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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照着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學基督， 

藉此過一個新人的生活， 

而不是過我們文化的生活 

 RA, 詩546 

讀經：弗四20～21，太十一28～30，十四19，約五19，30，七18，十30 

弗4:20 但你們並不是這樣學了基督； 
弗4:21 如果你們真是聽過祂，並在祂裏面，照著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受過教導， 
太11:28 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必使你們得安息。 
太11:29 我心裏柔和謙卑，因此你們要負我的軛，且要跟我學，你們魂裏就必得安息； 
太11:30 因爲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太14:19 於是吩咐羣眾坐在草地上，就拿著五個餅兩條魚，望著天祝福，擘開餅，遞給門徒，門徒便

遞給羣眾。 
約5:19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子從自己不能作甚麼，惟有看見父所作的，子纔能

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樣作。 
約5:30 我從自己不能作甚麼；我怎麼聽見，就怎麼審判；我的審判也是公平的，因爲我不尋求自己

的意思，只尋求那差我來者的意思。 
約7:18 那從自己說的，是尋求自己的榮耀；惟有那尋求差祂來者之榮耀的，這人纔是真的，在祂裏

面沒有不義。 
約10:30 我與父原是一。 

壹 我們生活的標準不該是照着我們的文化，乃必須是照着那在耶穌身上的實際，

就是照着主耶穌在地上所活出的實際—弗四20～21： 
弗4:20 但你們並不是這樣學了基督； 
弗4:21 如果你們真是聽過祂，並在祂裏面，照著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受過教導， 

一 主耶穌在地上生活的方式，乃是今天一個新人該有的生活方式—太十一28～30，約六

57，四34，五17，19，30，六38，十七4。 
太11:28 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必使你們得安息。 
太11:29 我心裏柔和謙卑，因此你們要負我的軛，且要跟我學，你們魂裏就必得安息； 
太11:30 因爲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約6:57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那喫我的人，也要因我活著。 
約4:34 耶穌說，我的食物就是實行差我來者的旨意，作成祂的工。 
約5:17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父作工直到如今，我也作工。 
約5:19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子從自己不能作甚麼，惟有看見父所作

的，子纔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樣作。 
約5:30 我從自己不能作甚麼；我怎麼聽見，就怎麼審判；我的審判也是公平的，因爲我

不尋求自己的意思，只尋求那差我來者的意思。 
約6:38 因爲我從天上降下來，不是要行我自己的意思，乃是要行那差我來者的意思。 
約17:4 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你交給我要我作的工，我已經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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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弗四21，）是指耶穌一生的真實光景，如四福音所記

載的；耶穌在生活中總是在神裏面，同着神並爲着神行事；神是在祂的生活中，並且

祂與神是一。 
弗4:21 如果你們真是聽過祂，並在祂裏面，照著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受過教導， 

三 耶穌的生活總是符合神的義和聖；在耶穌的生活裏，總是展示出那實際的義和聖—24
節： 
弗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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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耶穌的人性生活是照着這實際，就是照着神自己，滿了義和聖。 

2 新人是在這實際的義和聖中所創造的；這實際就是神得着榮耀和彰顯。 

四 我們需要學基督，並在祂裏面受教導，過實際的生活；學基督，就是在基督這榜樣的

模子裏，模成基督的形像—20～21節，羅八28～29，約貳1，約四23～24。 
弗4:20 但你們並不是這樣學了基督； 
弗4:21 如果你們真是聽過祂，並在祂裏面，照著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受過教導， 
羅8:28 還有，我們曉得萬有都互相効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羅8:29 因爲神所豫知的人，祂也豫定他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

長子。 
約貳1 作長老的寫信給蒙揀選的夫人和她的兒女，就是我真實所愛的；不單我愛，也是

一切認識真理之人所愛的； 
約4:23 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在靈和真實裏敬拜祂，因爲父尋找

這樣敬拜祂的人。 
約4:24 神是靈；敬拜祂的，必須在靈和真實裏敬拜。 

五 新人是團體人，該過一種實際的生活，如同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就是彰顯神的生

活。 

六 我們若照着心思的靈生活，就會有團體新人的日常生活，就是符合那在耶穌身上是實

際者的生活—弗四23。 
弗4:23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 

貳 一個新人的生活，該與耶穌所過的生活完全一樣；爲着一個新人作爲團體的神

人，我們需要過神人的生活—腓一19～21上，三10，弗四20～21，參約壹四17
與註5： 
腓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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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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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1:21 因爲在我，活著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 
腓3:10 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弗4:20 但你們並不是這樣學了基督； 
弗4:21 如果你們真是聽過祂，並在祂裏面，照著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受過教導， 
約壹4:17 在此，愛在我們便得了成全，使我們在審判的日子，可以坦然無懼；因爲5祂如何，我

們在這世上也如何。 
 註5：與三3、7者同，指基督，祂曾在這世上活出神就是愛的生活，如今祂是我們的生

命，使我們能在這世上活出同樣愛的生活，與祂所是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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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督的人性生活，就是人將神活出，在人性的美德裏彰顯神的屬性；祂的人性美德被

神聖的屬性充滿、調和並浸透—路一26～35，七11～17，十25～37，十九1～10： 
路1:26 到了第六個月，天使加百列奉神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這城名叫拿撒勒。 
路1:27 到一個童女那裏，是已經許配大衞家的一個人，名叫約瑟，童女的名字叫馬利

亞。 
路1:28 天使進去，對她說，蒙大恩的女子，願你喜樂！主與你同在了。 
路1:29 她因這話就很驚慌，又反覆思想這樣問安是甚麼意思。 
路1:30 天使對她說，馬利亞，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經蒙恩了。 
路1:31 看哪，你將懷孕生子，要給祂起名叫耶穌。 
路1:32 祂要爲大，稱爲至高者的兒子，主神要把祂祖大衞的寶座給祂， 
路1:33 祂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祂的國也沒有窮盡。 
路1:34 馬利亞對天使說，我沒有出嫁，怎麼會有這事？ 
路1:35 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所要生的聖者，

必稱爲神的兒子。 
路7:11 過了不久，耶穌往一座城去，這城名叫拿因，祂的門徒和大批的羣眾與祂同行。 
路7:12 將近城門的時候，看哪，有一個死人被抬出來，這人是他母親獨生的兒子，他母

親又是寡婦，有城裏大批的羣眾陪著她。 
路7:13 主看見那寡婦，就對她動了慈心，說，不要哭。 
路7:14 於是上前按著棺槓，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穌說，青年人，我吩咐你，起來。 
路7:15 那死人就坐起來，並且說起話來，耶穌便把他交給他母親。 
路7:16 眾人都起了敬畏，榮耀神說，有大申言者在我們中間興起來了，又說，神眷顧祂

的百姓了。 
路7:17 這關於耶穌的話，就傳遍了整個猶太和四周全境。 
路10:25 看哪，有一個律法師站起來，試探耶穌說，夫子，我該作甚麼，纔可以承受永遠

的生命？ 
路10:26 耶穌對他說，律法上寫的是甚麼？你是怎麼念的？ 
路10:27 他回答說，『你要全心、全魂、全力並全心思，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

己。』 
路10:28 耶穌說，你答得對，你這樣行，就必得著生命。 
路10:29 那人想要稱義自己，就對耶穌說，誰是我的鄰舍？ 
路10:30 耶穌接著說，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強盜中間，他們剝去他的衣

服，把他打個半死，就撇下他走了。 
路10:31 適巧有一個祭司，從這條路下來，看見他，就從對面過去了。 
路10:32 又有一個利未人，來到這地方，看見，也照樣從對面過去了。 
路10:33 但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行路來到他那裏，看見，就動了慈心， 
路10:34 上前把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帶到客店裏照料

他。 
路10:35 第二天，拿出兩個銀幣，交給店主說，請你照料他；此外所花費的，我回來必還

你。 
路10:36 你想這三個人，那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之人的鄰舍？ 
路10:37 他說，是那憐憫他的。耶穌說，你去照樣行罷。 
路19:1 耶穌進了耶利哥，正經過的時候， 
路19:2 看哪，有一個人名叫撒該，是個稅吏長，又很富足。 
路19:3 他想要看看耶穌是誰，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能看見。 
路19:4 於是先跑到前頭，爬上一棵桑樹，要看耶穌，因爲耶穌就要從那裏經過。 
路19:5 耶穌到了那地方，往上一看，對他說，撒該，快下來，今天我必須住在你家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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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19:6 他就急忙下來，歡歡喜喜的接待耶穌。 
路19:7 眾人看見，都紛紛的唧咕議論說，祂竟然進到罪人家裏去住宿。 
路19:8 撒該站著，對主說，主阿，看哪，我把家業的一半給窮人，我若訛詐了誰，就還

他四倍。 
路19:9 耶穌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因爲他也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路19:10 人子來，是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1 主耶穌在地上時，雖是人，卻因神活着—約六57，五19，30，六38，八28，七16～
17。 

約6:57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那喫我的人，也要因我活著。 
約5:19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子從自己不能作甚麼，惟有看見父所

作的，子纔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樣作。 
約5:30 我從自己不能作甚麼；我怎麼聽見，就怎麼審判；我的審判也是公平的，因爲

我不尋求自己的意思，只尋求那差我來者的意思。 
約6:38 因爲我從天上降下來，不是要行我自己的意思，乃是要行那差我來者的意思。 
約8:28 所以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舉起人子以後，必知道我是，並且知道我不從自己作

甚麼；我說這些話，乃是照著父所教訓我的。 
約7:16 耶穌回答說，我的教訓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來者的。 
約7:17 人若立志實行祂的旨意，就必曉得這教訓或是出於神，或是我從自己說的。 

2 主耶穌在一切事上活神並彰顯神；祂無論作甚麼，都是神從祂裏面並藉着祂作出來

的—十四10。 

約14:10 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你不信麼？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我從自己說

的，乃是住在我裏面的父作祂自己的事。 

3 馬可福音啓示，主耶穌所過的生活乃是完全照着並爲着神新約的經綸。 

二 我們是第一位神人的擴展、擴增、複製和繼續，該過祂所過同樣的生活—約壹二6： 
約壹2:6 那說自己住在祂裏面的，就該照祂所行的去行。 

1 主的神人生活爲我們的神人生活設立了一個模型—被釘死而活，使神在人性裏得彰

顯—加二20。 

加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

並且我如今在肉身裏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裏，與祂聯結所活的，祂

是愛我，爲我捨了自己。 

2 我們需要靠祂的靈全備的供應，否認己，模成基督的死，並顯大祂—太十六24，腓

三10，一19～21上。 

太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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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3:10 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腓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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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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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1:21 因爲在我，活著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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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必須棄絕修養自己，並且定罪建立天然的人；我們需要領悟，基督徒的美德在

素質上與神聖的生命、神聖的性情、和神自己有關—加五22～23。 

加5:22 但那靈的果子，就是愛、喜樂、和平、恆忍、恩慈、良善、信實、 
加5:23 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反對。 

4 這位過神人生活的，如今乃是那靈，在我們裏面活着並藉着我們活出來；我們不該

讓這一位以外的任何事物充滿並佔有我們—林後三17，十三5，弗三16～19。 

林後3:17 而且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那裏，那裏就有自由。 
林後13:5 你們要試驗自己是否在信仰中；你們要驗證自己。豈不知你們有耶穌基督在你

們裏面麼？除非你們是經不起試驗的。 
弗3:16 願祂照著祂榮耀的豐富，藉著祂的靈，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 
弗3:17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裏，叫你們在愛裏生根立基， 
弗3:18 使你們滿有力量，能和眾聖徒一同領畧何爲那闊、長、高、深， 
弗3:19 並認識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使你們被充滿，成爲神一切的豐滿。 

5 我們需要全人向主敞開，（以禱告的靈和氣氛）接受主在路加六章三十六節的囑

咐：『你們要有憐恤，正如你們的父有憐恤一樣』；我們需要每早晨接觸主這位憐

恤者—哀三22～23，羅九15與註2，出三四6，詩一○三8，路一78～79，十25～37，
羅十二1。 

路6:36 你們要有憐恤，正如你們的父有憐恤一樣。 
哀3:22 我們不至消滅，是出於耶和華的慈愛，因祂的憐恤不至斷絕； 
哀3:23 每早晨這些都是新的；你的信實，極其廣大。 
羅9:15 因爲祂對摩西說，『我要向誰施2憐憫，就向誰施憐憫；要對誰動2憐恤，就對

誰動憐恤。』 
 註2：憐憫重在體會到人可憐的情形，而在行動上表示出來，所以神是在外面

向人施憐憫；憐恤重在裏頭的感覺，由歎息和眼淚表現出來，所以神是在裏面

對人動憐恤。因此，憐恤比憐憫更深。 
出34:6 耶和華在他面前經過，宣告說，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恤、有恩典的神，不

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信實； 
詩103:8 耶和華有憐恤，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 
路1:78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 
路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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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10:25 看哪，有一個律法師站起來，試探耶穌說，夫子，我該作甚麼，纔可以承受永

遠的生命？ 
路10:26 耶穌對他說，律法上寫的是甚麼？你是怎麼念的？ 
路10:27 他回答說，『你要全心、全魂、全力並全心思，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

自己。』 
路10:28 耶穌說，你答得對，你這樣行，就必得著生命。 
路10:29 那人想要稱義自己，就對耶穌說，誰是我的鄰舍？ 
路10:30 耶穌接著說，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強盜中間，他們剝去他的

衣服，把他打個半死，就撇下他走了。 
路10:31 適巧有一個祭司，從這條路下來，看見他，就從對面過去了。 
路10:32 又有一個利未人，來到這地方，看見，也照樣從對面過去了。 
路10:33 但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行路來到他那裏，看見，就動了慈心， 
路10:34 上前把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帶到客店裏照

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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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10:35 第二天，拿出兩個銀幣，交給店主說，請你照料他；此外所花費的，我回來必

還你。 
路10:36 你想這三個人，那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之人的鄰舍？ 
路10:37 他說，是那憐憫他的。耶穌說，你去照樣行罷。 
羅12:1 所以弟兄們，我藉著神的憐恤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聖別並討神喜悅的活

祭，這是你們合理的事奉。 

叁 主在用五餅二魚食飽五千人所行的神蹟上，訓練門徒要跟祂學—太十四14～
21，十一28～30： 
太14:14 耶穌出來，看見大批的羣眾，就對他們動了慈心，治好了他們的病人。 
太14:15 到了黃昏，門徒到祂跟前來，說，這是野地，時候已經晚了，請解散這些羣眾，他們

好往村子裏去，爲自己買食物。 
太14:16 耶穌卻對他們說，不用他們去，你們給他們喫罷。 
太14:17 他們就對祂說，我們這裏除了五個餅兩條魚，再沒有別的。 
太14:18 祂就說，拿過來給我。 
太14:19 於是吩咐羣眾坐在草地上，就拿著五個餅兩條魚，望著天祝福，擘開餅，遞給門徒，

門徒便遞給羣眾。 
太14:20 眾人都喫，並且喫飽了。他們拾起剩下的零碎，裝滿了十二籃子。 
太14:21 喫的人，除了婦女孩子，約有五千。 
太11:28 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必使你們得安息。 
太11:29 我心裏柔和謙卑，因此你們要負我的軛，且要跟我學，你們魂裏就必得安息； 
太11:30 因爲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一 馬太十四章十九節說，祂拿着五個餅兩條魚，在祝福餅和魚的時候，是望着天： 
太14:19 於是吩咐羣眾坐在草地上，就拿著五個餅兩條魚，望著天祝福，擘開餅，遞給門

徒，門徒便遞給羣眾。 

1 『望着天』指明祂仰望祂的源頭，就是祂在天上的父： 

a 這指明祂知道祝福的源頭不是祂；祝福的源頭該是父這差遣者，而不是受差遣

者—參羅十一36。 

羅11:36 因爲萬有都是本於祂、藉著祂、並歸於祂；願榮耀歸與祂，直到永遠。阿

們。 

b 無論我們能作多少，或多麼懂得作甚麼，我們必須領悟，我們需要差遣者祝福我

們所作的，使我們能藉着信靠祂，不信靠我們自己，而成爲供應的管道—參太十

四19下，民六22～27。 

太14:19 於是吩咐羣眾坐在草地上，就拿著五個餅兩條魚，望著天祝福，擘開餅，

遞給門徒，門徒便遞給羣眾。 
民6:22 耶和華對摩西說， 
民6:23 你要對亞倫和他兒子們說，你們要這樣爲以色列人祝福，說， 
民6:24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民6:25 願耶和華使祂的面光照你，賜恩給你； 
民6:26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民6:27 他們要如此將我的名賜給以色列人，好使我賜福給他們。 

2 祂仰望天上的父，指明作爲在地上的子受天上的父所差遣，祂與父是一並信靠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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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十30： 

約10:30 我與父原是一。 

a 我們所知道的，我們所能作的，都算不得甚麼；在我們盡職時，與主是一並信靠

祂纔是最重要的—參林前二3～4。 

林前2:3 我在你們那裏，又輭弱，又懼怕，又甚戰兢。 
林前2:4 我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動聽的言語，乃是用那靈和能力的明證， 

b 惟有當我們與主是一，並信靠祂，祝福纔會臨到—參林後一8～9。 

林後1:8 弟兄們，關於我們在亞西亞所遭遇的患難，我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就是

我們被壓太重，力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 
林後1:9 自己裏面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復活的

神； 

3 主不從自己作甚麼—約五19，參太十六24： 

約5:19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子從自己不能作甚麼，惟有看見父所

作的，子纔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樣作。 
太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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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我們應當否認己，不要存心從自己作任何事，乃要存心從祂作每一件事。 

b 我們需要不斷操練我們的靈，靠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拒絕己，並憑另一個生

命活着—腓一19～21上。 

腓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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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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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1:21 因爲在我，活著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 

4 主不尋求自己的意思，只尋求那差祂來者的意思—約五30下，六38，太二六39，
42： 

約5:30 我從自己不能作甚麼；我怎麼聽見，就怎麼審判；我的審判也是公平的，因爲

我不尋求自己的意思，只尋求那差我來者的意思。 
約6:38 因爲我從天上降下來，不是要行我自己的意思，乃是要行那差我來者的意思。 
太26:39 祂就稍往前走，面伏於地，禱告說，我父阿，若是可能，就叫這杯離開我；然

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太26:42 祂第二次又去禱告說，我父阿，這杯若不能離開我，必要我喝，就願你的旨意

成就。 

a 祂拒絕自己的想法、打算和目的。 

b 我們每個人都該在這一件事上有警覺—當我們受差遣作一個工作時，我們不該利

用那個機會尋求自己的目標；我們去，只該尋求那差遣我們的主的想法、目的、

標的、目標和打算—參提前五2下。 

提前5:2 勸老年婦女如同母親，用全般的純潔，勸青年婦女如同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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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不尋求自己的榮耀，只尋求那差祂來的父的榮耀—約七18，五41，參十二43： 

約7:18 那從自己說的，是尋求自己的榮耀；惟有那尋求差祂來者之榮耀的，這人纔是

真的，在祂裏面沒有不義。 
約5:41 我不接受從人來的榮耀。 
約12:43 這是因爲他們愛人的榮耀，過於愛神的榮耀。 

a 有野心就是尋求自己的榮耀—參約叁9。 

約叁9 我曾畧畧的寫信給召會；但那在他們中間好為首的丟特腓，不接待我們。 

b 我們必須看見，在我們的工作中，我們的己、企圖、野心乃是三條大『蛀蟲』；

我們必須學習恨惡牠們。 

二 在主的恢復中，我們若要一直被主使用，就必須爲着一個新人的緣故，否認我們的

己，棄絕我們的企圖，並放棄我們的野心—太十六24。 
太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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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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