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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因復活生命的新鮮供應日日得更新， 

以頂替我們的文化， 
並藉着成爲像新耶路撒冷一樣的新， 

而在實際裏成爲一個新人 
讀經：林後四 16，弗二 15，四 22～24，西三 10～11 

綱要 
【週一】 

壹 以弗所四章二十二節說，『在從前的生活樣式上，脫去了舊
人』： 

一 『舊人』指我們魂裏天然的生命；舊人乃是我們這個由神所創

造卻因罪墮落的人—羅六 6： 
1 舊人以及舊人所包括的一切，對召會生活乃是一種損害；那裏有舊人，那裏

就無法有召會；這意思是說，我們的所是、所有並所作，使召會生活不可能

實行。 

2 我們若繼續按着舊人活着，召會生活就會受到嚴重的破壞，甚至被了結；我

們若脫去舊人和從前的生活樣式，就會有一個美妙的召會生活，一個新耶路

撒冷之縮影的召會生活；在這樣的召會生活中，不可能有分裂。 

二 『生活樣式』一辭所含示的很廣；世界上的各個國家、各個民

族，都有特殊的生活樣式： 
1 從前的生活樣式包括每一件與我們有關的事；我們必須脫去我們一切所是的、

一切所作的和一切所有的；我們必須脫去我們生活的方式和我們的文化；我

們的文化越強，對別人就越挑剔—參弗四 31～32，西三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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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 

2 我們若真的渴望得更新，就必須脫去從前的生活樣式；從前的生活樣式與我

們的生活方式和我們的文化有關；在新人裏，希利尼人和猶太人、化外人和

西古提人、爲奴的和自主的，都不可能存在，因爲見於這些人中間從前的生

活樣式已經除去了。 

3 每當我們回到老舊的生活樣式時，我們就自然而然的感覺到我們裏面是昏暗

的，並且與神的生命隔絕—弗四 17～19。 

4 爲了過召會生活，從不同文化和不同國家來的人，必須脫去那具體表現在他

們從前生活樣式裏的舊人；在召會生活中，只有基督有地位—西三 10～11。 

5 有些所謂的召會是按着國籍組成的，那是何等可悲！我們不該寶貝我們的遺

傳，而該否認它；我們自然而然的就喜好舊的團體生活，但我們的生活方式

必須在性情上、在樣式上、並在實行上完全是新的。 

【週三】 

貳 旣然以弗所二章十五至十六節裏的新人是一個團體的人，四
章二十四節的新人必定也是團體的；根據四章二十四節，我
們需要穿上那在基督裏已經創造成的新人： 

一 我們受浸時已經脫去了舊人，這舊人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並且已經埋葬了；我們也是在受浸時穿上了新人—22～24 節，

羅六 6，4。 
二 脫去舊人以及穿上新人，乃是已完成的事實；現今我們必須藉

着在我們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來經歷並實化這些事實—弗四

23： 
1 脫去舊人，就是藉着將十字架應用於己，否認並棄絕我們老舊的己—22 節，

太十六 24。 

2 穿上新人，就是藉着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活基督並顯大基督；（腓一

19～21 上；）這是應用基督在創造新人時所完成的。（弗二 15，四 24。） 

三 我們那與神的靈調和的靈必須成爲我們心思的靈；（23；）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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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我們一切的生活就都是憑着靈，我們所作的也都是照着靈；

當我們被這靈更新時，我們就穿上了新人。 
四 我們行事爲人必須照着那正擴展到我們心思裏，並充滿其中的

調和之靈；這樣，新人的日常生活就是在心思的靈裏；這乃是

召會生活的祕訣—23 節。 
五 新人是在我們的靈裏；穿上新人的路，在於讓我們那與聖靈調

和的靈（其中有神、神的居所和新人），成爲我們心思的靈—二

22，四 23： 
1 靈成了我們心思的靈，意思就是說，靈指引、管理、支配、制伏並據有我們

的心思；（參林前二 15～16，林後二 13，十 4～5；）當靈指引我們的心思

時，靈就管理我們的全人。 

2 我們穿上新人有多少，乃在於我們的靈指引我們這個人有多少；（林前二 15；）

當我們的靈支配並指引我們時，文化、意見、或規條就沒有地位；因着我們

全人是受我們的靈支配、管理、管制並指引，所以我們的辦法沒有地位。 

3 調和的靈越多滲透、浸透、據有我們的心思，我們就越讓基督的心思成爲我

們的心思—腓二 5，林前二 16，羅十二 2。 

六 當我們相信主耶穌時，賜生命的靈就進到我們靈裏，隨祂同來

的是新人這個已經完成的產品；現今新人必須浸透並擴展到我

們的每一部分；這個擴展就是穿上新人，也是更新。 
七 我們不該照着心思的虛妄生活，乃該照着心思的靈生活；這是

團體的一個新人日常生活的關鍵，也是召會生活滿有神的特性、

基督的香氣、和那靈的一的祕訣—弗四 3～4，17～18，23～
24。 

八 藉着我們愛主，操練我們的靈禱告，並天天讀主的話，我們的

心思就被調和的靈充滿；這使我們的心思得以改變並更新；我

們在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乃是在一切對人生事物的觀念上，

受聖經的教訓和聖靈的光照，而有的去舊更新—詩一一九 105，
130，提後三 15～17，申十七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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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神的定旨在今世得以完成，以得着一個新人的實際，惟一的可

能乃是我們都願意在我們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 

【週四】 

叁 保羅給歌羅西人的話，其中心點是關乎心思的更新，以致對
那是神形像的基督有充足的知識；新人是在我們靈裏創造的，
並且正在照着基督的形像，在我們的心思裏漸漸得更新，以
致有充足的知識—弗二 15，西三 10～11： 

一 新人原是用我們屬於舊造的人創造的，所以需要更新；這更新

主要的發生在我們的心思裏，如『以致有充足的知識』所指明

的—10 節。 
二 新人照着神被創造，這已經完成；但在我們的經歷中，新人正

一點一點的漸漸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識；我們越穿上新人，

就越照着神的所是被更新，也越有祂的形像，就是祂所是的彰

顯—10 節。 
三 得更新就是得着神的元素加到我們裏面，以頂替並排除我們老

舊的元素—啓二一 5 上，林後五 17，羅十二 2，林後四 16： 
1 我們天然和本國的頭腦，是照着我們的種族和文化背景受教育並建立起來的；

這是新人得以實際出現的最大攔阻。 

2 要使一個新人得以完滿的出現，我們就必須經歷心思徹底的更新，這心思是

照着我們的國籍和文化建立起來的。 

四 新就是神；所以，成爲新的就是在生命、性情上，但不在神格

上成爲神： 
1 神是常新的，祂將祂那常新不舊的素質灌注到我們內部，以更新我們全人—

羅十二 2，西三 10。 

2 神的靈更新我們，乃是用神常新不舊、永存不衰的屬性，灌注我們裏面的各

部分—啓二一 5 上。 

3 更新的靈將新人的神聖素質分賜到我們裏面，使我們成爲新造，新人—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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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後五 17，加六 15。 

【週五】 

肆 我們需要因復活生命的新鮮供應日日得更新，以頂替我們的
文化，並藉着成爲像新耶路撒冷一樣的新，而在實際裏成爲
一個新人—林後四 16： 

一 穿上新人不是一次而永遠完成的；相反的，這是一生之久的事，

是我們基督徒一生中漸進的過程。 
二 我們重生的信徒是新人的一部分，應當在復活裏，在神聖生命

的新樣中生活行動，並在靈的新樣裏服事—羅六 4，七 6。 
三 信徒旣然都要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六 4）而成爲新耶路

撒冷，並都要在靈的新樣裏服事（七 6）而建造新耶路撒冷，

就該得更新，好成爲像新耶路撒冷一樣的新。 
四 我們在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乃是爲着使我們逐日變化成爲基

督的形像，這是藉着我們外面的人被環境中的苦難所銷毀，好

使我們裏面的人被更新—林後四 16： 
1 當我們在苦難中，我們需要得着更新；不然，我們所經過的苦難，對我們就

毫無意義；在我們裏面有一避難所—我們的靈—詩九一 1，二七 5，三一 20，

賽三二 2，提後四 22，加六 17～18。 

2 神安排我們的環境，好使我們外面的人一點一點、一天一天的被銷毀，我們

裏面的人被是靈的基督這復活生命之新鮮的供應所更新—林後四 16。 

五 我們要日日得更新，就需要每早晨得復興—太十三 43，路一

78～79，箴四 18，士五 31，林後四 16。 
六 我們憑四個項目而日日得更新：十字架；（10～12，16～18；）

聖靈，憑聖靈我們就因神聖的生命得着重修、再製和改造；（多

三 5；）我們調和的靈；（弗四 23；）以及神的聖言。（五 26。） 
七 我們需要在新樣裏來赴主的筵席；（太二六 29；）主絕不喫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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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的筵席；我們需要得更新，學習說，『對不起，請赦免我。』 

【週六】 

伍 新人的更新，在於我們尋求在上面的事—西三 1～2，弗二 5
～6： 

一 尋求在上面的事乃是回應並返照基督在祂天上職事裏的活動—

來二 17，四 14，七 26，八 1～2，啓五 6，西三 1～2： 
1 從天上的基督那裏，到地上我們這裏，藉着我們靈裏包羅萬有的靈，有一種

傳輸在進行—弗一 19，22～23，二 22： 

a 我們的靈是接受神聖傳輸的一端，而天上神的寶座是輸送的一端—啓五 6。 

b 我們轉到靈裏，就被提高到天上；因着從天上神的寶座達到我們靈裏的傳

輸，當我們在地上經歷並享受基督時，同時也在天上了—四 1～2。 

2 基督在祂天上的職事裏一直在牧養人，我們需要與祂合作牧養人；我們若接

受這個交通，地上會有一個大復興，將主帶回來—彼前五 1～4，參太九 36，
十 1～6，約二一 15～17，彼前二 25，來十三 20。 

二 我們若轉向屬天的基督連同祂一切的活動，並將我們的心思置

於這些事，新人的更新就會自然而然的發生—八1～2，十二2，
西三 2。 

三 這完成神使信徒成爲新造的新人以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的意

願；新人作爲神工作的傑作，乃是宇宙中全新的東西，是神的

新發明—10～11 節，林後五 17，加六 15～17，弗二 10，15。 
四 神的目標是要得着一個新人，這新人最終將終極完成於新耶路

撒冷，作爲一個新人最終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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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週一 
晨興餧養 

弗四 22『在從前的生活樣式上，脫去了舊人，這舊人是照着那迷惑的

情慾敗壞的。』 

羅六 6『知道我們的舊人已經與祂同釘十字架，使罪的身體失效，叫

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舊人（羅六 6）〕指我們魂裏天然的生命。舊人乃是神所創造而

因罪墮落的人，與加拉太二章二十節的『我』同。這不是魂本身，乃

是魂的生命，被神看爲無望，而擺在十字架上，與基督一同釘死。我

們的魂原是獨立的，有舊人爲其生命和個格。如今舊人旣已釘十字架，

我們的魂就應當作基督的器官，受我們靈的支配，有基督爲其生命。（聖

經恢復本，羅六 6 註 2。） 

信息選讀 
以弗所四章二十二節指明，舊人是包羅一切的。…保羅在這裏說

到，在從前的生活樣式上，脫去了舊人。從前的生活樣式包括每一件

與我們有關的事：我們的所是、我們的所有、我們的家庭生活、以及

我們的社會生活。保羅在這裏的意思是，我們必須脫去我們一切所是

的、一切所作的和一切所有的。我們要脫去我們生活的方式。 
舊人以及舊人所包括的一切，對召會生活乃是一種損害。那裏有

舊人，那裏就無法有召會。這意思是說，我們的所是、所有並所作，

使召會生活不可能實行。 
規條、道理和舊人，乃是破壞召會生活三個主要的消極事物。我

們若是有規條，召會生活就完了。我們若是滿了道理，就不可能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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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召會生活。此外，我們若繼續按着舊人活着，召會生活就會受到

嚴重的破壞，甚至被了結。然而，我們若是沒有規條或道理，並且脫

去舊人和從前的生活樣式，就會有一個美妙的召會生活，一個新天新

地裏新耶路撒冷之縮影的召會生活。在這樣的召會生活中，不可能有

分裂。 
以弗所四章和歌羅西三章都指明，我們要穿上新人，就需要先脫

去舊人。以弗所四章二十二節說，『在從前的生活樣式上，脫去了舊人。』

『生活樣式』一辭所含示的很廣。你得救前，有某種的生活樣式。也

許你一週工作五天，然後在晚上或週末以一些世俗的娛樂爲消遣。對

有些人來說，他們的生活樣式可能是賭博；對另一些人，可能是旅遊

或喫點好東西。這些都是生活樣式的一部分。世界上的各個國家、各

個民族，都有特殊的生活樣式。 
我們若真的渴望更新，就必須脫去從前的生活樣式。我們藉着脫

去從前的生活樣式，就實際的脫去了舊人。埋葬從前的生活樣式，實

際上就和埋葬舊人相同。所以，我…的負擔不僅是鼓勵你們脫去舊人，

更是專一的鼓勵你們脫去從前的生活樣式。 
許多在主恢復裏的聖徒，仍然持守他們老舊的生活樣式。我告訴

你們要脫去從前的生活樣式，不要以爲我這樣說就是古板、保守、老

舊。你若對我在這裏說的話持這種態度，這就是一個記號，說出你已

經落在今日撒但系統的邪惡潮流中。我們不該被這世代的潮流捲走，

反而應當埋葬我們從前的生活樣式，甚至爲從前的生活樣式舉行葬禮。

（以弗所書生命讀經，七○九至七一○、二六五至二六六頁。） 
參讀：以弗所書生命讀經，第二十五、七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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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週二 
晨興餧養 

西三 10～11『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照着創造他者的形像漸漸更

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識；在此並沒有希利尼人和猶太人、受割禮的

和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爲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

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我們若進入歌羅西書的深處，就會看見這卷書不是對付罪，也不

是對付律法，而是對付人類的文化。文化是每一個人不知不覺的生

活。…騙取我們對基督的享受、破壞召會生活的，乃是我們的文化。…

今天我們主要的還不是受罪惡事情的攪擾，像在哥林多前書一樣；也

不是受律法的攪擾，像在加拉太書一樣。但我們都不知不覺的，在下

意識裏受了文化的影響。我們進入召會生活時，也把文化帶了進來。

這個文化現今一直破壞我們對基督的享受。文化乃是我們發展出來，

使我們賴以生存並得以維生的有系統的方法。我們的文化越強，對別

人就越挑剔。根據我們的文化，我們發展出自己禁慾的方式，自己限

制肉體情慾的作法。我們的禁慾主義是我們所發明，克制自己，使自

己不犯罪的方法。（歌羅西書生命讀經，三四○至三四一頁。） 

信息選讀 
文生（Vincent）在他的『新約字研』裏說，『沒有』〔西三 11〕

這辭，原文的語氣很強，表示沒有可能的意思。在新人裏，希利尼人

和猶太人、化外人和西古提人、爲奴的和自主的，都不可能存在，因

爲見於這些人中間從前的生活樣式已經除去了。毫無疑問的，在歌羅

西召會中，有人是從這一切背景中出來的。然而，根據保羅在以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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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章二十二節的話，他們都必須脫去他們從前的生活樣式。藉此，他

們就得以更新。 
藉着重生，一個新人已經放到我們這些從前因着巴別所造成的區

別而受影響的人裏面。…我們對這個遺傳該如何？我們該埋葬它。這

意思是說，我們必須脫去從前的生活樣式。不要稱義你的生活樣式或

引以爲榮。問題不在於生活樣式的對錯。每一種生活方式都與規條有

關，所以我們都必須脫去。有些所謂的召會是按着國籍組成的，那是

何等可悲！…當我們來在一起實行真正的召會生活時，我們都必須脫

去並忘掉我們民族的遺傳。…我們不該寶貝我們的遺傳，而該否認它。

在積極一面，我們必須看見新人已經創造成了，並且已經藉着重生放

在我們的靈裏。現今所需要的，乃是使我們的靈成爲管理我們全人的

部分。這意思是說，我們那與神的靈調和的靈，必須成爲我們心思的

靈。（23。）我們的靈若是心思的靈，我們一切的生活就都是憑着靈。

凡我們所作的，都是照着靈。我們這心思的靈就要成爲更新的靈。當

我們被這靈更新時，我們就穿上了新人。 
每當我們回到老舊的生活樣式時，我們就自然而然的感覺到我們

裏面是昏暗的，並且與神的生命隔絕。我們若堅持照着從前的生活樣

式而活，至終我們會硬化、麻木。 
請看保羅在十七至十九節用了多少的辭，來描述墮落之人的生活。

他題到虛妄、昏暗、無知、剛硬和隔絕。每當我們照着老舊的團體生

活而活時，我們裏面不覺得有甚麼光照或明亮。我們也許講理說，某

一件事是可以作的；但我們知道，那事使我們與神的生命隔絕，使我

們落在黑暗裏。（以弗所書生命讀經，二六六、二六八至二六九、九四

○至九四一頁。） 
參讀：歌羅西書生命讀經，第三十三篇；以弗所書生命讀經，第

九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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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週三 
晨興餧養 

弗四 17『所以我這樣說，且在主裏見證，你們行事爲人，不要再像外

邦人在他們心思的虛妄裏行事爲人。』 

23『…在你們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 

〔以弗所四章十七節的〕外邦人是墮落的人，在他們的推想上變

爲虛妄。（羅一 21。）他們在心思的虛妄裏，行事爲人沒有神，受他

們虛妄思想的控制和擺佈。…因此，墮落之人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乃

是心思的虛妄。 
我們在召會這新人裏，不該照着心思的虛妄生活，乃該照着心思

的靈（弗四 23）生活。這是團體的一個新人日常生活的關鍵。…我們

行事爲人必須照着那正擴展到我們心思裏，並充滿其中的靈。這樣，

新人的日常生活就是在心思的靈裏。這乃是召會生活的祕訣。（以弗所

書生命讀經，九四四至九四五頁。） 

信息選讀 
在以弗所三章十六節保羅…說到裏面的人：『願祂照着祂榮耀的豐

富，藉着祂的靈，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裏面的人

是我們重生的靈，有神的生命爲其生命。…我們都需要得以加強到裏

面的人裏，使基督能安家在我們心裏。…我們的心是我們內裏各部分

的總和，也是我們裏面之人的中心；所以，當基督安家在我們心裏，

祂就掌管我們裏面的全人，並用祂自己供應、加強我們內裏的各部分。 
我們〔在〕四章就看見，得了加強的靈必須成爲我們心思裏更新

的靈。保羅在二十三節說，『在你們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這裏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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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信徒重生的靈，調和了神內住的靈。這樣調和的靈擴展到我們的心

思，就成了我們心思的靈。我們乃是在這樣的靈裏得以更新，使我們

得着變化。（羅十二 2，林後三 18。）…我們得了加強的靈，是我們

全人得更新的憑藉。我們的靈得了加強時，就會擴展到我們的心思裏，

使其得更新。我們的靈更新了我們的心思，就進一步更新我們的情感

和意志。藉着這樣更新的靈，召會就有正確的、作爲一個新人的生活。 
當我們照着心思的靈行事爲人，我們就得以更新。更新不是僅僅

外面的調整、改正或改良，乃是有新的元素，神聖的元素，作到我們

裏面。這意思是說，在召會生活中我們不該注意外面的改正或調整，

我們應當注意內裏的更新。…我們若要更新，就必須脫去舊人並穿上

新人。請注意，保羅並沒有說，我們應當努力改良舊人。許多聖徒不

想脫去舊人，穿上新人，反而定意要改良自己，甚至成全自己。他們

也許想要調整自己，好適應召會生活。這是錯誤的。在真正的召會生

活中，沒有調整或改正，只有脫去舊人並穿上新人。事實上，這個脫

去和穿上就是更新。 
得以更新，意思就是舊元素被新元素頂替了。我們的靈是更新的

靈，因爲有活的基督作更新的元素內住於其中。因着我們的靈裏有新

的元素，當更新的靈擴展到我們的心思，我們就能在心思的靈裏得以

更新。我們越轉向心思的靈，越在心思的靈裏行事爲人，我們的心思

就越得以更新。然後，舊的元素就能實際的被新的元素所頂替。這樣，

我們就脫去舊人並穿上新人。（以弗所書生命讀經，九四七至九四九、

九五二至九五三頁。） 
參讀：以弗所書生命讀經，第四十七、九十四篇；歌羅西書生命

讀經，第三十七、五十八至五十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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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週四 
晨興餧養 

弗二 15『…好把兩下在祂自己裏面，創造成一個新人，成就了和平。』 

四 24『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實際的義和聖中所創

造的。』 

西三 10『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照着創造他者的形像漸漸更新，以

致有充足的知識。』 

以弗所二章告訴我們，新人已經被創造了；但歌羅西三章十節告

訴我們，這新人乃是照着創造他者的形像漸漸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

識。…因爲新人原是用我們屬於舊造的人創造的，所以新人需要更新。

這更新主要的發生在我們的心思裏，如『以致有充足的知識』所指明

的。在我們的靈裏，新人已經創造了。新人在我們靈裏，在復活中被

創造之前，我們裏面還沒有神的靈，也沒有神的生命。雖然我們有靈，

然而我們的靈並沒有神聖的生命。但新造在我們靈裏，在復活中發生

時，聖靈帶着神聖的生命就加到我們裏面。那靈與神聖的生命加到我

們靈裏，產生了一個新的所是，就是新人。（歌羅西書生命讀經，二八

六至二八七頁。） 

信息選讀 
代表我們魂的心思需要被更新。至終，我們的身體改變形狀時，

也要得着更新。…一面，在我們的靈裏，新人已經被創造，有新的元

素，就是神聖生命與聖靈的元素；另一面，在我們的魂裏，新人漸漸

在更新。 
以弗所四章二十四節…只告訴我們新人是照着神自己創造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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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歌羅西三章十節我們看見，新人是照着創造他者的形像漸漸更新

的。…新人更新的結果，就是有充足的知識，而這充足的知識乃是照

着神的形像。 
保羅在歌羅西書中用了三次『充足的知識』。（一 9—中文譯作『充

分認識』，二 2—中文譯作『完全認識』，三 10。）歌羅西信徒的難處

是他們有錯誤的認識。他們接受了那些不照着基督的哲學。在二章八

節，保羅說到哲學是照着人的傳統，照着世上的蒙學，不照着基督。…

關於新人，我們的心思需要照着基督這位不能看見之神的彰顯被更新，

以致有這樣充足的知識。我們的心思需要更新到一個地步，使我們對

神的形像—基督—有清楚的看見。…歌羅西人會被欺騙，是因他們心

思裏並沒有照着神的彰顯而有充足的知識。今天的基督徒也是這樣。

有些人被擄去了，因爲他們的心思沒有照着作神形像之包羅萬有的基

督被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識。 
當我們的心思對〔某〕個東西更新了，我們的情感同愛好也會得

着更新。當心思得了更新，情感就自然而然的得更新。我們的經歷證

實這件事。…我的心思越被更新，以致對祂有正確的認識時，我就越

發愛祂。我能見證說，卽使我現在是一位年老的人，我對祂的愛仍是

新鮮的。事實上，我今天比以前更愛祂。我一說到祂，就有一團熱火

在我裏面燒起。這照着神的形像發生在我心思裏的更新，使我對祂有

充足的知識，因此就在我裏面產生對主的珍賞。這使我愛祂，…〔並〕

說，『主耶穌，我願出任何代價跟隨你。我願出一切代價，甚至自己性

命的代價，好與你是一並爲着你。主，我願接受你作我的生命並作我

的人位。我要活你，使你增長，並產生你。主耶穌，我在這裏是爲着

你，並且只爲着你。』（歌羅西書生命讀經，二八七至二九一頁。） 
參讀：歌羅西書生命讀經，第二十八、五十二、六十一至六十三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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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週五 
晨興餧養 

林後四 16『所以我們不喪膽，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壞，我們裏

面的人卻日日在更新。』 

弗四 22～23『在從前的生活樣式上，脫去了舊人，…而在你們心思

的靈裏得以更新。』 

神有最好的供備，幫助我們得更新。頭一項供備乃是十字架，就

是耶穌的治死。按林後四章，保羅常常在十字架（主的死）的殺死之

下。十字架是爲我們成就更新的最大幫助。 
第二項供備乃是聖靈。提多書三章五節說到『聖靈的更新』。…〔聖

靈〕主要的工作先是重生我們，然後日日更新我們。我們日日在接受

那靈新的供應，使我們有新陳代謝的更新。…神賜給我們的第三項供

備乃是我們調和的靈，就是我們人靈與神靈調和的靈。在我們人的靈

裏，有聖靈居住、工作、並且更新我們。以弗所四章二十三節說，我

們需要在我們心思的靈裏得更新。我們的靈是我們得更新的所在。我

們調和的靈擴展到我們的心思裏，就成了我們心思的靈。在這樣的靈

裏，我們得以更新，使我們得以變化。（日日在更新，一○至一一頁。） 

信息選讀 
許多時候，我們受了苦，就問：『我爲甚麼受苦？是甚麼原因？』…

當我們在苦難中，我們需要得着更新。不然，我們所經過的苦難，對

我們就毫無意義。在我們裏面，有一避難所；這避難所就是我們的靈。

我們需要從心思轉到靈裏。這樣，我們就蒙護衞、隱藏、遮蔽，脫離

任何的攻擊。我們乃是在我們的靈裏得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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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十字架、聖靈、和我們的靈以外，我們還有聖言。身體的頭

藉着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召會，就是祂的身體。（弗五 26。）因爲我

研究聖經很久了，我能記得像馬太一章、羅馬八章這樣的章節。…我

想到羅馬八章四節—照着靈而行—我就得着洗滌。我們都需要日日得

着話中之水的洗滌。 
我們也許感到所經過的許多事都不公平，但我們要曉得，十字架

並不公平。當彼拉多宣判主耶穌死刑的時候，是否公平？…發生在主

耶穌身上的事，都不公平。我們不應當說，『這不公平。』沒有苦難是

公平的。主可以這樣回答我們：『是的，苦難本身不公平，可是我呼召

你受苦是公平的。我把你擺到這不公平的對待裏，使你能得着更新，

這完全是對的。』…〔我們受苦時，〕必須學習怎樣轉到我們的靈裏。

那是我們得着更新的避難所、藏身處。…我們也許甚至無法忍受所處

的環境，但是當我們來到主的話前，不管是甚麼章節，主的話必定會

洗滌我們。話中有水洗滌我們。『洗滌』乃是『更新』的同義辭。憑着

十字架、聖靈、我們調和的靈、以及聖言這四項，我們就能得着更新。 
每逢我們來赴主的筵席，我們需要更新。主耶穌設立這筵席的時

候，說，『從今以後，我絕不喝這葡萄樹的產品，直到我在我父的國裏，

同你們喝新的那日子。』（太二六 29。）主…絕不喫喝舊的筵席。祂

設立的筵席是新的，祂在祂父的國裏喫喝的筵席也是新的。我們必須

在新樣裏，在新樣的原則裏來赴主的筵席。（日日在更新，一一至一二

頁。） 
參讀：神救恩生機的一面，第三篇；神生機救恩的祕訣—『那靈

自己同我們的靈』，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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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週六 
晨興餧養 

西三 1～2『所以你們若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尋求在上面的事，那裏

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你們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

事。』 

歌羅西三章一節…清楚指明，我們與基督同有一個地位。如果我

們不在上面，怎能尋求在上面的事？ 
尋求在上面的事的路乃是轉到靈裏，並呼求主的名。從天上的基

督那裏，到地上我們這裏，藉着我們靈裏包羅萬有的靈，有一種傳輸

在進行。（弗一 19，22～23，二 22。）…因着從天上神的寶座達到我

們靈裏的傳輸，當我們在地上享受主時，就同時也在天上了。這樣，

在經歷上我們就在基督裏，在父裏，並且在天上。我們在靈裏便與基

督同有一個地位，尋求在上面的事。（新約總論第十二册，一五二至一

五三頁。） 

信息選讀 
爲主說話、說出主來、並將主說到人裏面，乃是爲着建造召會，

就是基督的身體。一人講眾人聽可以建造一個會，但絕不能建造基督

身體這個生機體。…我們來在一起要生機的建造基督的身體，一人講

眾人聽的作法是行不通的。基督的身體要得着建造，所有的肢體都需

要說話。一位聖徒可以說兩分鐘，另一位五分鐘，再一位三分鐘。 
倘若我們有兩百人一同聚會…九十分鐘，各人都負起責任，有話

要爲主說；每一個人若說三分鐘，就有三十人能說話。這將是一個令

人舒暢的聚會。每逢新人說話，他的說話總是特別新鮮而令人舒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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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人都會『阿們』他所說的話。我們要建造基督身體的各部分，

就需要都起來爲主說話。 
我們召會的聚會應該是基督之豐富的筵席。當我們應邀赴筵的時

候，不是只享受一道菜。…我們的聚會裏若有許多種『菜餚』，那是何

等的美妙！我們沒有一人會對這樣的聚會感到厭煩。我們的聚會該是

滿了享受的筵席。 
若是所有的聖徒都在聚會中爲主說話，這聚會必定滿了保養、顧

惜、調整和改正。在聚會裏的一位弟兄也許有不太適合於召會生活的

習慣。只有一人講眾人聽，也許永遠不會有一篇信息摸着這位弟兄的

習慣。但聚會中若有二十或三十位聖徒說話，終究有人會說到摸着這

位弟兄習慣的話。因着在聚會裏有許多人擺出他們的一分，就能摸着

許多事。在這樣的聚會裏，聖徒在不知不覺中就得了改正。不僅如此，

聖徒也得了建造、供應和裝備。這就是爲甚麼使徒保羅有負擔強調申

言。 
在基督身體的建造上，你若不申言，就不超越。爲着建造基督的

身體，申言乃是超越的恩賜。 
我們申言，爲要『使眾人有學習』。〔林前十四 31。〕我們若不先

學習，如何能說話而叫人有學習？…我們乃是藉着經歷，藉着主話的

裝備，（提後三 16～17，）藉着不住的禱告，（帖前五 17～20，）將

自己禱告到靈裏，藉着憑靈生活行動，（加五 16，25，）並藉着操練，

而學習申言。我們若作這些事，就會學習爲主說特別的話。（建造召會

的超越恩賜，一一至一四頁。） 
參讀：新約總論，第三十一、七十五至七十六、三百五十七篇；

約翰福音結晶讀經，第十三篇；活力排，第四、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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