属实，哪些不属实，从而做出一个决
定。同样的，一名信徒必须“收集”信息（通过持续不断的对教义的学习），判断这些信息是属实的（与
撒但的世界体系和错误教导的宣传、谎言和欺骗形成对比）
，同时用自由意志决定相信这些信息，这样，
这些信息就能被接受进入信徒魂的右叶（见 Z 行动图表）
，成为 epignosis 教义（经过代谢的教义）。

1 Cor 2:15 “

”

1 Cor 2:15 “But he that is spiritual discerns [anakrino] all things yet he himself is judged [anakrino
same verb now in the passive voice] by no man.”

哥林多前书 2:15 “然而属灵的人能判断[anakrino]一切事，却不可被任何人论断[anakrino，同一个
动词，现为被动语态]。”

“然而属灵的人能判断[anakrino]一切事”

此处的“一切事”的希腊原文是短语“ta panta”。属灵的信徒能判断一切属灵的事，并能做出正确的
应用。他学习了属灵之事（pneumatika）
，在圣灵的充满所带来的力量之下，这些属灵之事能为他提供
能力，判断如何将这些事应用到自己的生命和处境中。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完全明白永恒的保障，怎
能充满信心地为自己所得的救赎感谢神、赞美神？他如果没有学习反弹并接受反弹作为自己基督徒生
命的一部分，怎能正确地向神认罪？他如果不明白和信靠与安息的生命有关的原则，怎能凭着信心生

活？他如果不知道和天使的冲突有关的教义，譬如天使学、魔鬼崇拜、时代论或天使的上诉审判，又
怎能在天使的上诉审判中成为基督的精兵？当信徒通过圣经教义的棱镜察验自己的生命和处境，他就
是以批评的眼光去判断，借着这批评的眼光，他就能“察验一切事”（帖撒罗尼迦前书 5:21），就是一切
来到他面前有待判断的事。

“却不可被任何人论断 [anakrino，同一个动词，现为被动语态]。”

这一次，anakrino（现为被动语态）一词可译为“被论断”。任何人都不能论断或批评属灵的信徒，
因为他是根据神的旨意过自己的生活，且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中行事，还达到了一个与他身边大
多数人完全不同的标准。他不根据世界的现状思考或行动，他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目的，并且是受
他对神的爱激励，而不是受罪性的欲望（贪欲）和他周遭的物质世界驱使。

因为属灵信徒的思想与属肉体之人（不论是信徒还是不信者）的思想是相对的，当属灵信徒坚持
自己那深深植根于神话语的立场时，他常常成为人们嘲笑和中伤的对象。这时，他就必须培养属灵自
尊，这样就不会受试探导致以为必须向那些批评他的人证明自己的决定和行为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
中，被钉十架前在大祭司和彼拉多面前受审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模范——祂完全明白自己的目的，明
白自己唯独需要向天父负责（以赛亚书 53:7；马太福音 26:63，27:12-14）。与我们的主形成对比，约
伯在压力下屈服，甚至向他的朋友证明自己是无罪的，这就导致他将注意力从主那里转移到自己身上，
于是就使他没有专注于自己正在经受的证据检验（约伯记 3:1-42:8）。其它提醒我们唯独向主负责、并
且成熟信徒不可受他人论断的经文是：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魂里做*基于你魂里的教义+，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歌罗西书
3:23）

“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耶稣
基督+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
回答说：‘我们必须顺从神，而不是顺从人。’”（使徒行传 5:27-29）

1 Cor. 2:16 “

ββ

”

1 Cor. 2:16 “For who has known the mind of the Lord that he will instruct Him. But we have the mind
of Christ.”

哥林多前书 2:16 “谁曾知道主的思想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思想了。”
这节经文的第一部分引自以赛亚书 40:13。“谁曾知道主的思想去教导他（指祂）呢？”主的思想就
是圣经，在这节经文中称为“基督的思想”。谁知晓圣经呢？谁能明白圣经呢？“谁（who）”是疑问代词，
再回答前面的问题：只有信徒才能知晓主的思想，而知晓主的思想只可能通过专注于圣经教义的教导，
通过借着 Z 行动/帮助领悟的恩典设备吸收基督的思想而来。神在腓立比书 2:5将这一概念当作一道命
令提出：

"Keep on thinking this within you, which *thinking+ is also in Jesus Christ." (Phil. 2:5)
“当继续不断思想耶稣基督里的意念 [ κου σ/phroneo]。”（腓立比书2:5）
希腊词“phroneo”的意思是客观地思考，这里是指根据神的思想思考，不是根据你自己的思想思考。
因为这个词是现在时主动语态祈使语气，所以我们可以将其译为“继续不断思想”。我们受到命令要
思想耶稣的人性所想的神的思想，只有当信徒决定持续不断地学习和应用神的话语，这才能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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