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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科技的進步，在各地、各種環境情形中的聖徒們，現今有可能在實際並實行上成為一個新人。
弟兄們，當我們在這裡的時候，先前我們聽見這個報告。週一，有許多的弟兄們從週一開始可以聽
所有的信息，這是不是很美妙呢。他們每一個都可以聽說，聽同一件事，說同一件事，能夠有實際並實
行上成為一個新人。從前，李弟兄講信息的時候，這是不可能的，但是現今世界變得這麼小，提供了一
個新人出現的環境。但是要有一個新人的實際，我們內在的情況需要與主主宰的安排相配。願我們取用
祂的恩典，與祂配合，讓祂長大，讓祂擴展，使我們在心思的靈裡得以更新，穿上新人。
六 當一個新人得著成全，那就是主回來的時候，並且這個得成全的新人要成為新婦——啟十九 7。
弟兄們，我要讀一段話，這是“一個新人”裡面的一段話，是第二章的最後面，最後一個點，最後
一段。“按照歷史和聖經來看，文化總是配合神的心意。墮落的人類文化雖然不屬於神，但神主宰這一
切。神已將人的文化從大海帶到大洋，並且淩駕大洋之上而達到天空，目的乃是為著成全新人的定旨。
地上的一切都為著成全這新人。今天因著有世界政治、科學發明、現代化的交通和通訊、以及我們對語
言的領會，世界已經縮小成為一個小球體。幾乎沒有什麼可以攔阻新人得著成全。今天一切都成熟、準
備就緒、預備好為著新人的產生。我們都必須看見我們在哪裡。我們處在末了的時刻，這是最珍貴的時
刻；這是為著主恢復的正確時刻。我們必須開廣我們的視野。只有一個新人，在這新人裡，沒有任何人、
事、物有任何地位，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阿們。
禱告：哦，主耶穌。主啊，賜給我們你的恩典，在我們裡面長大，願這新人在我們裡面，在我們靈
中長大，在我們裡面擴展，使我們在心思的靈裡得以更新，使我們有一個新人的內在實際，有實際的彰
顯。
弟兄們，我們與身邊的人兩兩禱告。

第四篇 為著一個新人，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
親愛的弟兄們，讚美主！我們現在繼續來到第四篇信息。這篇信息乃是要說到“為著一個新人，接
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弟兄們，在前面幾篇信息也提到這件事，你們也說了一些話來印證。這是在經
歷上非常重要的一點，使我們能夠與主合作，產生一個新人。我們有一篇非常美妙的綱要，我們要看過
的。前面的信息說過，這一個新人乃是神的傑作。我們可以說這篇乃是傑作中的傑作。我願意和你們一
同用一幅圖畫，或者一幅地圖來思考這篇的綱要。用這樣的一個地圖來引導我們，來看我們如何走過這
條道路，來產生這一個新人，帶進主的回來。首先，我們有篇題和大點，這是這幅圖上面的站口。每一
點都是逐漸加多的。就著我們的經歷和對主的合作來說，更多地說到一個新人的實現。所以我要把這些
大點念給你們聽。然後，再濃縮地說到裡面的中點；然後我們再回頭來看那些細節。
弟兄們，首先這個篇題，請注意，這裡有一個介係詞“為著”，為著一個新人。我願意向你們指出，
對我而言，我也提供給你們這個介係詞“為著”，帶著或者含示著，三個重要的含示，給我們看見接受
基督作我們的人位，是多麼重要。這三個含示的點：第一，先決條件；第二，是重要的憑藉；第三，是
馨香的。
所以，在這次訓練的總題，我們看見一個新人乃是為著成就神整個永遠的定旨，神整個的經綸。所
以我們在這篇的篇題“為著一個新人，接收基督作我們的人位”，我們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是為著一
個新人。這就是說，接受基督作人位，是非常非常重大的，意義重大，非常有分量的一件事。因為按著
文法來說，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乃是為著成就這一切，神永遠的定旨、神的經綸。所以就著先決條
件這一方面來說，就是這個介係詞“為著”所要表達的。也就是說，我們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結果
乃是為著產生一個新人。我們可以說，如果我們在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這件事上作不到，也就是說我
們只明白祂的道理，甚至我們是明白了，我們也珍賞了，然而如果我們沒有這個經歷，這樣我們就不可
能達到一個新人。所以弟兄們，當我們來看這篇綱要的時候，我們但願是頭一次看見，或者如同頭一次
看見。我們要看見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我們要謹記，這是必須的，這是極其重要的，這是一個先決
的條件，必須達到的，才能夠成就神的定旨。
第二，這個“為著”也是一個因由，能夠作為一個憑藉，帶進一個結果。這也就是說，我們這整個
訓練，這九篇信息，我們不願意只是在理論上來看見這一件事。我們不願意我們今天來看的這些信息。
再過二十年，我們回頭來看，“哦，我們記得二十年前，我們已經說過了，我們也差不多就是同樣的樣
子。”不是的。我們願意這個帶來一種的不同。可以說，借著我們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我們就加速，
我們就導致一個新人的產生。所以這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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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個點我要說的，當我們來看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這件事，我們的眼光是向著一個新人。我們
必須要有一個感覺。這個感覺是什麼呢？這裡的氣氛是什麼呢？我們裡面，當我們想到一個新人，當我
們為著這一個新人一同勞苦作工的時候，我們裡面的感覺是什麼呢？所以，我用“馨香”這個辭。我們
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乃是一件愛的事，把我們帶到一種馨香、甘甜的味道裡面，使我們看這件事，是
我們所渴望的。我們裡面一直有這樣的一個渴望，這樣的一個衝動，要作這件事。這就是這篇篇題要給
我們看見的。
首先，如果這一個新人是包含也代表神計畫的成就，神經綸的成就，如果我們經歷基督作我們的人
位能夠帶進這個，能夠產生這個，也就是說神經綸的一切內容就能夠聯於我們經歷基督作我們人位的這
個經歷。這是我們個人的經歷，這個是親密的、甜美的、可愛的經歷。所以，我盼望我們都有這樣的一
種感覺，這樣的一種傾向。當我們在一地，或者超越各地，在作這件事的時候，我們裡面有一種深的感
覺，就是主馨香的同在。所以我們應當檢核一下，我們是否有這樣一種馨香的空氣和感覺？
當然，前面三篇信息都是指向這一件事，一個新人乃是召會。在以弗所書所說到召會至高至極的一
面。第一章是說到那是三一神分賜的結果，是那個輸供。這位升天超越的基督輸供的結果產生身體。從
那裡我們開始來看身體各個不同的方面，直到我們，至終達到一個新人，作為至高的一面。弟兄們指出：
當你達到這個最高的一面，達到這個最完美的發展，那是這成熟了，完成了，終極了。但是至終就是要
產生新婦。當我們達到這個新人完全成就的時候，在啟二二 17
就說到，那靈和新婦。我們作為神團體的子民，召會就要準備好進入永世，我們就會有一種馨香的感覺。
她乃是新婦，為著新郎的滿足。所以當我們達到成熟，達到一個新人最終的描述的時候，他說到，新人
已經發展到了這樣一個地步，成為新婦。這必須有這樣一種甜美的感覺，有一種芬芳的氣味。所以，當
我們來在一起的時候，一同禱告的時候，但願我們能夠注意到，我們有沒有缺少這一點。這是我要點出
來，從這篇篇題裡面所含示的點。
在一九七〇年代早期，李弟兄開始說到，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其中，有一次，他說，雖然我講
這件事講了多少年了，但我沒有把握我們有多少進展。弟兄們，我們不能容忍這樣的一種情形繼續下去。
主當然也不願意看到我們是這樣。你們想一想，主是否等待著要作一件事，把我們稍微翻轉，叫我們有
這樣的一個改變，有一種的突破。弟兄們，你們在接受基督作人位的經歷上，現在你們如何呢？我們是
否都該承認我們在這點上是非常短缺。我願意建議，就在這個時候有一點的禱告。我要禱告，“願主使
用這個時間，就是這次在印度的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來作這件事，有一個突破。”弟兄們，你們
同意麼？你裡面有這樣的一種攔阻，叫你在接受基督作人位的經歷上無法往前呢？我們不願意我們裡面
是有這樣子的一種靜止不動的情形。我們願意我們裡面在這件事上被對付，被摸著。我們要求主使用這
篇綱要，也使用這個訓練，來翻轉我們一點，改變我們一點，使主能夠在我們的裡面得著祂所渴望與我
們這樣的一種關係，祂能夠說，你接受我作你的人位。因此，我們有了這麼一個觀點，我們現在來看這
篇綱目的重點。
第一大點指出，我們為什麼需要接受祂作我們的人位。當我們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祂住在我們
裡面。從我們重生的時候，我們就寶貝祂。祂住在我們的裡面，等待著我們在經過一件一件的事上，在
我們的基督徒生活和召會生活裡面，祂等待著我們接受祂作人位。當我們這樣作的時候，我們就有一種
馨香的感覺，我們就有一種可愛的經歷。我們和祂在這個召會的裡面，祂就帶我們脫離我們天然的組成。
我們接受祂作我們的人位。為什麼我們都需要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我把這個當作一個問題，從這個
第一大點我是這樣問。好，這個第一大點說：
壹 為著新人，我們都需要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弗二 15，三 17 上：
在這裡，我們有兩處我們很熟悉的一篇一篇綱要一再引用的經文，弗二 15
，關於一個新人的創造；還有三 17 上，說到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也就是讓基督安家在我們的心裡。
祂安家在我們心裡，我們接受祂作人位。這裡說，我們都需要。這裡說到我們都，這個“都”是聯於西
三 10~11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我們都，英文是“我們眾人都”，也就是這個新人一切的構成分子
都需要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在我們所服事的地方，我們當地的聖徒們，也許沒有這樣的領悟，也不
太有負擔接受基督作人位。如果是這樣，如果他們沒有看見這件事，在你的經歷裡面，主導著你，引導
你往前。作為領頭的人，如果我們沒有接受基督作人位，我們就不可能達到我們眾人都接受基督作我們
的人位。所以，這裡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這第一大點要成就，首先要成就在我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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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我們都，指著我們眾人。不是僅僅指服事的弟兄，我們配搭的弟兄，或者比較有追求的聖徒。
這裡的我們都，這個“都”是指著眾聖徒。所以我們需要有負擔為著所有的聖徒，個人的、親密的、情
深的在主的面前有這樣一個定意，為著成就祂永遠的計畫，接受祂作我們的人位。召會中的青年人，他
們太年幼了麼？不能接受基督作人位麼？這裡說“我們都”，我們眾人都需要。在那本書“為著召會生
活接受基督作人位”，至少有五次，李弟兄說到，青年人並不會太年輕而不能接受基督作人位。所以，
我們不當把年輕人作為例外，那麼年長的又怎麼樣呢？當我們鼓勵聖徒接受基督作人位，會不是會是這
些年長的，他們已經老舊了，他們年老了，他們沒有辦法作什麼呢？不！弟兄們，年長聖徒在神的經綸
裡是沒有退休的，他們更需要接受基督作人位。在一個地方召會裡，能夠有這些作父親的，作祖父母的，
如果他們在接受基督作人位的經歷上能夠繼續不斷地往前，那是何等美好。至終我們眾人都要包含在這
件事裡面。
下面的中點，弟兄指出接受基督作人位的某些方面，是我們沒有常常想到的。所以我要作一個總論。
不過首先我要，還是回到我剛才所說馨香的這方面。我覺得李弟兄是來到接受基督作人位這件事，祂是
何等的馨香甜美。他有一次見證，他說，弟兄們，聖經裡有一些經節，那是無法形容的深奧。你讀的時
候，你以為你明白了，光照亮，你就發現，這話向你開啟了，這裡面有更多。所以他說，有一天，他讀
弗二 15
，大光臨到他。當他讀弗二 15
的時候，“好把兩下，在祂自己裡面創造成一個新人。”十六節說到和好。“使兩下在一個身體裡與神
和好了。”他說，這裡說到一個新人和一個身體是交互使用的。但是這必定有意義，用這兩個辭。為什
麼不說兩下在一個新人裡與神和好呢？不，那是說“在一個身體裡”。他說，那個光臨到他，使他看見，
是的，在身體裡，你有這些人形成一個身體。在十五節，“在祂自己裡面創造成一個新人”。他就在想
這裡的分別，十五、十六節的分別在哪裡呢？一個新人和一個身體的差別在哪裡呢？他說，是的，一個
身體有生命，但身體不會走出來過生活。一個新人，一個新人只有一個人位。這一個人位有一個身體，
這一個新人會過生活。說到身體，不一定說到在這一個團體的裡面只有一個人位和一個生活。但是在一
個新人裡面，這是必須的。基督把這一切的構成分子形成這一個團體，在這裡面，只能有一個人位和一
個生活。當你把這些擺在一起的時候，你可能說，按照文法，這是可以領會的，你可以達到這樣的一個
結論。但是，弟兄們，我感覺我裡面也有一種的遲鈍，沒有看見這裡有一個無法測量的、極其深奧的關
係。神和基督作為創造者，願意在團體的一面，也在我們這些構成分子的個人的一面，祂要那樣的與他
們親密的關係，作他們的人位。這是這樣的主觀，這樣，我們眾人就能夠一同的生活。這種的生活，等
下我們會看見，指明他們的關聯，不是只是外面客觀的，乃是彼此互相的有一種的知覺，互相的珍賞，
互相的託付，互相的注意，互相的服從。他們能夠這樣不受打岔，繼續地這樣往前。這就是接受基督作
我們的人位。我們需要與祂有這樣馨香的關係。當我們在實行神命定之路，當我們在開展主的恢復，當
我們為著主的權益一同勞苦的時候，我們需要有這樣的一種馨香的關係。
在下面的中點裡，有一點，在一個新人裡只有一個人位。在這一個人位裡，在這一個新人裡，你我
沒有地位。在這一個新人的裡面，基督是一切。所以，這裡有一個個人的關係。西三 11
，“在此，並沒有……”。“在此”就說出新人乃是一個地方，在這個地方裡面，能夠有一種互相的生
活。在這個地方，只有一個的人位。所以你可以說，這一個新人乃是一個人位，作一個地方。這個是一
個人位地方。這個人位地方乃是被基督充滿的。這個地方夠大了，因為你可以生活在這裡。你可以想像，
生活在一個地方，你周圍看一看，一切都是基督。這就是一個新人。充滿了基督，只見耶穌，就在這裡。
但是歌羅西三章也說，在此並沒有。“並沒有”，是說你在這裡沒有地位，在這個地方。下面的中點還
會指出，這個新人，我們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基督是在你的裡面。在這個人位地方裡，並不是說你
就被銷毀了，你就不存在了，這個新人在主復活的時候，也在你相信的時候所經歷的。這個完成的新人，
就進到你的靈裡，活在那裡，一直生活在那裡，並且在等待你接受祂作你的人位。所以，這裡有一個範
圍，我們可以在其中生活。這個範圍作為一個新人也進到我們裡面。當我們珍賞這個新人是一個人位，
我們來接觸祂，有意地接觸祂。很奇妙的，祂就在我們的裡面開展。我們也就能夠擴展到祂的裡面，生
活在祂的裡面，聯於祂。這樣一種美妙的生活，就是我們眾人都該有分的。
當我們有了這樣的經歷，我們接觸基督作為這一個新人。如今不僅是一個新人的頭，乃是這一個新
人一切的構成分子。這個完成的新人，已經進到我們的靈裡。我們接觸這個人位的時候，我們的眼光完
全不同了。我們在不同的地方，我們在不同的召會裡，我們看所有的聖徒，他們都包含在這個如今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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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裡面的人位裡。所以下面的中點說到，我們顧到身體其他的肢體，超過公會裡面的想法，就是我們
彼此相愛等等。在身體裡面，如果我們對某些人不高興，我們只是容忍。但是在這裡說到，我們乃是親
身地聯于元首和祂的組成分子。我們在調和的靈裡摸著這位，我們對於我們的地方，我們召會的弟兄姊
妹，都會有一種新鮮的看見，我們之間會有一種那樣親密的一的光景，是前所未有的。所以為著一個新
人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這一件事就叫我們脫離一種間歇性的生活，就是我們偶爾要放假，離開基督
去度個假。我們只是偶爾接受祂作我們的供應。當我們摸著我們靈裡的這個人位的時候，享受祂作人位，
並與祂一同生活，我們就不會有間歇的，上上下下的這種的經歷。乃是說，我們與主的接觸是更堅定的，
持續的，是更堅韌的。
一 在一個新人裡，只有一個人位，就是基督——17 節上，四 24。
二 我們需要看見，召會乃是一個新人，在這新人裡我們沒有地位，因為基督是一切——西三 10〜11。
三 基督是在我們眾人裡面作一個人位；因此，我們大家只有一個人位——加二 20，西一 27，弗三 17
上。
祂是我的人位，祂是你的人位，祂是我們大家的人位。
四 在新人裡，我們眾人乃是一個人；眾人是一個人，這要求是極高的——西三 10〜11。
這極高的要求乃是，我們要努力，這個極高的要求怎麼達到呢？乃是我們要被這位美妙可愛的一位
奪取了，我們在調和的靈裡，接觸祂，接受祂作人位。這個極高的要求就是一個新人裡的一，就能夠在
眾地方召會裡，在眾人中間得以維持。
五 新人不在於肢體（羅十二 4〜5），乃在於人位；所以我們都需要問：“誰是我的人位——是我還是
主耶穌？”
所以這就把我們帶到這一件事，在一個新人裡，有一件極重要的事。這裡有一個人位，祂是有一種
知覺的。如果我是一個人位，我碰到一個人，好象他都不存在那樣，這個就會冒犯那個人。當我們接受
基督作我們的人位，我們對祂是有知覺的，有感覺的。有時候，你一天之中到底有多少時間是很活躍地
感受到祂在哪裡呢？有時候你沒有感覺。並不是說祂退去了，有難處了，祂生你的氣。也許有可能是這
樣。但是大多數的時候，是因為你忙於你自己的事情，所以你對祂沒有感覺。你知道這個關係是極其個
人的，親身的，這個含示著我們對祂有一種知覺。當我們問，誰是我的人位？是我還是主耶穌？這意思
說，這時候我感覺到什麼呢？很多時候我們只感覺到我們自己。接受基督作人位這件事上，我們乃是向
著這個方向。祂對我們是那樣的重要，並且祂與我們之間要維持這樣一種的馨香，使我們能夠維持與祂
有這樣的一種的感覺。主，我愛你，你是我的人位，你是我的人位。
六 神所關切的乃是我們是否憑基督而活，並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約六 57 下，腓一 21 上，西三
4，弗三 17 上：
這裡引用的經節給我們看見，我們活基督的路乃是，我們常常說到活基督，怎麼作呢？我們接受祂
作我們的人位來維持這種的生活。我們對祂是一直有感覺的。約六 57
說，主因父活著，我們也要因主活著。所以這還是回到我們要接觸祂，聯於祂。當我們接觸祂，我們就
因祂活著。這個就是借著我們接受基督作人位而產生的活基督。西三 4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當我們接受祂作人位，祂才是我們的生命，我們才接受祂作我們的生命，來為著
這一個新人的經歷。這樣祂就有自由在我們裡面安家。
１ 我們不該僅僅吃基督的豐富，好將這些豐富接受並吸收到我們這人裡面而已；我們也該讓基督作我
們的人位——8、17 節上。
我們有需要的時候，就呼求主，接受祂的供應。我們要從祂得著滋養。我們接受話來供應我們。有
需要的時候，我們這樣作。我們更需要接受主作我們的生命。當我們接受主作我們的人位的時候，並不
是說我們過我們的生活，只接受祂作一種的資源來維持我們的生活。我們乃是專注於祂，我們乃是這樣
與祂聯結在一起，祂就來供應祂自己給我們，應付我們一切的需要。
２ 我們不僅該接受基督作我們的生命，也該接受祂作我們的人位。
我們接受基督作生命，我們有可能沒有接受祂作人位。但是如果我們是這樣親密、滿了情愛地與祂
接觸，我們就接受祂作我們的人位。在會幕的聖所裡，我們享受基督的一些事物，至終，我們就進到至
聖所享受神自己。我們的至聖所就能夠擴大，擴大到包含了整個的聖所和聖所的供應。所以，當我們得
著這個人位，我們就得著聯於這個人位的一切。這裡有一件喜樂的，歡樂的實行。歡樂的實行就是我們
能夠百分之百不活在我們的人位裡，這就是一種的遷移。好象是一種的伎倆去作一件事，事實上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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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為著一個新人實際的出現，舊人的整個人位就必須除去，並且我們必須憑我們的新人位而活——羅
六 6，加二 20，弗四 22〜24，三 17 上：
我們整個舊人必須除去。我們常以為我們除去舊人，乃是直接對付舊人，否認這個舊人。但是，我
們也會發現，當我們要對付這個舊人、否認這個舊人，我們就更在這個舊人的裡面。這就好象有些國家
有這些市場，人在那裡賣東西，他要賣一些你不想要的東西。他們很堅決，所以他們一直要你買。你就
叫他們走，叫他們走，但是你叫他們走，就給他們機會一直纏著你，結果你就買了。這是一個例子，說
明那是沒有辦法。但是你有一個辦法，就是根本不要理他，不要跟他有什麼接觸。你就是不要管他，他
就會走掉了。
所以我要除去我們整個舊人，就是我們不需要直接對付舊人，我們只要聯於主作我們的人位。在我
們的生活裡，是那樣個人地、情深地被祂吸引，被祂奪取，結果舊人就被撇在一邊了。所以，這包含著，
當我們被祂的榮美吸引的時候，當我們接觸主的時候，享受主的時候，我們就離開了，不聯於我們的舊
人了，我們就聯于我們的新人，我們就有一種的轉移。這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這裡是一個的轉移。我
們常常需要這樣的一個轉移。
關於接受基督作人位，有兩方面。當我們轉移來接觸主在我們調和靈裡的內住，我們要主動揀選祂，
接受祂作我們的人位。我們主動地接觸祂，我們也就這樣持守著祂。我們在調和的靈裡面接觸祂，祂就
得著入口，可以進到我們的裡面，我們就得著加強到我們裡面的人力，祂就能夠在我們心裡安家。這樣，
我們就在另外一面接受祂在我們的心裡。所以，這個就是兩方面，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
這個轉移就好象人之間的追求。一個年輕人追求一個女子的時候，在某個時候，他對這個女子感到
興趣。所以，他就要有一個轉移。他不要一直顧到自己，他要轉移來顧到這個女子。這個追求就開始了。
如果這個追求是成功的，這個吸引就越過越加增。這個男子就越喜歡跟女子在一起，越過越喜歡，更多
更多。他就從他自己裡面轉移出來了，轉移到更注意這個女子，更多與她聯在一起，更顧到她。這也就
是我們為著一個新人，從活在我們的舊人裡面轉移到活在新人的裡面。每一次我們被祂吸引的時候，有
這樣一個積極的結果，這樣滿了供應，我們就會渴望再來這樣地經歷祂。所以我們就逐漸地轉移了。當
祂更多在我們心中安家，我們對祂的感覺就越過越加強，我們也就越來越被祂吸住。我們就盼望更多更
快地轉移，這個循環，這個轉移的循環一再地發生。我們至終就被轉移過去了。我們現在已經完全轉移
過來了。我已經不需要說，啊，我發脾氣了，我要從舊人轉移到新人。我們要見某人之前，我們最好小
心一點，免得發脾氣。所以我們有一些歡樂的生命的實行。呼求主的名有這樣的一個功用就把我們從我
們的舊人裡面轉移出來到新人裡。所以每一次我們呼求，我們的感覺越加深，這個馨香越過越加強，這
就把我們從我們的舊人裡面，舊人的框架裡面帶出來了，把我們轉移到新人的裡面。這些生命的實行，
呼求主名，禱讀主話，都是幫助我們從舊人轉移出來到新人的裡面。
好，我們來看這些中點。
一 我們知道從前的人位已經釘了十字架，就不該再在那個人位裡，憑那個人位，或同那個人位而活——
羅六 6。
二 我們必須否認我們從前的人位——“舊人”和“外面的人”——並憑我們的新人位——“裡面的
人”——而活——弗四 22，西三 9，林後四 16，弗三 16。
三 我們作基督徒的標準不該是對或錯、好或壞，乃該是一個人位；要緊的不是我們在作“什麼”，乃
是“誰”在作。
在我們與祂的關係裡，我們被祂吸引，我們聯於祂。我們停留在那裡，祂就能夠帶領我們，引導我
們。問題不在於我們揀選作“什麼”，而是我們揀選“誰”來作。我們是讓這個人位來作這一切的事。
四 我們該在意的不是我們外面行為的調整，乃是我們裡面從舊人位轉到新人位——加二 20。
所以我們這樣轉，我們接受主作我們的人位，我們就蒙保守，在我們的生活作決定的時候，蒙保守。
三 我們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來過我們的生活，特別是在作主張時以祂作人位，我們的生活就會是新
人的生活——約四 34，五 30，六 38，十七 4，羅十五 32，雅四 13〜15：
當我們接受基督作人位，我們被祂吸引，我們摸著祂，我們就經歷賽七 14
，這是預言主由童女所生。七 15
就說，祂能夠棄惡擇善，借著吃乳酪和蜂蜜。我們這裡乃是說，享受父作最豐富的恩典和最甘甜的愛。
這樣我們就能夠有最正確的選擇，照著父來揀選。事實上是父自己來作主張。我們接受主作我們的人位，
我們這個人位與祂合併了，乃是這個合併的人位，也就是祂在作主張。不是我們知道怎麼作主張，作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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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乃是祂來作決定。所以弟兄們，我們眾人只有一個主張，一個決定要作。這個決定就是我們要把自
己交給主，讓祂來作人位，作主張。在我們的生活裡，我們需要時常的轉移到祂裡面。當我們這樣轉移，
維持在祂裡面，與祂一同生活的時候，是祂在作主張，祂作元首。如今這個人位不僅是元首，更是整個
新人。在這個作主張的時候，你有基督作元首，也有這個新人所有的組成分子。我們就知道這一個感覺
是來自整個新人，讓我們照著這個元首和整個人位、整個新人來作主張。
弟兄說，這是新的亮光，這也是最高的要求。他說，在“一個身體一位靈一個新人”這本書，一九
七七年的信息。他說，在我們中間，從前我不相信有弟兄姊妹有這樣的感覺，在他們個人作主張的時候。
我的確盼望現在每一個地方召會，當我們在思考，當我們為著某件事在禱告交通的時候，我們要顧到眾
召會。我們要知道我們眾人乃是一個新人。這樣，你的主張，你的生活，就會達到最高的標準。這要求
你付最高的代價，那就是顧到眾聖徒和眾召會。弟兄姊妹們，但願我們的眼睛能夠被開啟，看見這是一
個我們從前沒有看見的要求：接受主作人位。我們能夠有一種的感覺，我們有這一種的敏感，來顧到眾
聖徒和眾召會。當我們接受主我們的人位的時候，我們在生活的裡面，在作主張的時候，我們就能夠蒙
保守。我們是由主作元首和新人所有的構成成分來作主張。好，我們來看中點：
一 基督的身體是為著行動，新人是為著生活，而生活十之八九在於主張——腓一 21〜26。
二 在新人裡，我們接受基督作人位來計畫，並決定我們該怎樣生活——羅十五 32。
羅十五 32
，保羅以主，以新人作他的人位來決定，他要歡歡喜喜地到羅馬人那裡去。
三 我們需要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以祂作我們裡面主張一切的一位，而過在新人裡的生活。
四 我們若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就不會對我們生活中的任何事自作主張——門 14：
１ 我們一旦看見自己是一個新人的一部分，就無法僅僅憑著自己有所主張。
２ 我們既是新人的一部分，我們的主張和生活就不該是我們自己的，而該是團體新人的主張和生活；
這是終極的要求。
我們怎樣達到這個終極的要求？這很難麼？不，我們乃是接受祂作我們的人位，我們就達到這個終
極的要求，最高的要求。
３ 新人的生活是一種團體的生活；所以，我們的主張乃是團體的主張，不是個人的主張——林前四 17。
４ 我們需要看見，我們是團體的身體和團體的新人，並且我們的生活和行動都是團體的——十二 12，
羅十二 4〜5。
我們如何能夠蒙保守在這個團體的裡面呢？乃是借著我們接受祂作我們的人位。在我們所作的每一
件事上都想想祂，讓祂把我們帶到這樣的宇宙裡面，在這裡一切都是基督。我們接觸祂，持守祂，在我
們生活的每一件事上都這樣的接觸祂，這就讓我們，在我們的行動、生活的裡面是都團體的，過一個新
人的生活。
好，這裡這個綱要很重要的一段，盼望我們都能夠注意這一點。
肆 保羅是為著一個新人接受基督作人位的榜樣——提前一 16：
這裡第四大點下面的中點，我們看見保羅是一個接受基督作人位的人，他是有進展的。當他這樣進
展的時候，他有負擔說到這樣的事，也帶眾人進到這個新人的裡面。提前一 16
說到，他是我們的榜樣。他是我們的榜樣，因為他是最在舊人的裡面，最聯於規條的。但是有一天，他
以基督作他的人位，他就為著一個新人經歷了接受基督作他的人位。所以，首先，我們有加一 15
，在他重生的時候，掃羅，就是後來的保羅，接受基督作他的人位。徒九章所說到那個團體的“我”，
那個大“我”，乃是這一個新人的頭，帶著新人所有的構成分子，這一個新人就傳輸到保羅的裡面。當
他說，“主啊”，當他得救的時候，那就是加一 15
，他說，“神既然樂意將祂的兒子啟示在我裡面。”他接受基督作他的人位。他所接受的這位基督，乃
是整個新人。然後，加二 20
，他既接受了基督，他繼續受基督吸引，聯於基督。所以到了二 20，說到，“祂是愛我，為我舍了自己。”
這裡說到保羅對主的珍賞，把他帶到與主個人的接觸的裡面，他所過的新生活乃是借著信，在生機的聯
結裡，在這個聯結裡，他的舊人不活了，乃是基督活在他的裡面，他以基督作他的人位繼續他在重生時
的經歷。然後，加四 19
，借著基督活在他的裡面，至終基督就成形在他的裡面。他與基督保持生機的聯結，基督就能夠安家在
他的心裡。至終，得著更多的人位完全成形在他的裡面。這就是一個新人，成熟的人長成的身量。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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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所說的，這就使保羅能夠達到一個新人的經歷。這是借著基督安家在他的心裡。弗三 17
，借著基督安家在他的心裡，他就能夠借著這個極大的生機的聯結，他就能夠活在基督的裡面，在基督
的心腸裡。他有基督自己這樣的柔細的、敏捷的感覺。他能夠在基督的心腸裡切切地想念眾聖徒。這就
是他接受基督作他的人位。然後，他就能夠有基督的心思。在這個宇宙基督的裡面，他作每一件事都是
觀看祂。他是在基督眼睛的標示裡面而行動，能夠在基督的面前，在基督眼睛的裡面來饒恕弟兄。這是
他繼續不斷接受基督作人位的結果。至終，他就能夠照著靈而行。這是新約至終的要求。借著基督作我
們的人位，現在我們不僅達到一個新人，我們更是滿足了整個新約的要求。
一 “神……樂意將祂兒子啟示在我裡面”——加一 15 下〜16 上：
１ 沒有什麼比揭示神的兒子活的人位更使神喜樂。
２ 我們需要被帶進一種光景裡，滿了對神兒子的啟示，因而成為新造，有基督在我們裡面活著。
二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二 20 上：
１ 保羅不是說，基督的生命活在他裡面；乃是說，基督自己這人位活在他裡面。
２ 神的經綸乃是：“我”在基督的死裡被釘死，基督在祂的復活裡活在我們裡面。
我們繼續看加四 19
：
三 “我的孩子們，我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裡面”——四 19：
１ 使基督成形在我們裡面，就是使基督在我們裡面完全長大。
２ 基督已經生在我們裡面，現今活在我們裡面，還要在我們成熟時成形在我們裡面。
好，我們往前發展到這點。
四 “使基督借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裡”——弗三 17 上：
１ 父神借著靈神來運用祂的權柄，叫我們得以加強到裡面的人裡，使子神深深安家在我們心裡。
所以這整個三一神安家在我們心裡。
２ 我們若讓基督在我們裡面有完全的地位，給祂完全的自由在我們裡面作祂喜歡作的，我們的心就會
成為祂的家。
五 “神可為我作見證，我在基督耶穌的心腸裡，怎樣切切地想念你們眾人”——腓一 8：
１ 保羅沒有在他天然的內在所是裡過生活，乃在基督的心腸裡過生活，在基督的心腸裡經歷祂，並在
基督的心腸裡與祂是一。
２ 保羅沒有持守自己的心腸，而是以基督的心腸為他的心腸；他內在的所是被基督的心腸重構了。
六 “你們裡面要思念基督耶穌裡面所思念的”——二 5：
１ 思念基督所思念的，就是借著否認我們天然的心思並接受基督的心思，而接受祂作我們的人位。
２ 我們若真是要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就必須願意否認自己的心思，讓我們的心思被基督的心思所
頂替。
我們要讓基督作元首，還有新人一切的構成成分，這一整個人位滲透到我們的心思裡面。我們必須
願意否認我們的心思，讓我們的心思被基督的心思所頂替。
七 “我若曾有所饒恕，我所已經饒恕的，是在基督的面前，為你們饒恕的”——林後二 10 下：
１ 保羅活基督，與祂有最親近、最密切的接觸，按著祂眼睛的標示而行動。
這是何等的馨香。
２ 保羅是一個與基督是一，滿有基督，並給基督浸透的人；他天然的生命被破碎，甚至被了結，他的
意志柔軟有彈性，情感熱切而受約束，心思周到顧人又清明自守，並且他的靈向著聖徒純潔真實，叫他
們得益處。
他是繼續不斷地觀看祂，這樣我們就能夠繼續象保羅這樣有基督作人位的經歷。
八 “使律法義的要求，成就在我們這不照著肉體，只照著靈而行的人身上”——羅八 4：
１ 實際說來，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就是完全照著調和的靈為人。
２ 在日常生活裡，我們的為人不該照著教訓、感覺、觀念或環境，乃要照著調和的靈，為著一個宇宙
新人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
所以，這一連串的經節給我們看見，保羅的整個進展乃是接受基督作人位，不斷地擴大。當我們以
保羅作我們的榜樣，我們就能夠繼續往前，使這一個新人能實際地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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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們來到第五大點。
伍 我們若除去帕子並蒙光照，就會看見今天在主的恢復裡，我們需要一同起來，為著一個新人，接受
基督作我們的人位——弗三 17 上，四 24、11〜13：
我們為著一個新人，現在我們回到這個循環。一開頭我們說到，我們需要為著一個新人接受基督作
我們的人位。現在最後，我們需要一同起來，為著一個新人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當我們這樣作的時
候，這個是聯於我們如何牧養聖徒，成全聖徒，照顧聖徒。當我們在一個地方牧養聖徒的時候，我們的
內容，我們的著重是神命定之路。這是好的，這是對的。但是，我們照顧聖徒，他們最基本的需要，乃
是要受訓練，受幫助，接受基督作人位。為著一個新人接受基督作人位。那麼，這就是神命定之路。
一 有恩賜的人——使徒、申言者、傳福音者、牧人和教師——都該以這個為他們的目標——11 節，三
17 上。
你若是個有恩賜的人成全聖徒，你要作什麼呢？你要成全他們接受基督作他們的人位。他們需要個
人、親身地聯於祂，在他們的生活裡面，有這樣的一種馨香。他們與主的聯結要擴大，直到他們是穩定
的，成熟的，成為一個新人的構成分子。
二 我們需要成全各地的聖徒，叫他們都達到一個境地，為著一個新人，接受基督作他們的人位——四
11〜13。
三 如果主恢復中的眾聖徒都接受基督作人位，我們眾人自然而然就成為一個新人——三 17 上，四 24。
末了，弟兄們，至終，第四中點：
四 “聖經裡面說到召會，說到一個境地，說召會乃是一個新人。在這個新人裡頭，……除了人位，就
沒有別的。這是高到不能再高，嚴密到不能再嚴密，親密到了不能再親密的地步。大家是一個新人，在
這個新人裡只有一個人位，這個人位就是主耶穌。”（李常受文集一九七七年第三冊，一個身體，一位
靈，一個新人，四三一頁）
弟兄們，我們若要成就神永遠的經綸，要產生一個新人，我們首要該注意的就是我們個人地、親密
地聯於主，使祂成為我們個人的宇宙，祂有自由在我們心裡安家，直到我們完全地聯於祂。當我們這樣
作的時候，我們就能夠成為一個新人的構成分子。在“為著召會生活接受基督作人位”這本書裡，李弟
兄說，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乃是最短的路徑。這是把主帶回來最短的路徑，最有效的路，把主帶回來，
也是最甜美路，把主帶回來。所以弟兄們，但願我們接受主作我們的人位，為著這一個新人，為著成就
神永遠的定旨。
我們跟身旁的禱告。

第五篇 照著神的運行勞苦，將每一個信徒在基督裡成熟地獻上，好為著一個新人的功
用與完成
我們來到第五篇信息，講到“照著神的運行勞苦，將每一個信徒在基督裡成熟地獻上，好為著一個
新人的功用與完成。”在以弗所書和歌羅西書裡，使徒保羅向我們陳明這美妙、奇妙的異象，說到一個
新人的異象。有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創造的新人，是在弗一 15
裡。並且在向我們陳明的這些書信裡也講到，特別是他所經歷這一個新人，特別在以基督為人位這件事
上。我們在上一篇信息也看見了。事實上，這就是經歷一個新人的中心。我們認識基督、經歷基督為我
們的不只是生命，也是人位。不止如此，在他的書信裡，他也向我們陳明一個特別的服事，實行，就是
他為了產生一個新人而有的。從歌羅西一章末了兩節，他提到他如何勞苦，是照著神的運行，在他裡面
的運行而勞苦，竭力奮鬥，把每一位信徒，把個人在基督裡成熟地獻上。那就是保羅的實行，為著完成
並產生一個新人的實際。一個新人已經產生，被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創造，在保羅心的深處，他知道這個
新人要長大。所以在保羅所有的勞苦、作工裡，他都有一個看見，如何加速、促進這新人的長大。無論
他傳福音，牧養聖徒、信徒，教導聖徒，他的負擔，甚至他用這個辭“勞苦奮鬥”，都是要將個人在基
督裡成熟地獻上。所以我要說，這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在主的心中，也深深地具體化在這篇信息的綱
要裡。
我們要看見這一個新人的產生，不只是在經歷上我們需要以基督作人位，並且在我們的服事上，我
們的實行裡，必須有這個觀點。如何勞苦，在人身上勞苦，幫助人成為在基督裡成熟的人。我們在會場
裡所有的人，不是長老就是負責弟兄，是在召會生活各個不同的方面負責。但我不知道，我們有多少人
在召會服事時，都有這種感覺，有這種認知，就是聖徒受我們的服事，召會在我們的照料下，會成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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