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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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 詩11
讀經：林後四16，弗二15，四22～24，西三10～11
林後4:16
弗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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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祂的肉體裏，廢掉了那規條中誡命的律法，好把兩下在祂自己裏面，創造成一個新人，成
就了和平；
在從前的生活樣式上，脫去了舊人，這舊人是照著那迷惑的情慾敗壞的；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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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照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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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4:22
弗4:23
弗4:24
西3:10
西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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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4:22

一

在從前的生活樣式上，脫去了舊人，這舊人是照著那迷惑的情慾敗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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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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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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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4:31
弗4:32

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喧嚷、毀謗，同一切的惡毒，都要從你們中間除掉。
你們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憐，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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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3:12
西3:13
西3:14

所以你們旣是神的選民，聖別蒙愛的人，就要穿上憐恤的心腸、恩慈、卑微、
溫柔、恆忍。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容忍，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
也要怎樣饒恕人。
在這一切之上，還要穿上愛，愛是全德的聯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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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4:17
弗4:18
弗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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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悟性上旣然昏暗，就因著那在他們裏面的無知，因著他們心裏的剛硬，
與神的生命隔絕了；
他們感覺旣然喪盡，就任憑自己放蕩，以致貪行種種的污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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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3:10
西3:11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照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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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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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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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2:15
弗2:16
弗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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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4:22
弗4:23
弗4:24
羅6:6
羅6:4

二

在祂的肉體裏，廢掉了那規條中誡命的律法，好把兩下在祂自己裏面，創造成一個新
人，成就了和平；
旣用十字架除滅了仇恨，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在一個身體裏與神和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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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從前的生活樣式上，脫去了舊人，這舊人是照著那迷惑的情慾敗壞的；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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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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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藉著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好叫我們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像基
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人中復活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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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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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新，來經歷並實化這些事實—弗四23：
弗4:23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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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4:22
太16:24

在從前的生活樣式上，脫去了舊人，這舊人是照著那迷惑的情慾敗壞的；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否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並跟從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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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1:19
腓1:20
腓1:21
弗2:15
弗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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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4:23

四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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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4:23

五

因爲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終必叫我得
救。
這是照著我所專切期待並盼望的，就是沒有一事會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
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體上，現今也照常顯大，
因爲在我，活著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
在祂的肉體裏，廢掉了那規條中誡命的律法，好把兩下在祂自己裏面，創造成
一個新人，成就了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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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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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2:22
弗4:23

你們也在祂裏面同被建造，成爲神在靈裏的居所。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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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2:15
林前2:16
林後2:13
林後10:4
林後10:5

惟有屬靈的人看透萬事，卻沒有一人看透他。
誰曾知道主的心思能教導祂？但我們是有基督的心思了。
那時沒有找到我的弟兄提多，我靈裏不安，便辭別那裏的人，往馬其頓去了。
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肉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倒堅固的營
壘，
將理論和各樣阻擋人認識神而立起的高寨，都攻倒了，又將各樣的思想擄來，
使它順從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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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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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2:15

惟有屬靈的人看透萬事，卻沒有一人看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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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2:5
林前2:16
羅12:2

你們裏面要思念基督耶穌裏面所思念的：
誰曾知道主的心思能教導祂？但我們是有基督的心思了。
不要模倣這世代，反要藉著心思的更新而變化，叫你們驗證何爲神那美好、可
喜悅、並純全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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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4:3
弗4:4
弗4:17

以和平的聯索，竭力保守那靈的一：
一個身體和一位靈，正如你們蒙召，也是在一個盼望中蒙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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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悟性上旣然昏暗，就因著那在他們裏面的無知，因著他們心裏的剛硬，與
神的生命隔絕了；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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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4:18
弗4:23
弗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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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119:105
詩119:130
提後3:15
提後3:16
提後3:17
申17:18
申17:19
申17:20

九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使愚蒙人通達。
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藉著相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
聖經都是神的呼出，對於教訓、督責、改正、在義上的教導，都是有益的，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備，爲著各樣的善工，裝備齊全。
他登了國位，就要將祭司利未人面前的這律法書，爲自己抄錄一本，
存在他那裏；他一生的日子都要誦讀，好學習敬畏耶和華他的神，謹守遵行這律
法書上的一切言語和這些律例，
免得他向弟兄心裏高傲，離了這誡命，或偏左或偏右。這樣，他和他的子孫在以
色列中治國的日子，就得以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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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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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2:15

在祂的肉體裏，廢掉了那規條中誡命的律法，好把兩下在祂自己裏面，創造成一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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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成就了和平；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照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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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3:10
西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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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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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3:10

三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照著創造他者的形像漸漸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識；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照著創造他者的形像漸漸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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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啓21:5
林後5:17
羅12:2
林後4:16

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又說，你要寫上，因這些話是可信的，
是真實的。
因此，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舊事已過，看哪，都變成新的了。
不要模倣這世代，反要藉著心思的更新而變化，叫你們驗證何爲神那美好、可喜
悅、並純全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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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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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12:2
西3:10

不要模倣這世代，反要藉著心思的更新而變化，叫你們驗證何爲神那美好、可
喜悅、並純全的旨意。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照著創造他者的形像漸漸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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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啓21:5

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又說，你要寫上，因這些話是可信
的，是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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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三5，林後
五17，加六15。
多3:5
林後5:17
加6:15

祂便救了我們，並不是本於我們所成就的義行，乃是照著祂的憐憫，藉著重生
的洗滌，和聖靈的更新。
因此，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舊事已過，看哪，都變成新的了。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乃是作新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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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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後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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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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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6:4
羅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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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6:4
羅7:6

四

所以我們藉著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好叫我們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像基
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人中復活一樣。
但我們旣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現今就脫離了律法，叫我們在靈的新樣裏服
事，不在字句的舊樣裏。

所以我們藉著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好叫我們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像基
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人中復活一樣。
但我們旣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現今就脫離了律法，叫我們在靈的新樣裏服
事，不在字句的舊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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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後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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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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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91:1
詩27:5
詩31:20
賽32:2
提後4:22
加6:17
加6:18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
因爲在我遭難的日子，祂必將我隱藏在祂的遮蔽處；祂必把我藏匿在祂帳幕的
隱密處，將我高舉在磐石上。
你必把他們藏在你面前的隱密處，免得遇見人的計謀；你必將他們隱藏在遮蔽
處，免受口舌的爭鬧。
必有一人像避風所，和避暴雨的隱密處，像河流在乾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
在疲乏之地。
願主與你的靈同在。願恩典與你們同在。
從今以後，人都不要攪擾我，因爲我身體上帶著耶穌的烙印。
弟兄們，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與你們的靈同在。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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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後4:16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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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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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13:43

那時，義人在他們父的國裏，要發光如同太陽。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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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1:78
路1:79
箴4:18
士5:31
林後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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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後4:10
林後4:11
林後4:12
林後4:16
林後4:17
林後4:18
多3:5
弗4:23
弗5:26

七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但義人的途徑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耶和華阿，願你的仇敵都這樣滅亡。願愛你的人如日頭出現，光輝烈烈。這樣，
那地太平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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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上常帶著耶穌的治死，使耶穌的生命也顯明在我們的身體上。
因爲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爲耶穌被交於死，使耶穌的生命，也在我們這必死的
肉身上顯明出來。
這樣，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命卻在你們身上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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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爲我們這短暫輕微的苦楚，要極盡超越的爲我們成就永遠重大的榮耀。
我們原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爲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纔
是永遠的。
祂便救了我們，並不是本於我們所成就的義行，乃是照著祂的憐憫，藉著重生的
洗滌，和聖靈的更新。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
好聖化召會，藉著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召會，

我們需要在新樣裏來赴主的筵席；（太二六29；）主絕不喫喝舊的筵席；我們需要得
更新，學習說，『對不起，請赦免我。』
太26:29

但我告訴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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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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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3:1
西3:2
弗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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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在我們因過犯死了的時候，便叫我們一同與基督活過來，（你們得救是靠著恩
典，）
祂又叫我們在基督耶穌裏一同復活，一同坐在諸天界裏，

弗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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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2:17
來4:14
來7:26
來8:1
來8:2

所以祂凡事該與祂的弟兄一樣，爲要在關於神的事上，成爲憐憫、忠信的大祭
司，好爲百姓的罪成就平息。
所以，我們旣有一位經過了諸天，尊大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兒子耶穌，便當堅守
所承認的。
像這樣聖而無邪惡、無玷污、與罪人分別，並且高過諸天的大祭司，原是與我們
合宜的；
我們所講之事的要點，就是我們有這樣的大祭司，祂已經坐在諸天之上至尊至大
者寶座的右邊，
作了聖所，就是真帳幕的執事；這帳幕是主所支的，不是人所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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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5:6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中間，並眾長老中間，有羔羊站立，像是剛被殺過的，有
七角和七眼，就是神的七靈，奉差遣往全地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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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3:1
西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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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1:19
弗1:22
弗1:23
弗2:22

以及祂的能力向著我們這信的人，照祂力量之權能的運行，是何等超越的浩
大，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著召會作萬有的頭；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你們也在祂裏面同被建造，成爲神在靈裏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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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啓5:6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中間，並眾長老中間，有羔羊站立，像是剛被殺過
的，有七角和七眼，就是神的七靈，奉差遣往全地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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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啓4:1
啓4:2

這些事以後，我觀看，看哪，天上有門開了，我初次所聽見那如吹號的聲
音，對我說，你上到這裏來，我要將這些事以後必發生的事指示你。
我立刻就在靈裏；看哪，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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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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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21:15

所以，我這同作長老，作基督受苦的見證人，並同享那將要顯出之榮耀的，勸
你們中間作長老的人，
務要牧養你們中間神的羣羊，按著神監督他們，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
心；不是爲著卑鄙的利益，乃是出於熱切；
也不是作主轄管所委託你們的產業，乃是作羣羊的榜樣。
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你們必得著那不能衰殘的榮耀冠冕。
祂看見羣眾，就對他們動了慈心，因爲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樣。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給他們制伏污靈的權柄，可以趕逐牠們，並醫治各樣
的疾病，和各種的症候。
這十二使徒的名字是：頭一個，稱呼彼得的西門，還有他的兄弟安得烈；西庇
太的兒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約翰；
腓力和巴多羅買；多馬和稅吏馬太；亞勒腓的兒子雅各，和達太；
熱烈派的西門，和出賣耶穌的加畧人猶大。
耶穌差遣這十二個出去，吩咐他們說：外邦人的路，你們不要走，撒瑪利亞人
的城，你們也不要進，
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去。
他們喫完了早飯，耶穌對西門彼得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
麼？彼得對祂說，主阿，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餧養我的小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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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21:16
約21:17

彼前2:25
來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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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8:1
來8:2
來12:2
西3:2

三

我們所講之事的要點，就是我們有這樣的大祭司，祂已經坐在諸天之上至尊至大
者寶座的右邊，
作了聖所，就是真帳幕的執事；這帳幕是主所支的，不是人所支的。
望斷以及於耶穌，就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與成終者；祂爲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
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你們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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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3:10
西3:11
林後5:17
加6:15
加6:16
加6:17
弗2:10
弗2:15

四

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彼得對祂說，主阿，是
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牧養我的羊。
耶穌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彼得因爲耶穌第三次對他
說，你愛我麼？就憂愁，對耶穌說，主阿，你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對他說，你餧養我的羊。
你們好像羊走迷了路，如今卻歸到你們魂的牧人和監督了。
但願平安的神，就是那憑永約之血，領羣羊的大牧人我們的主耶穌，從死人中
上來的，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照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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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舊事已過，看哪，都變成新的了。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乃是作新造。
凡照這準則而行的，願平安憐憫臨到他們，就是臨到神的以色列。
從今以後，人都不要攪擾我，因爲我身體上帶著耶穌的烙印。
我們原是神的傑作，在基督耶穌裏，爲著神早先豫備好，要我們行在其中的善良
事工創造的。
在祂的肉體裏，廢掉了那規條中誡命的律法，好把兩下在祂自己裏面，創造成一
個新人，成就了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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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