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因复活生命的新鲜供应日日得更新，
以顶替我们的文化，
并借着成为象新耶路撒冷一样的新，
而在实际里成为一个新人
EM, 诗11
读经：林后四16，弗二15，四22～24，西三10～11
林后4:16
弗2:15

所以我们不丧胆，反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
在祂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好把两下在祂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成
就了和平；
在从前的生活样式上，脱去了旧人，这旧人是照着那迷惑的情欲败坏的；
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像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
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
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弗4:22
弗4:23
弗4:24
西3:10
西3:11

壹 以弗所四章二十二节说，“在从前的生活样式上，脱去了旧人”：
弗4:22

一

在从前的生活样式上，脱去了旧人，这旧人是照着那迷惑的情欲败坏的；

“旧人”指我们魂里天然的生命；旧人乃是我们这个由神所创造却因罪堕落的人—罗
六6：
罗6:6

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祂同钉十字架，使罪的身体失效，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
仆，

1 旧人以及旧人所包括的一切，对召会生活乃是一种损害；哪里有旧人，哪里就无法
有召会；这意思是说，我们的所是、所有并所作，使召会生活不可能实行。
2 我们若继续按着旧人活着，召会生活就会受到严重的破坏，甚至被了结；我们若脱
去旧人和从前的生活样式，就会有一个美妙的召会生活，一个新耶路撒冷之缩影的
召会生活；在这样的召会生活中，不可能有分裂。
二

“生活样式”一辞所含示的很广；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特殊的生活样
式：
1 从前的生活样式包括每一件与我们有关的事；我们必须脱去我们一切所是的、一切
所作的和一切所有的；我们必须脱去我们生活的方式和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越
强，对别人就越挑剔—参弗四31～32，西三12～14。
弗4:31
弗4:32
西3:12

一切苦毒、恼恨、忿怒、喧嚷、毁谤，同一切的恶毒，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
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怜，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别蒙爱的人，就要穿上怜恤的心肠、恩慈、卑微、
温柔、恒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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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3:13
西3:14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容忍，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
也要怎样饶恕人。
在这一切之上，还要穿上爱，爱是全德的联索。

2 我们若真的渴望得更新，就必须脱去从前的生活样式；从前的生活样式与我们的生
活方式和我们的文化有关；在新人里，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化外人和西古提人、为
奴的和自主的，都不可能存在，因为见于这些人中间从前的生活样式已经除去了。
3 每当我们回到老旧的生活样式时，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感觉到我们里面是昏暗的，并
且与神的生命隔绝—弗四17～19。
弗4:17
弗4:18
弗4:19

所以我这样说，且在主里见证，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象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
虚妄里行事为人，
他们在悟性上既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们里面的无知，因着他们心里的刚硬，
与神的生命隔绝了；
他们感觉既然丧尽，就任凭自己放荡，以致贪行种种的污秽。

4 为了过召会生活，从不同文化和不同国家来的人，必须脱去那具体表现在他们从前
生活样式里的旧人；在召会生活中，只有基督有地位—西三10～11。
西3:10
西3:11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像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
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
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5 有些所谓的召会是按着国籍组成的，那是何等可悲！我们不该宝贝我们的遗传，而
该否认它；我们自然而然地就喜好旧的团体生活，但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在性情
上、在样式上、并在实行上完全是新的。

贰 既然以弗所二章十五至十六节里的新人是一个团体的人，四章二十四节的新人
必定也是团体的；根据四章二十四节，我们需要穿上那在基督里已经创造成的
新人：
弗2:15
弗2:16
弗4:24

一

我们受浸时已经脱去了旧人，这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并且已经埋葬了；我们
也是在受浸时穿上了新人—22～24节，罗六6，4。
弗4:22
弗4:23
弗4:24
罗6:6
罗6:4

二

在祂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好把两下在祂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
人，成就了和平；
既用十字架除灭了仇恨，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在一个身体里与神和好了；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

在从前的生活样式上，脱去了旧人，这旧人是照着那迷惑的情欲败坏的；
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
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祂同钉十字架，使罪的身体失效，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
仆，
所以我们借着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好叫我们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象基
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

脱去旧人以及穿上新人，乃是已完成的事实；现今我们必须借着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
以更新，来经历并实化这些事实—弗四23：
弗4:23

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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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脱去旧人，就是借着将十字架应用于己，否认并弃绝我们老旧的己—22节，太十六
24。
弗4:22
太16:24

在从前的生活样式上，脱去了旧人，这旧人是照着那迷惑的情欲败坏的；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否认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
我。

2 穿上新人，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活基督并显大基督；（腓一19～21
上；）这是应用基督在创造新人时所完成的。（弗二15，四24。）
腓1:19
腓1:20
腓1:21
弗2:15
弗4:24

三

我们那与神的灵调和的灵必须成为我们心思的灵；（23；）这样，我们一切的生活就
都是凭着灵，我们所作的也都是照着灵；当我们被这灵更新时，我们就穿上了新人。
弗4:23

四

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

我们行事为人必须照着那正扩展到我们心思里，并充满其中的调和之灵；这样，新人
的日常生活就是在心思的灵里；这乃是召会生活的秘诀—23节。
弗4:23

五

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终必叫我得
救。
这是照着我所专切期待并盼望的，就是没有一事会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
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
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
在祂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好把两下在祂自己里面，创造成
一个新人，成就了和平；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

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

新人是在我们的灵里；穿上新人的路，在于让我们那与圣灵调和的灵（其中有神、神
的居所和新人），成为我们心思的灵—二22，四23：
弗2:22
弗4:23

你们也在祂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
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

1 灵成了我们心思的灵，意思就是说，灵指引、管理、支配、制伏并据有我们的心
思；（参林前二15～16，林后二13，十4～5；）当灵指引我们的心思时，灵就管理
我们的全人。
林前2:15
林前2:16
林后2:13
林后10:4
林后10:5

唯有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看透他。
谁曾知道主的心思能教导祂？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思了。
那时没有找到我的弟兄提多，我灵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
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肉体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倒坚固的营
垒，
将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都攻倒了，又将各样的思想掳来，
使它顺从基督，

2 我们穿上新人有多少，乃在于我们的灵指引我们这个人有多少；（林前二15；）当
我们的灵支配并指引我们时，文化、意见、或规条就没有地位；因着我们全人是受
我们的灵支配、管理、管制并指引，所以我们的办法没有地位。
林前2:15

唯有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看透他。

3 调和的灵越多渗透、浸透、据有我们的心思，我们就越让基督的心思成为我们的心
二○二○年十一月感恩节特会 纲要附经文 26

思—腓二5，林前二16，罗十二2。
腓2:5
林前2:16
罗12:2

你们里面要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
谁曾知道主的心思能教导祂？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思了。
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
喜悦、并纯全的旨意。

六

当我们相信主耶稣时，赐生命的灵就进到我们灵里，随祂同来的是新人这个已经完成
的产品；现今新人必须浸透并扩展到我们的每一部分；这个扩展就是穿上新人，也是
更新。

七

我们不该照着心思的虚妄生活，乃该照着心思的灵生活；这是团体的一个新人日常生
活的关键，也是召会生活满有神的特性、基督的香气、和那灵的一的秘诀—弗四3～
4，17～18，23～24。
弗4:3
弗4:4
弗4:17

以和平的联索，竭力保守那灵的一：
一个身体和一位灵，正如你们蒙召，也是在一个盼望中蒙召的；
所以我这样说，且在主里见证，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象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
妄里行事为人，
他们在悟性上既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们里面的无知，因着他们心里的刚硬，与
神的生命隔绝了；
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

弗4:18
弗4:23
弗4:24

八

借着我们爱主，操练我们的灵祷告，并天天读主的话，我们的心思就被调和的灵充
满；这使我们的心思得以改变并更新；我们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乃是在一切对人
生事物的观念上，受圣经的教训和圣灵的光照，而有的去旧更新—诗一一九105，
130，提后三15～17，申十七18～20。
诗119:105
诗119:130
提后3:15
提后3:16
提后3:17
申17:18
申17:19
申17:20

九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蒙人通达。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借着相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圣经都是神的呼出，对于教训、督责、改正、在义上的教导，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备，为着各样的善工，装备齐全。
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
存在他那里；他一生的日子都要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
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
免得他向弟兄心里高傲，离了这诫命，或偏左或偏右。这样，他和他的子孙在以
色列中治国的日子，就得以长久。

神的定旨在今世得以完成，以得着一个新人的实际，唯一的可能乃是我们都愿意在我
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

叁 保罗给歌罗西人的话，其中心点是关乎心思的更新，以致对那是神形像的基督
有充足的知识；新人是在我们灵里创造的，并且正在照着基督的形像，在我们
的心思里渐渐得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弗二15，西三10～11：
弗2:15
西3:10

在祂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好把两下在祂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
人，成就了和平；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像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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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3:11

一

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
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新人原是用我们属于旧造的人创造的，所以需要更新；这更新主要的发生在我们的心
思里，如“以致有充足的知识”所指明的—10节。
西3:10

二

新人照着神被创造，这已经完成；但在我们的经历中，新人正一点一点地渐渐更新，
以致有充足的知识；我们越穿上新人，就越照着神的所是被更新，也越有祂的形像，
就是祂所是的彰显—10节。
西3:10

三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像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像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

得更新就是得着神的元素加到我们里面，以顶替并排除我们老旧的元素—启二一5上，
林后五17，罗十二2，林后四16：
启21:5
林后5:17
罗12:2
林后4:16

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旧事已过，看哪，都变成新的了。
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
悦、并纯全的旨意。
所以我们不丧胆，反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

1 我们天然和本国的头脑，是照着我们的种族和文化背景受教育并建立起来的；这是
新人得以实际出现的最大拦阻。
2 要使一个新人得以完满的出现，我们就必须经历心思彻底的更新，这心思是照着我
们的国籍和文化建立起来的。
四

新就是神；所以，成为新的就是在生命、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
1 神是常新的，祂将祂那常新不旧的素质灌注到我们内部，以更新我们全人—罗十二
2，西三10。
罗12:2
西3:10

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
喜悦、并纯全的旨意。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像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

2 神的灵更新我们，乃是用神常新不旧、永存不衰的属性，灌注我们里面的各部分—
启二一5上。
启21:5

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
的，是真实的。

3 更新的灵将新人的神圣素质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新造，新人—多三5，林后
五17，加六15。
多3:5
林后5:17
加6:15

祂便救了我们，并不是本于我们所成就的义行，乃是照着祂的怜悯，借着重生
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
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旧事已过，看哪，都变成新的了。
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乃是作新造。

肆 我们需要因复活生命的新鲜供应日日得更新，以顶替我们的文化，并借着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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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新耶路撒冷一样的新，而在实际里成为一个新人—林后四16：
林后4:16

所以我们不丧胆，反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

一

穿上新人不是一次而永远完成的；相反的，这是一生之久的事，是我们基督徒一生中
渐进的过程。

二

我们重生的信徒是新人的一部分，应当在复活里，在神圣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并
在灵的新样里服事—罗六4，七6。
罗6:4
罗7:6

三

信徒既然都要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六4）而成为新耶路撒冷，并都要在灵的新样
里服事（七6）而建造新耶路撒冷，就该得更新，好成为象新耶路撒冷一样的新。
罗6:4
罗7:6

四

所以我们借着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好叫我们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象基
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
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在灵的新样里服
事，不在字句的旧样里。

所以我们借着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好叫我们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象基
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
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在灵的新样里服
事，不在字句的旧样里。

我们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乃是为着使我们逐日变化成为基督的形像，这是借着我
们外面的人被环境中的苦难所销毁，好使我们里面的人被更新—林后四16：
林后4:16

所以我们不丧胆，反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

1 当我们在苦难中，我们需要得着更新；不然，我们所经过的苦难，对我们就毫无意
义；在我们里面有一避难所—我们的灵—诗九一1，二七5，三一20，赛三二2，提后
四22，加六17～18。
诗91:1
诗27:5
诗31:20
赛32:2
提后4:22
加6:17
加6:18

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
因为在我遭难的日子，祂必将我隐藏在祂的遮蔽处；祂必把我藏匿在祂帐幕的
隐密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
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密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将他们隐藏在遮蔽
处，免受口舌的争闹。
必有一人象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密处，象河流在干旱之地，象大磐石的影子
在疲乏之地。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典与你们同在。
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体上带着耶稣的烙印。
弟兄们，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的灵同在。阿们。

2 神安排我们的环境，好使我们外面的人一点一点、一天一天地被销毁，我们里面的
人被是灵的基督这复活生命之新鲜的供应所更新—林后四16。
林后4:16

五

所以我们不丧胆，反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
新。

我们要日日得更新，就需要每早晨得复兴—太十三43，路一78～79，箴四18，士五
31，林后四16。
太13:43
路1:78

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光如同太阳。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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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1:79
箴4:18
士5:31
林后4:16

六

我们凭四个项目而日日得更新：十字架；（10～12，16～18；）圣灵，凭圣灵我们就
因神圣的生命得着重修、再制和改造；（多三5；）我们调和的灵；（弗四23；）以及
神的圣言。（五26。）
林后4:10
林后4:11
林后4:12
林后4:16
林后4:17
林后4:18
多3:5
弗4:23
弗5:26

七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但义人的途径好象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耶和华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样，
那地太平四十年。
所以我们不丧胆，反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

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治死，使耶稣的生命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体上。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使耶稣的生命，也在我们这必死的
肉身上显明出来。
这样，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所以我们不丧胆，反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
因为我们这短暂轻微的苦楚，要极尽超越地为我们成就永远重大的荣耀。
我们原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
是永远的。
祂便救了我们，并不是本于我们所成就的义行，乃是照着祂的怜悯，借着重生的
洗涤，和圣灵的更新。
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
好圣化召会，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洁净召会，

我们需要在新样里来赴主的筵席；（太二六29；）主绝不吃喝旧的筵席；我们需要得
更新，学习说，“对不起，请赦免我。”
太26:29

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绝不喝这葡萄树的产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
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伍 新人的更新，在于我们寻求在上面的事—西三1～2，弗二5～6：
西3:1
西3:2
弗2:5

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寻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
竟然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便叫我们一同与基督活过来，（你们得救是靠着恩
典，）
祂又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复活，一同坐在诸天界里，

弗2:6

一

寻求在上面的事乃是回应并返照基督在祂天上职事里的活动—来二17，四14，七26，
八1～2，启五6，西三1～2：
来2:17
来4:14
来7:26
来8:1
来8:2
启5:6

所以祂凡事该与祂的弟兄一样，为要在关于神的事上，成为怜悯、忠信的大祭
司，好为百姓的罪成就平息。
所以，我们既有一位经过了诸天，尊大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坚守
所承认的。
象这样圣而无邪恶、无玷污、与罪人分别，并且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
合宜的；
我们所讲之事的要点，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祂已经坐在诸天之上至尊至大
者宝座的右边，
作了圣所，就是真帐幕的执事；这帐幕是主所支的，不是人所支的。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中间，并众长老中间，有羔羊站立，象是刚被杀过的，有
七角和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全地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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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3:1
西3:2

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寻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

1 从天上的基督那里，到地上我们这里，借着我们灵里包罗万有的灵，有一种传输在
进行—弗一19，22～23，二22：
弗1:19
弗1:22
弗1:23
弗2:22

以及祂的能力向着我们这信的人，照祂力量之权能的运行，是何等超越的浩
大，
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并使祂向着召会作万有的头；
召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你们也在祂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

a 我们的灵是接受神圣传输的一端，而天上神的宝座是输送的一端—启五6。
启5:6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中间，并众长老中间，有羔羊站立，象是刚被杀过
的，有七角和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全地去的。

b 我们转到灵里，就被提高到天上；因着从天上神的宝座达到我们灵里的传输，当
我们在地上经历并享受基督时，同时也在天上了—四1～2。
启4:1
启4:2

这些事以后，我观看，看哪，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所听见那如吹号的声
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这些事以后必发生的事指示你。
我立刻就在灵里；看哪，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2 基督在祂天上的职事里一直在牧养人，我们需要与祂合作牧养人；我们若接受这个
交通，地上会有一个大复兴，将主带回来—彼前五1～4，参太九36，十1～6，约二
一15～17，彼前二25，来十三20。
彼前5:1
彼前5:2
彼前5:3
彼前5:4
太9:36
太10:1
太10:2
太10:3
太10:4
太10:5
太10:6
约21:15

约21:16

所以，我这同作长老，作基督受苦的见证人，并同享那将要显出之荣耀的，劝
你们中间作长老的人，
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监督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
心；不是为着卑鄙的利益，乃是出于热切；
也不是作主辖管所委托你们的产业，乃是作群羊的榜样。
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着那不能衰残的荣耀冠冕。
祂看见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制伏污灵的权柄，可以赶逐它们，并医治各样
的疾病，和各种的症候。
这十二使徒的名字是：头一个，称呼彼得的西门，还有他的兄弟安得烈；西庇
太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
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吏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太；
热烈派的西门，和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耶稣差遣这十二个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
的城，你们也不要进，
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
么？彼得对祂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
羊。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么？彼得对祂说，主啊，是
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牧养我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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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21:17

彼前2:25
来13:20

二

我们若转向属天的基督连同祂一切的活动，并将我们的心思置于这些事，新人的更新
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八1～2，十二2，西三2。
来8:1
来8:2
来12:2
西3:2

三

我们所讲之事的要点，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祂已经坐在诸天之上至尊至大
者宝座的右边，
作了圣所，就是真帐幕的执事；这帐幕是主所支的，不是人所支的。
望断以及于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祂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
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

这完成神使信徒成为新造的新人以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的意愿；新人作为神工作的
杰作，乃是宇宙中全新的东西，是神的新发明—10～11节，林后五17，加六15～17，
弗二10，15。
西3:10
西3:11
林后5:17
加6:15
加6:16
加6:17
弗2:10
弗2:15

四

耶稣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么？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
说，你爱我么？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
你们好象羊走迷了路，如今却归到你们魂的牧人和监督了。
但愿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领群羊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
上来的，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像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
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
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旧事已过，看哪，都变成新的了。
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乃是作新造。
凡照这准则而行的，愿平安怜悯临到他们，就是临到神的以色列。
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体上带着耶稣的烙印。
我们原是神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为着神早先预备好，要我们行在其中的善良
事工创造的。
在祂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好把两下在祂自己里面，创造成一
个新人，成就了和平；

神的目标是要得着一个新人，这新人最终将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作为一个新人最
终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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