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的定旨。
一 聖經啟示一個新人不是一個單獨的人，乃是一個團體、宇宙的人——弗二 15，四 24，西三 10〜11：
１ 這一個新人乃是團體的神人：
ａ 第一個神人，就是神的長子，是這團體神人——新人——的頭——羅八 29，弗四 15。
ｂ 許多的神人，就是神許多的兒子，是這團體神人——新人——的身體——16、24 節。
２ 我們這些在基督裡的信徒，都與基督是一，成為這個新人；我們眾人乃是這一個新人的各部分——
二 15〜16，四 24：
ａ 宇宙中有許多信徒並有許多地方召會，但只有一個新人——西三 10，四 15〜16。
ｂ 所有的信徒乃是這一個團體、宇宙新人的組成分子。
親愛的弟兄們，在這裡，當你看見一個新人的異象，你就不會在意你在哪裡，你是誰。因為基督是
一切，又在一切之內。當我們起先看見基督的身體，你還可能可以分辨，我可能是手，我可能是口，我
可能是耳；但是說到新人，就沒有任何分別了，完全是基督，基督是一切，祂又在一切之內。所以，我
們是這一個團體宇宙新人的組成分子。
二 這一個新人乃是戰士，與神的仇敵爭戰——弗六 10〜13：
１ 戰士不是召會的身分，而是召會作為新人的一方面。
２ 召會這團體的新人是一個戰士，信徒們一起組成這新人。
３ 我們必須在基督的身體裡，在一個新人裡，打屬靈的仗，絕不能單獨作戰。
我們花一分鐘跟鄰座的弟兄禱告，然後我們可以有一些回應。

第二篇 基督作為人子、第二個人以及末後的亞當，成就神創造人的心意
好，我們來到第二篇信息。這篇信息，這篇信息的確是接續了第一篇。我要說一點話，簡短的話，
使我們能進入這篇信息，這是完全基於這篇綱目。這是一篇精心製作的綱目，我不想跳過，我也不想帶
進太多我自己的感覺。但是，首先，我要繼續說到的就是第一篇信息的負擔；我也注意裡面有個感覺，
就是整個恢復來到另外一個層次，或是來到另外一個點。在已過一百年，將近一百年主的恢復的我們中
間的歷史，從中國開始直到今天，我們說過，主的啟示是漸進的，主的異像是漸進的，甚至主在我們中
間的行動也是漸進的，如果我們還真是主的恢復的話。這裡的點是，在已過二十年，我們把李弟兄的故
事當作在我們中間的一個界碑來算。已過二十年，你可以說，花了二十年的時間，讓主很刻意地把這個
恢復預備好並把眾召會帶到一個點上。現在我們能說到並領會的這個點，靠著祂的憐憫能作出的這個點，
就是一個新人的實際。已過二十年，我要說，有許多的說話，而在這一切說話主要的負擔和要點，就是
將我們帶到能認識基督的身體，基督的身體。我希望今天早上坐在這裡的弟兄們，當我們提到基督的身
體時，不會只是一種挑旺而已，而是有一個，當我們說到基督身體的時候，我們裡面有個扎實的看見。
我感謝主，特別這裡主有一個帶領，有一些的同工擔負一些主要的負擔，在主的話上擔負主要的負
擔，在主在我們中間的職事中領頭，提供了主的恢復在我們中間屬靈的方向，使我們能專注於，堅定持
續地專注在基督的身體這個點上。這並不是說我們已經達到了，我們都有了身體的實際。但這裡使我們
有一個基礎，使我們能來到李弟兄所說的一個更高的關於基督身體的事，就是新人。我要提到一個注解，
事實上，是在第三篇信息裡提到的。所以我也不要深入，我只要用這一個注解作為參考。那就是在弗四
24
的注解說到：脫去舊人，穿上新人。李弟兄說，這卷書，以弗所書這卷書首先啟示召會是基督的身體，
這是在注二第二段。神的國，這是第二；神的家人，這是第三；也是神的殿，神的居所，這是第四。現
在本書也就是在四 24
這裡，本書更進一步啟示召會是新人。請聽並且注意，這是召會最高的一面，最高的一面意思就是沒有
更高的了。當我們說到召會，我們對召會的啟示，甚至我要說，弟兄們，我們召會生活的實行全部有賴
於我們對於這裡弟兄所說的這件事情的領會，召會最高的一面就是新人。所以，或許基於這個點，我們
能說，這是一個終極的，關於召會終極的啟示，在聖經裡關於召會終極的啟示；也可以說，你照著剛才
前一堂課弟兄說的話，這是應驗，甚至也是最終的應驗，召會這件事。在這個時代，在這世代的終結之
前，在主回來之前，最終的應驗。
我不是，我這樣講並不太大膽，這是事實。我主要是要跟你們分享我的感覺和我的負擔。我再繼續
快快說。召會是蒙召的會眾，這是召會作為艾克裡西亞的開始。使徒由此向前說到，神國的子民以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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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的親人，神的國的國民以及神家裡的親人，這就作神的家，神的居所。這些比初步的一面高，但比
不上召會是基督的身體這一面。然而新人比基督的身體還要高。因此召會不只是信徒的聚集，屬天國民
的國度，神兒女的家庭，甚至也不只是基督的身體，召會最後至高至極的一面，乃是新人，以完成神永
遠的定旨。所以，弟兄們說到神心意的完成這個方面來看，召會必須要成為新人，一個新人。這是我們
再回來這個點上，也許主會繼續帶領我們專注在這個點上，一再一再專注在這個點上。我們說到應驗，
召會成為地上的一個新人這件事，這人是神在祂心意裡要得著，甚至是在已過的永遠裡就要得著的，為
著完成祂的心願。
我有負擔，我們要明白這事。因為這與我們能不能作成這負擔有關。我甚至要說到，我們實行這事。
所以這裡說到兩個辭，是非常關鍵的。
一九七七年，我們的領會就是小小的，很低淺的，外在的，我們對於新人的領會是這樣。所以，第
一，弟兄們，我希望在這段日子，我們弟兄們要被帶進一種內在的實際，對於一個新人內在的實際。不
光是，當然在道理教訓上，也是在外在的實行上有一個新人，而其內在的實際也要有，作為一個新人。
這是主恢復所需要的。下一篇信息的最後一個大點也說到這點，主恢復的目標就是要帶進這一個新人。
那是目標，那是最終的目標。
所以，弟兄們我們在這裡不論在印度，或者在地上的任何地方，我們在主的恢復裡獨一共同的目標
是什麼？就是要帶進在地上的一個新人。弟兄們，讓我們都這樣說，讓我們都認同這事，阿們。在啟示
上，這不是口號上、說法上而已，讓這件事不要成為一個運動。我們不是要有一個新人的運動，我們在
這裡要作成一個新人內在的實際，一個新人必須要成為我們召會生活的實際，一個新人必須成為我們日
日活在其中的。你也是，同工們，我們都必須活在一個新人的實際裡，使我們能夠將聖徒們、眾召會帶
進這一個新人。是的，外在說，有許多區域性的事會分開我們。但是，主很奇妙的把這些都移除了，我
們今天都得了自由，我們今天的確有些事情使我們分裂，使我們分開。想想許多的工作，許多的區域，
但是我們來到這次最後一篇信息，這些事情的確還是在我們裡面，象地鼠一樣損害我們。最終，如果沒
有這一個新人的異象，這些細菌不能被去除、殺死。這一個新人的異象要殺死這一切。如果我們要有一
個新人，這些就不能存在，所以這不是一種法，這不是一種運動。李弟兄神聖啟示的高峰，他所說的，
他擔心的是成為我們中間的一種運動，我們要有內在的實際，我們需要把這個活出，我們需要成為一個
新人在我們的生活，在我們的事奉，在我們的工作，在主的恢復裡。
我們需要這一個新人生機的顯現，不僅是把一些東西拼湊起來，組織起來而已。不是你能把外面的
實行作出來的，這就叫作一個新人。那沒有效，那必須是生機的，有生機的彰顯，使一個新人生機地顯
在地上。主的恢復，人數上是少的，人數並不大，但為什麼我們在這裡？為什麼需要在地上有主的恢復？
並不是因為我們是最大的，或者我們最有能力，而是因為靠主憐憫，我們是在這一個新人內在的實際和
生機的彰顯裡。神渴望，神也必須要得著這個，祂才能讓這個世代回來，這個世代結束，祂才能夠回來。
我們講到這件事，讓我們來讀第一篇信息的第四大點，召會作為一個新人就是神心意中團體的人。
弟兄們，請注意，希望在你的研讀時間裡，禱告這個點，用這個點來禱告。很容易忽略這個點，召會作
為一個新人，就是神心意中團體的人。這個新人要完成雙重的定旨，就是有神的形像，（我們知道這是
從創世記一章來的），以彰顯神；並為著神的國與神的仇敵爭戰。這是雙重且重大的定旨，是神在祂創
造人時的定旨。一，有祂的形像以彰顯祂；二，與神的仇敵爭戰制伏神的仇敵，為著神的國。所以，以
弗所書的末了你會看見這兩件事。第一，你看見新婦，新婦，新婦有神的形像，是書拉密女，是所羅門
的複製，與他一樣。所以我們也成為在生命和性情上與神一樣。否則，我們如何能嫁給基督？基督如何
能夠來迎娶新婦？我們如何成為祂的配偶？然後，六章你有戰士，與神的仇敵爭戰，帶進神的國。這二
者都是人。新婦是人，必須是人，必須是女子，與基督成婚；也必須要是人才能夠成為戰士，來爭戰。
所以，是新婦，是軍隊，能把主帶回來。為這緣故，我們必須成為一個新人。所以我希望這一小段話能
將我們將注意力專放在為什麼我們要講這個主題，這裡有負擔，這裡有主的引導，這裡有主當前的心意。
主的恢復來到一個點，要完成要實現神的心意。
好，現在，我們進到綱要。希望你們都有更多時間在會後有見證，信息完見證。這裡沒有時鐘，我
也不知道時間如何，也許弟兄你能幫助我一下。我如果，我應該在十二點半之前講完，所以你們弟兄們
才有半小時能見證並且印證這話，你們都同意麼？我們都需要一同說，講說這件事。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要解開第一篇信息的話，在第一篇信息的第三大點是非常緊要的，這裡要把它解
開。基督作為人子，第二個人，以及末後的亞當，這裡有三件事。人子，第二個人，末後的亞當，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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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督，成就神創造人的心意。所以，這裡很清楚，為使神得著這一個新人，這團體的新人，必須首先
有原型，必須有一個元首，必須有一個榜樣。說明這新人象什麼，這新人是什麼，這新人如何生活為人，
這新人如何行事來成就神的心意，這新人如何彰顯神（作為神的形像彰顯祂），如何擊敗仇敵。那個原
型是什麼？今天早上我們都需要被挑旺讚美主，說，“這原型就是基督。阿利路亞，為著基督，耶穌基
督。”這人，第一個人，亞當，第一個亞當，神照祂的形像和樣式所造的亞當失敗了，非常可怕地失敗
了。他破壞了神的心意，他使神的心意不能達成，他破壞了神創造他的心意。如果亞當能接受，成功地
接受生命樹，把生命樹吃進來，而不吃善惡知識樹，那我告訴你們，亞當就要成為第一個神人。但是，
那沒有發生，因為撒但在作工。因為撒但的詭計，他企圖破壞神的計畫和心意。今天早上我們要再宣告：
“神不能被擊敗。撒但啊，神的心意一定要成就。”我們在主恢復裡，我們要成就神的心意。當那件事
發生在亞當身上，所以四千年來，神的心意是這樣被擊敗。兩千年前，這位不能被擊敗的神來了，來到
這世界，祂作為話成為肉體，神成為人。這人是真實真正的第一個神人。亞當第一個人所失敗的，這末
後的亞當都要成就。第一個人失敗的，這第二個人要完成。所以，在成肉體所發生的，神這話，兩千年
前所成就的不是一件小事。神的那一次的行動，從永遠裡走進時間裡。祂在那一次的作為裡，穿上人性，
穿上人，那是祂的一大步。祂的第一步要完成祂自己的心意，完成祂在創造人的心意。所以今天早上，
我親愛的弟兄們，讓我們都注意到這人。讓我們的眼目都放到這人身上，望斷一切以及於這人，好麼？
我們能不能這樣呢？在我們靈裡，讓我們都注視這人。祂成功了，祂成就了神的心意，因此祂夠資格作
我們的原型，作我們的救贖主，救主。祂是那完美的神，完全之神的像。祂曾經在祂的神性裡；但在成
肉體裡，祂有人的形像。這是何等大的一件事。讓我們再繼續看綱目，我會多多地讀過。
壹 基督是人子、第二個人以及末後的亞當：
你們必須研讀這些點。
一 基督是人子——但七 13，太十六 13，約一 51：
是的，祂的確是神子，祂甚至與神同等，是在神性裡，祂就是神自己。但基督在這一面，為了完成
神的定旨，祂是人子。
１ 沒有人，神的定旨無法在地上成就；要成就神的定旨，基督需要成為人。
沒有人，神的定旨無法在地上成就；要成就神的定旨，祂是人子，沒有人，神的定旨無法在地上成
就，要成就神的定旨，基督需要成為人。基督不能只憑祂是神完成神的定旨，因為神是定義要人來完成，
所以神必須要成為人，祂也在兩千年前這樣成為人。
２ 在成為肉體裡，基督是人子——太十六 13：
ａ 主耶穌既是由聖靈成孕，祂就是神子——一 18、20，路一 35。
因為主耶穌是由聖靈成孕，我們都知道，祂就是神子，祂是那聖者，是在這女子裡，馬利亞裡面所
懷的。祂來到這童女的腹中，但是祂卻是由聖靈成孕，意思就是祂是神聖的，祂是活神的兒子。
ｂ 祂也是在童女裡面成孕，並由童女所生，所以祂是人子——太一 23。
因為祂也是在童女裡面成孕並由童女所生，所以祂是人子。祂真是神，祂也全然是人。祂是神是人，
祂是神人成一者，是神人。在神，祂有神性也有人性。
ｃ 在神的一面，祂是神子；在人的一面，祂是人子。
３ 主耶穌從復活以來，就是在諸天之上，在神右邊的人子（徒七 56）；祂帶著能力和大榮耀，駕著天
上的雲回來時也是人子（太二六 64，二四 30）。
主耶穌從復活以來，就是在諸天之上，在神右邊的人子。今天早上，我要問你們，弟兄們，你們看
見了麼？看，諸天之上，我們看見人子站在神的右邊，人子在寶座上，人子在天上，是人子在管理天地，
是人子在神的右邊，這人就是主耶穌基督。祂在回來時也是人子，在祂駕著天上的雲回來時，也是人子，
要帶著能力和大榮耀來。當耶穌說到祂的回來時，祂是說到祂要這樣回來，從現在起，你們要看見人子
站在神的右邊，人子也要駕著天上的雲，帶著大能力和榮耀回來。那時在天上的那一位也是人子。天地
都要悲哀，他們都要看見人子帶著能力和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回來。祂回來要成為一個人回來，是一
個人要回來。
二 在成為肉體裡，基督是第二個人——林前十五 47：
曾經有那第一個人，是亞當，是第一個亞當。但基督在祂的成肉體裡來了，祂不是作第一個人，第
一個人來過了，他在創世記被創造，但是基督來是第二個人。
１ 全宇宙中只有兩個人：頭一個人亞當和第二個人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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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事實上，在全宇宙中只有兩個人，頭一個人亞當和第二個人基督。
２ 四十七節的“出於天”，指第二個人基督的神聖來源，和祂屬天的性質。
四十七節的“出於天”。林前十五 47
那裡說到，頭一個人是出於地，屬於土；第二個人是出於天。這是什麼意思？這是指第二個人基督的神
聖來源，和祂屬天的性質。你能不能相信，弟兄姊妹們，這裡有一個人是從天而來，祂有屬天的性質。
這一個人，祂的神聖，祂的源頭是神。這一個人被屬天的性質充滿，而不象我們這些人，是屬土，出於
地。那是第一個人，這是第二個人，源頭不同，性質也不同，那就是基督。
３ 亞當是頭一個人，是舊造的元首，在創造中代表舊造；基督是第二個人，是新造的元首，在復活中
代表新造——47 節：
亞當是頭一個人，是舊造的元首，在創造中代表舊造。那是第一個亞當，是亞當。基督是第二個人，
是新造的元首，在復活中代表新造。所以這兩個人，代表兩個創造，亞當——舊造，基督——新造，亞
當是舊造的頭，基督是新造的頭。第一個是由創造所代表，第二個是在復活裡作代表。
ａ 我們這些信徒，因著出生，包括在頭一個人裡面；又借著重生，成為第二個人的一部分——創一 26，
約三 3、5〜6。
我們希望大家都記得這事，我們這些信徒因著出生包括在頭一個人裡面，又借著重生成為第二個人
的一部分，你是不是因此喜樂？阿們。弟兄們，弟兄們啊，我們都包括在頭一個人裡面，我們都從亞當
而出，就是從我們屬人和肉身生命而來。但是有一天，我們聽見福音，我們悔改，我們接受主，就成為
第二人的一部分，在基督裡，在第二個人裡。這是借著我們的重生，借著我們的重生。所以這裡說，在
約翰福音，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人若不是從水和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從肉體生的就是肉體，
從那靈生的就靈。這就是子，我們是個重生的人，我們成為一個再生一次的人，不只出生一次，有第二
次出生。讚美主！為著重生。
ｂ 就著我們是頭一個人的一部分說，我們的來源是地，性質是屬土的；就著我們是第二個人的一部分
說，我們的來源是神，性質是屬天的——林前十五 47。
就著我們是頭一個人的一部分來說，我們的來源是地，性質是屬土的。我們的性質是地，來源是地，
我們就是泥土，是骯髒的，屬於地上的泥土。就著我們是第二個人的一部分說，我們的來源是神，不是
地，是神自己，性質是屬天的。讚美主！下一次我們彼此再相見，我們都常常傾向看別人屬地的部分。
哦，那位弟兄不好看，哦，這個弟兄膚色好象深了一點，那是照著肉體的。這種觀點是照肉體的觀點。
我們彼此相看應該要在新造裡相看，我們彼此看待應該在基督裡彼此看待，你就不會看見所有的斑點、
皺紋，就不會看見我臉上有很多斑點。我們都在基督裡，我們都屬神，也屬天。
三 基督是末後的亞當——45 節下：
這意思就是，基督之後不再有亞當。亞當結束了，亞當了結了，基督是最後一位。
１ 林前十五章四十五節含示兩個創造：舊造以人這活的魂為中心，復活裡的新造以賜生命的靈為中
心。
這些都是很有分量很重的話。你們必須進入，把它解開。舊造，我要再說，是以人這活的魂為中心。
人是舊造的中心，人是活的魂。但新造呢？新造是在復活裡，是以賜生命的靈為中心。誰是賜生命的靈
呢？就是這末後的亞當，祂成為賜生命的靈，祂是復活裡新造的中心。
２ 基督是末後的亞當，含示舊造的了結與終結——45 節下，林後五 17：
今天早上，我們要宣告：“若有人在基督裡。”你們是在基督裡麼？阿們，“他就是新造。舊事已
過，看哪，都變成新的了。”弟兄們，我們是新造。舊造都在十字架上了結，結束了，被對付了。
ａ 舊造結束於一個人，就是末後的亞當。
末後的亞當之後就沒有舊造了。
ｂ 這位了結舊造的人，在復活裡成了賜生命的靈——林前十五 45 下。
今天，這位亞當有個名字，這末後的亞當有個名字，叫作賜生命的靈。所有的舊人，我們這些在亞
當裡的小亞當，我們的名字都叫亞當，在舊造裡都叫亞當。但在新造裡，是賜生命的靈，賜生命的靈。
這就是祂的名，是祂的人位，是祂的實際。在復活裡的基督，這個人，祂是個人，但祂是在天上是新人，
是新造。
３ 借著成為肉體，基督成了末後的亞當，在十字架上受死，以了結舊造；借著復活，祂這末後的亞當
成了賜生命的靈，使新造有新生的起頭——加六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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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未受割禮的，受割禮的，只有新造。因為對神來說只有新造要緊。召會必須是新造，要緊的是
新造。今天主的恢復必須是那新人，就是基督的複製，基督這第二個人，末後亞當的複本。
我們來讀第二大點。
貳 基督的成為肉體與神人生活成就神創造人的心意——創一 26〜27，約一 1、14，路一 31〜32、35，
二 40、52：
所以基督兩千年前成為肉體，但請聽，今天早上你要注意，因為下一段說到的不只是基督的成肉體
那一次的行動，神成為人，話成為肉體。我要你注意的是基督的成肉體，以及，弟兄們，以及神人生活。
祂的生活，我要你們注意的是祂的生活，這人的生活。這第二個人基督的生活，成就神創造人的心意。
你們知道，有時候我們會在天然的方式裡去想，為什麼只來到三十三年半？祂是不是只來三十三年半？
祂就來，然後三十三年半上十字架，死在那裡，就作王了？為什麼？為什麼要來三十三年半？為什麼需
要那三十三年半？為什麼需要那四福音？因為它描繪一種生活，是那種生活，是這人的生活，成就神的
心意。這三十三年半的每一天，祂都在活，祂都注視神的心意，祂在這裡創造一個模型。看，這就是人
該過的生活，這種生活就是神在祂心意裡要成就的。所以祂留下一個模型榜樣，給我們眾人。這就是我
們每一個人該過的生活，這就是召會，神的召會在這個地上該過的生活。這就是在神創造中的人原先該
過的生活，祂也活這樣的生活。
一 基督的成為肉體與神按著祂的形像，照著祂的樣式造人之定旨很有關係——使人能接受祂作生命，
彰顯祂神聖的屬性——創一 26，二 9，徒三 14 上，弗四 24。
基督的成為肉體與神按著祂的形像，照著祂的樣式造人之定旨很有關係——使人，有些點剛才李隆
輝弟兄已經講了，我就不講。這是使人能接受祂作生命，彰顯祂神聖的屬性。這裡又講到兩件事。在我
們這一面，在我們這一面，第一，我們得著祂作生命，接受祂作生命，這是一次的接受，使我們成為得
救的，內在的得救。但不要停在這裡。人得著接受祂作生命，要彰顯祂神聖的屬性。這意思是，要過一
種生活，過神人一樣的生活，來彰顯祂，彰顯神，彰顯祂神聖的屬性。這是何等的生活。弟兄們，弟兄
們啊，我們的確需要研讀這位神人一切的細節，珍賞祂，我們該過怎樣的生活，這是什麼樣的生活，完
成了神在創造人時的定旨，每一個細節。我們都需要在這段時間再細讀路加福音——人救主，來真正的
看見祂如何過生活，如何事奉。
二 人救主由那帶著人性美德的屬人素質所生，為要將這些美德拔高到一個標準，與神的屬性相配，好
彰顯神——路一 35：
你們知道我已經說過，我們就象手套，讓神能進來。我們弟兄們，要創造是有一切人性的美德。神
所創造這些美德是要反映出我們能得著祂神聖的屬性，我們也是為此所造，就象手套有五個指頭，就是
照手的形像造的，讓神的屬性能夠進來。但是這一切都被破壞了，這些都被損壞了。手套壞了，上面的
一個一個指頭都被剪斷了，我們墮落的人性，我們雖然受造，卻墮落的人性是沒有善，無法彰顯神，神
不能進來，神不能借此得彰顯，即使祂造我們是為著那樣的目的。結果人救主在三十三年半裡，你看一
看，祂活這個拔高的美德，達到一個標準，與神的屬性相配，好彰顯神。所以，祂在那裡就是在過一種
人性生活，其實是彰顯神，帶著神聖的屬性彰顯神。
１ 基督既由帶著神聖屬性的神聖素質成孕，以神聖屬性作祂人性美德的內容與實際，祂就充滿了空洞
的人性美德——太一 18、20。
祂自己成為一個人。在那三十三年半裡，祂由聖靈成孕，所以祂有神的屬性，祂裡面有神聖的屬性，
愛、光、聖、義，以及其他的神聖屬性，都在祂裡面。但是祂也因為成為一個人，也在祂裡面有人的美
德。但祂過的生活是完全無罪的人，不象我們。祂過的生活是拔高的，有拔高的人性美德，用神聖的屬
性充滿了祂所有的這個人性，所以那就是祂所過的生活。是，是這種生活成就了神創造人的定旨。
２ 神聖的屬性充滿、加強、豐富並聖別人性的美德，目的是為著在人性美德裡彰顯神。
神或許不是願意憑自己或在祂自己裡面彰顯祂而已，祂要把祂自己在祂所創造的人——這個造
物——裡得著彰顯。所以祂需要人裡面有些東西能彰顯祂，那就是人的美德。祂造人有人性的美德。所
以這一個人耶穌，祂的美德我們在四福音裡都看見了。那些美德不僅是無罪的，不僅是完美的，不僅是
美善的，無瑕疵的，這些美德其實是扎扎實實地充滿了神聖的屬性。事實上，這樣的屬性就是人性的美
德，得著正確的彰顯。所以，弟兄們，真的，當我們看到一些在基督徒中間拔高的人性美德，我們的確
看到的，其實看到的是神聖的屬性，你懂我的意思麼？但是還不是那麼神聖，還是相當的屬人。耶穌哭
了。在這個拉撒路的墳墓面前，那是慈心、憐恤，那是愛，那是關切。但是我告訴你們，弟兄們，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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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哭。在這人裡面是神在哭，你知道我的意思麼？是神聖的屬性，是愛借著人性的美德在耶穌裡面人
性的美德彰顯出來。這就是神所要的人。不得了，何等剛強、何等豐富、何等尊貴、何等高超、何等聖
別的人性美德，是基督所有的。讀一讀這些，一再地讀，你就知道，特別是在路加福音裡。
三 基督借著祂的成為肉體，將無限的神帶進有限的人裡——路一 35，約一 1、14，西二 9。
所以，需要無限的是神。當我們摸到這神，我們所目睹的，神所是的一切，那位無限奇妙的屬性，
是在這個卑微有限的人裡。那就是該有的情形。
四 基督是完整的神，又是完全的人，獨特的兼有神性與人性——利二 4〜5。
我不能再進入太多，關於這方面的真理。但是，我們需要知道祂既是完整的神又是完全的人，這就
是神所要得著的神人。
五 基督是神人，一個神性與人性調和的人——路一 35，腓二 5〜8：
你讀讀這些經節，好不好？
１ 我們在祂裡面看見一切神聖的屬性以及一切人性的美德：
我們是不是看見呢？其實當主在驅趕人，把他們趕出聖殿的時候，我告訴你們，祂也帶著拔高的、
豐富的、神聖的美德，那是神聖又屬人的美德。那是神的憤怒。這裡不只有神的愛，也有神的忌邪，神
的憤怒，在人性，這人的人性美德裡彰顯。
ａ 因為主耶穌由帶著神聖素質的聖靈成孕，所以祂有帶著神聖屬性的神聖性情——太一 18、20。
ｂ 因為主耶穌由帶著屬人素質的童女所生，所以祂有帶著人性美德的屬人性情——路一 26〜35。
二者都有。最終這二者聯結、調和為一。即便如此，仍然有別。
２ 基督的人性生活，乃是一個活神之人在人性美德裡彰顯神聖屬性的生活——七 11〜17，十 25〜37，
十九 1〜10。
弟兄們，我對我們的生活很有負擔。你我，生活，每天的生活如何，我們的生活必須成為基督再次
活在地上。我們還沒有那麼完成神的定旨，我們還不是那樣是新人。
六 基督借著祂芬芳的美德，在祂的人性裡彰顯全備之神豐富的屬性——七 36〜50，來二 17：
１ 基督彰顯出愛、光、聖、義這些神聖的屬性——弗三 19，約八 12，徒三 14 上。
２ 基督芬芳的美德包括祂的憐憫、憐恤、溫柔、和藹、卑微、順從、忠信、真實——來二 17，太九
36，十一 29，林後十 1，腓二 8，羅五 19，林後十一 10。
我沒有時間。請你們花時間讀路加七章，這裡祂如何把那年輕人，讓這個年輕人，使他復活，交給
他的母親，這是滿了憐恤。十章這裡說到撒瑪利亞人的故事，這是主耶穌祂愛，祂是愛鄰舍的。在路加
十九章，是撒該的故事。主眷臨這個稅吏長，這個罪人，住在他家裡，與這些罪人同在。我告訴你們，
一個故事又一個故事，一頁又一頁給我們看見，芬芳的美德，甘甜芳香的美德在這位基督裡面，愛其中
卻是神豐富的屬性。弟兄們，今天我們需要過這種生活，而召會，眾地方召會，要擔負這樣一個團體生
活的見證在地上，然後，我們的主就能回來。
七 基督這第一位神人過人的生活，但不是憑著人的生命在人的美德裡彰顯人——約五 19：
１ 祂不是憑祂自己的心思、意志、情感而活，乃是憑神的心思、意志、情感過著真正的為人生活。
２ 在主的神人生活裡，祂的心思、意志、情感乃是盛裝神心思、意志、情感的器官。
八 主耶穌在祂的神人生活裡，從來不憑自己作什麼（19）
，祂不作自己的工（四 34，十七 4）
，不說自
己的話（十四 10、24），不憑自己的意思作什麼（五 30），也不尋求自己的榮耀（七 18）。
這一位否認己的完美無罪的人，祂無罪，但祂在人性生活裡否認己，祂不活人性的生活。是這樣的
一個人，祂以父為人位，祂憑神聖的生命而活，所以，祂不為自己作什麼，祂不為自己說什麼，祂不尋
求自己的榮耀。那就是神要得著的人。
九 主耶穌在祂的生活中，成就了宇宙中最偉大的事——在祂的人性裡彰顯神——來一 3，約十四 9〜
10。
在祂的生活裡，主耶穌在祂的生活裡成就了宇宙中最偉大的事。這是什麼事呢？一起讀：在祂的人
性裡彰顯神。這偉大的事，這是宇宙中最偉大的事——人彰顯神。人在祂的生活裡彰顯神。
第三大點，我們一同宣讀第三大點。
三 基督的神人生活將祂構成原型，使祂現今在我們裡面得以複製，並得以再次活著——加二 20，腓一
20〜21 上：
我們讀得不太好，聽不太清楚。我來讀給你們聽，基督的神人生活將祂構成原型。請聽，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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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種生活，將祂構成原型，使祂現今在我們裡面得以複製，並得以再次活著。現在你看見什麼是新人，
什麼是是一個新人，一個新人就是重複、複製這第一個神人，複製這獨一的神人。所以我們說到“神人
生活”這個辭，為什麼說是神人生活呢？因為只有那種生活，能使我們，能將我們構成，作為基督的複
製，成為今日的新人。我們需要象祂一樣的生活，讓祂在我們眾人裡面天天再次活著。
一 路加福音記載第一位神人之神人生活的歷史；現今這歷史需要寫到我們這人裡面——林後三 3。
祂創造了歷史，意思就是祂的故事，歷史就是祂的故事，祂——這位耶穌的故事。祂創造了，借著
生活創造了歷史。現在，那個生活，那個歷史要鐫刻到我們這人裡面，就象保羅在這裡說的，他要寫信，
是用活神的靈來寫。所以哥林多人就成為他的信。今天，我們需要這位基督，特別是祂的生活，能夠寫
到，刻到這人裡面，好使我們成為信，成為新人，見證出，再向這宇宙見證出神創造人定旨。
二 當主耶穌拯救我們的時候，祂乃是作為那有神聖屬性所充滿之人性美德者，進入我們裡面——路二
10〜11、25〜32，十九 9〜10：
主耶穌進到我們裡面。祂來是完整地進來，祂來是帶著祂神聖的屬性和人性的美德，帶著祂的成肉
體，帶著祂的人性生活，帶著祂的死，帶著祂的復活，帶著祂的升天，帶著祂的美德，並且帶著那被神
聖屬性所充滿的人性美德，進到我們裡面，是完完整整地進來。
１ 祂是賜生命的靈，進入我們裡面，將神帶到我們人裡面，以神的屬性充滿我們的美德——林前十五
45 下，六 17。
２ 這樣的生命從裡面拯救我們，拔高我們的人性美德，聖別並變化我們——羅五 10，十二 2。
這就是為什麼今天我們說基督徒生活就是基督再次活在我們裡面，這位基督再次在我們裡面長大。
這位基督在我們裡面，擴展到我們這人的每一部分，到心思情感和意志裡，甚至甚至充滿我們人性的美
德，用祂那滿了神聖屬性的人性美德所充滿。親愛的弟兄們，這樣我們就得聖別，這樣我們就被變化，
這樣我們甚至能被模成神長子的形像。
三 那活在我們裡面的基督，仍是那有神聖屬性所加強並豐富之人性美德者——加二 20：
這位基督活在我們裡面，仍是那有神聖屬性所加強之豐富人性美德者。下一次，當我們再說，基督
活在我們裡面，想想，那是什麼樣的基督。哦，這是一位豐滿的基督，包括祂的生活，這位基督活在我
裡面。主對約翰說，我活著正如你要活著。祂曾經活著，祂今天也要活在我們裡面，我們也需要活祂。
基督徒生活不是模仿，基督徒生活不是道德行為，那不是基督徒生活，基督徒生活是活，是再次活這位
基督，我們知道，
１ 分賜到我們裡面的基督，乃是帶著神聖屬性之神聖性情與帶著人性美德之屬人性情的組成——四
19。
２ 基督現今尋求在信徒裡面，過祂在地上所過的那種生活；祂在我們裡面仍然過著一種神聖屬性與人
性美德所組成的生活——約十四 19 下，林後十 1，十一 10。
基督現今活尋求在信徒裡面，就是我們所有的人，過祂在地所過的那種生活。祂渴望再次活在你裡
面，我裡面。在我們每天生活最小的事上，祂都要再活一次。此刻，在你我，借著你我活出來。不只是
祂自己而已，而是團體地在我們眾人裡面活出來。祂在我們裡面仍然過著一種神聖屬性與人性美德所組
成的生活。祂還活著，在我們裡面。弟兄們，讓祂活吧。讓你活出，讓你活在我們裡面，讓我們與祂配
合。
四 我們若要成為第一位神人的複製並活基督這位神人，就必須在靈裡由是靈的基督重生，在魂裡被是
靈的基督變化——約三 3、6，林後三 18。
我們若要成為第一位神人的複製並活基督這位神人，就必須在靈裡由是靈的基督重生。這是那一次
發生的事。並且，並且在魂裡被是靈的基督變化。當我們被變化，被這位是靈的基督所變化，那是在魂
裡。這就是問題所在。這一個地方，這一個區域是基督要能活出祂自己的地方，我們需要基督的心思，
我們需要基督的情感，我們需要基督的意志，在我們的魂裡。
五 當我們愛主、追求祂、與祂有交通，我們也就自然而然地活出一種光景，是人無法形容的：
你同意我麼？我們都有某些經歷，也許不是那麼的充分，但是我們都有些經歷。當我們過這種完全
與這位神人是一的生活時，我們活祂時，我們追求祂，我們與祂有交通，我們與祂交通，與祂禱告，就
發現自己自然而然活出一種奧秘的光景，是人無法形容的。這是我們該活的生活。這就是人該有的樣子。
就是當人與神是一的時候，那種情形，那種光景，是能完成神創造人以彰顯祂的定旨，並且能代表祂的
這個定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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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我們不憑環境，乃憑裡面主的感動、引導而生活——腓二 12〜13，四 11〜13。
２ 當我們向主敞開，愛慕祂，願意和祂聯結為一，我們就被祂充滿、被祂佔有，而活出神性的榮美和
人性的美德——林前二 9，六 17，腓四 4〜9。
但願這些事物的實際成為我們眾聖徒的實際，成為眾召會所有召會的實際，阿們麼？那就真會有在
地上的一個新人在主的恢復裡。
請有點禱告，我們還有相當的時間讓弟兄們上來說一點話。我們還會有開頭和結束的弟兄。現在我
們先禱告。

第三篇 一個新人的創造與產生
有時候我們下午訓練的聚會都會比較困難，因為我們都有點累了。盼望我們眾人都格外的操練，讓
主有路，賜生命給我們的全人。阿們。
如同弟兄在上一堂開頭把我們指向頭一篇信息，我也要在這一堂聚會，同樣的把我們指向前一篇，
就是第二篇信息。在第二篇信息我想要念兩個點。在第二篇信息講到：“基督作為人子、第二個人以及
末後的亞當，成就神創造人的心意。”第二大點，我們可以一同讀：“基督的成為肉體與神人生活成就
神創造人的心意。”我的弟兄們，你們對這個點印象深刻麼？不僅是祂的成為肉體，更是基督的神人生
活。若是我們的主一成為肉體，就是三十三歲半，那會是何等大的損失。我小時候也是這樣想，講到救
贖的故事，實在摸著我的心。我想說，“主啊，如果你來的目的就是為著這個，你為什麼不要一來就跳
上十字架，這樣就結束了呢？”直到後來我才慢慢曉得，神人生活這件事，頭一個神人的神人生活，弟
兄們，是何等的寶貝。
我們再讀另外一個點，然後我要讀弟兄在上一堂讀的，就是第九中點，我要讀第九中點：“主耶穌
在祂的生活中，成就了宇宙中最偉大的事——在祂的人性裡彰顯神。”宇宙中最偉大的事，不是第一次
的創造，最偉大的事乃是這一位神人在祂的人性裡彰顯神，這乃是新造，這成就了宇宙中最偉大的事。
然後，我要再講陳實弟兄上一篇所讀的弗四 24 注二。如果我們能夠讀，先讀經節。以弗所書四章二十
三到二十四節：“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裡得以更新，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在那實際的義和
聖中所創造的。”在注解中，24 注二，李弟兄進一步地發展，召會的啟示在以弗所書中的各面。這邊說，
“召會是新人。這是召會最高的一面。”在這篇綱目裡也會發展這點。接著在注解還講到，“召會最後
至高至極的一面乃是新人，以完成神永遠的定旨。”我要點出這個注解的最後一句話，“這新人是使徒
這段勸勉的中心。”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留意過這句話。“新人是使徒這段勸勉的中心。”這一段就
是十七到三十二節的勸勉。
以弗所書它的結構，保羅在寫的時候，第一段是講到異象，後半是講到經歷或實行，或是這個異象
實際地活出。新人是在第二章首先啟示出來，然後到四章再次地啟示。但是這兩次的揭示非常的不同，
揭示出新人的兩面。在二章，你看見新人的創造，這就是第三篇信息的篇題“一個新人的創造與產生”。
在第二章我們有一個新人的創造。在第四章，我們有的其實是一個新人的產生，就在於信徒的生活。我
必須坦誠，在我這周很詳細地進入這篇信息之前，我並沒有太多印象。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在公會，
我知道我們要有善良，柔細地彼此照顧。在第四章講到我們不要偷竊，生氣不可到日落。但是弟兄們，
你有沒有看見保羅是在這一個上下文中啟示出一個新人。我們知道有舊人的生活，是按著那虛妄行事為
人。然後他說，但你們不是這樣學了基督。二十一節：“如果你們真是聽過祂，並在祂裡面，照著那在
耶穌身上是實際者，受過教導。”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有一個注解，我想我們都熟悉這個注解，但我不
曉得你有沒有把這個注解聯于新人的生活。這個注解說，“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是指耶穌一生的真
實光景，如四福音書所記載。”這是什麼呢？那其實就是第二篇信息的內容，這第二個人，頭一個神人，
祂的生活。弟兄一直把我們指向路加福音，那一個吸引人芬芳美德的人性生活。弟兄們，那是我們的模
型，必須重複、複製在我們身上，我們的生活上。不只成為我們的異象，更在地上實際地活出來，那就
是新人的生活。這些話實在非常震撼我。我們需要內在的實際，也需要生機的顯出，生機的彰顯。
是的，主在已過十七、八年間，或是在這四十多年間作了許多事，叫我們裡面有一種回應，看見這
實在是黃金的時機，讓主，或許祂終於得以將新人作出來。新人將會成就，因為祂啟示在主的話中。無
論是借著我們，還是要借著別人，主都要完成這件事。李弟兄從前，他講過這樣的話。他說，因著現代
科技的方便，世界越來越小。他這樣說，這是主產生新人的黃金時機。然後他接著說，然而，若是主在
一九七〇年代不能得到這個，祂要在八〇年代；若是八〇年代不行，就在九〇年代；九〇年代不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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