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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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借着成为像新耶路撒冷一样的新， 

而在实际里成为一个新人 

弟兄姊妹们，我想提醒大家，特别是看录影的。这一次特会的总题是，

“为着一个新人，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顶替文化”。我们许多人都读过

歌罗西书生命读经，李弟兄在那个生命读经里非常详尽地说到，我们的文化如

何能顶替基督，并且文化如何企图侵入，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侵入了当年

在歌罗西的召会。所以李弟兄在生命读经一再重复地提到这个点。但我们已过

从来没有把这个题目摆在众人面前，所以这次我们觉得这次特会是个好的时

机。我们要知道，不光新妇要把主带回来，还有男孩子的被提与初熟果子的被

提，那乃是主巴路西亚，就是主的再来的开端。男孩子的被提是要作为神转移

时代的器皿。这个男孩子被提其实就是这个新人的出现，实际的出现，所以这

就是我们今日所在的属灵旅程。 

在第一篇信息里，Ron 弟兄说到一些点，我想再重提一次。我觉得这些点是

非常意义重大的。请听，这是这样惊人的点。在第一篇信息第一大点第四中

点，“在歌罗西书，‘黑暗的权势’特别是指文化以及我们天然人好的一

面。”我们在我们的天然人里，天然的心思里，永远不会有这种想法。然后后

面说，“在歌罗西的圣徒因着容让文化的最高方面侵入召会，而落到黑暗的权

势之下。”后面说，“文化的最高产物不过就是黑暗权势的各方面，为撒但所

用以控制人。”后面的一点说，“任何代替基督的事物都成了控制我们的黑暗

权势。” 

当我们知道就人的一面来说，如果人没有文化，特别作为一个不信的人，

那就会变成很野蛮的。所以文化是能够保守不信的人。但我们一旦接受了基

督，我们就该让基督来顶替我们的文化。因为在保罗的领会里，文化乃是黑暗

的权势。圣徒们，圣经有个经节，总是叫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都知道该隐杀

了亚伯，这是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谋杀。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

章，祂说，撒但是贼，是说谎者，是杀人者，撒但三者都是。所以该隐是与撒

但是一。但在创世记有个非常有力的经节，四章十六节那里说，“于是该隐离

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经节的时

候，我就里面有个祷告，“主啊，拯救我，叫我永远不离开你的面。”我们都

能见证，圣徒们，当我们真的有主的面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了一切。当我们离

开了主的面，我们就失去了一切。在这里说，该隐离开了耶和华的面，他去住

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挪得”这个字就是飘荡，飘荡的意思。换句话说，我

们离开了主的同在，主的面。作为一个在基督里的信徒，特别是蒙主怜悯，我

们是被带到了召会生活里，带到祂的恢复里。主的同在是我们的这个旅程上的



地图，祂是我们的地图，能够把这个新人带出来，产生出来，完满地产生出

来。 

但我们知道该隐一旦离开了耶和华的面，人的文化就产生了。这是人文化

产生的起源。我去查了歌罗西书的生命读经，可能有些弟兄们能够找到，但我

是没有找到一个简洁的文化的定义。所以我就去查字典，这个字典的定义说，

“文化就是社会传递的行为模式，艺术、信仰、制度、以及人类工作和思想的

所有其它产物的总和。”我觉得这个定义是很好的，特别最后这一句说是人类

工作和思想的所有其它产品的总和。我要强调，它是说人类的工作和思想。在

我们为主的劳苦中，我们盼望我们所作不是人的工作，我们盼望我们的工作是

主在我们里面运行，在我们里面所作的。我们盼望不要有我们自己的思想，觉

得我们该在召会里如何如何。我们盼望有主的思想，有基督的心思。所以我觉

得这个定义是很好的一个定义。 

圣徒们，你们想想，不管我们从何而来，我们都有自己的文化，不是么？

你想想你在哪里长大的？原谅我，当我第一次把我的小孩带到我的家乡，当他

们四处看看，他说，“爸爸，我不敢相信是在这种地方长大的。”但那的确是

我长大的家乡，而且我长大的时候还觉得那个地方很不错，我觉得是很不错

的。当我长大以后再回去看，就觉得这地方实在不怎么样，实在是一个蛮糟糕

的地方。不是这样么？无论我们是谁，无论我们从何而来，在基督以外，我们

就是以我们的文化为傲，不是么？很可惜地说，我们都是以文化为傲的人，不

管我们的背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阶层如何。但我们所要的是要基督来

顶替文化。 

在第一篇纲要里还继续说，人失去了神，这是第二大点，“人失去神，迫

使人发明人的文化，其主要元素是城为着生存”，这是第一件事，“畜牧为着

维生、音乐为着娱乐以及武器为着防御”。这是人文化的主要元素。首先你先

有城市为了生存。我们知道，在新约里，我们的生存是在基督里。保罗即使在

使徒行传，他都借用了这个希腊诗人的诗词，他说，“因我们生活、行动、存

留都在于祂。”这个是一个希腊诗人的诗词。他就把它放到圣经里面。我很喜

欢这个经节。然后，你还有畜牧是为了维生。人在堕落以前，他是不需要为自

己维生着想的，但是堕落了以后就需要，所以这个维生是可以成为文化的一部

分。我们都需要维生，但这个维生可能到了一个地步，就叫我们忽略了神对我

们人生的旨意，这是非常可能的。启示录当那里讲到巴比伦各样的货物的时

候，那个物质的巴比伦，这个最后的一个货物就是人的魂，人的魂。所以这就

是说人把自己的魂给卖了，为了要维生。当然还有其他的意义，但是其中的意

义就是人把魂给卖了。那还有这里说，音乐是为了娱乐。哦，这是什么呢？ 

感谢主，因为主的怜悯，主把我们带到了祂今天的行动里，祂在今天在地

上想要恢复的，事实上这是祂终极的恢复，这是祂极大的怜悯。我们能够在祂

这个终极的恢复里。那圣徒，我想我们都能见证，当我们第一次听见“享受

主”这个辞，就是我们进到召会生活里的时候。我最近还在跟 Dick Taylor 弟兄



讲这件事。Dick Taylor 是一个享受主的人。他跟我讲说，“Ed 弟兄，我第一次

听见‘享受主’这个辞是我进到召会生活以后，我在之前从来没有听过，从来

没有听过。”所以“享受主”乃是我们最高的享受，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享受。 

那这里说音乐为娱乐，为了娱乐。在传道书里说是虚空的虚空。我们下一

次的训练要讲到传道书，那里说虚空的虚空，但下一本书—雅歌书，就是说歌

中之歌。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基督的话，就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的，都

是无用的，都是如捉影捕风。但是当我们来到雅歌书，那就有基督，基督自己

就是歌中之歌，祂就是最高的歌。原谅我曾经讲过召会生活是唯一的一个地

方，我曾经到过的地方。我其实在进到主恢复里以前也到过很多其他地方。有

一个弟兄，他跟我在进到主恢复里以前，是去过很多不同的基督教团体。那些

地方从来都没有讲到享受主，但我从来没有来过一个地方，你以前有听过圣徒

唱诗歌么？不光是在聚会里。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一个特会，在主恢复的特

会，我就听见一个弟兄在我旁边唱诗歌。我不敢相信，我是非常惊奇。圣徒

们，有一个弟兄，他现在是一个负责弟兄，非常扎实的一个弟兄，那个时候我

们在休斯敦召会，我在照顾他，他来到我的公寓，我们那里有一些圣徒，我就

带出了我的诗歌本，想要给他唱诗歌。他后来告诉我呢，他看到我的诗歌本，

说吓了一大跳，他以为我是把这个诗歌本从教堂里的那个长椅子那里偷过来

的。因为那是他的观念，诗歌本都是在教堂里那个长椅子的前面的，它不应该

是在家里的。但实在是应该是在家里的。我们应该是作那些向主歌唱的人，祂

是我们的歌中之歌。原谅我曾经讲过，当我们进到召会生活里的时候，我们就

进到了一个神圣奥秘的所谓的音乐剧，我们在这里享受主，就向主歌唱，不光

是在聚会里，甚至在去聚会的路上，当我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当我们与主花

时间的时候。我以前讲过，我在得救以前，我以前是很不喜欢音乐剧的。因为

你在那里看那个剧情，最后他们突然间就唱起歌来了。我说，请你把你们该讲

的话讲完吧。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分心的，唱歌很分心。但是在召会生活里就是

这样。哦，我们以前有个 Francis Ball 弟兄，他以前在我们当中，他是常常就自

然而然唱起诗歌来的。当我和 Dick 弟兄一起在俄国，我早上起来好累，他就隔

着墙向我唱诗歌，一大早就向我唱诗歌，我就不要讲太多了。 

所以这里呢，我们在回来讲这个文化，还有一个是武器为防御，主是我们

的防御，祂才是我们的防御，祂是我们的高寨，祂是我们的堡垒，祂是我们的

防御城，祂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你看见这一切文化都是来顶替基督的。 

我再提一个点，来讲到纲要以前，我再说，那就是保罗的经历。保罗他是

在犹太文化里是非常深的一个人。我们在腓立比书有两个经节看见这个点。我

们来看第三章第四节，他说，“其实我也可以信靠肉体；若别人自以为可以信

靠肉体，我更可以。”当他说这个肉体的时候呢，他其实是说到我们在我们天

然人里一切的所是、所有。他这么说，论割礼，我是第八天受的，我是出于以

色列族便雅悯支派。这个便雅悯在以色列人中是很高的支派。他说，我不光是

个希伯来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不光是遵守律法，我是按律法



说，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最懂律法的。按热心说呢，我是逼迫召会的；他

是何等的热心呢。按律法上的义说，他是无可指摘责的。这就是说在人的眼

里，在按人的审判来说，他是无可指责。我没有时间把这个经节全部读。但后

来他有个大的转，他说那些从前对我是赢得的，这些我因基督都已经看作亏

损，并且我也将万事都看作亏损，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赢得基督。他把

万事看作粪土。他把什么看作粪土呢？就是把他那些以前的犹太文化，还有犹

太的宗教，叫他能够赢得基督。这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你们想想看，为什么

主要差遣这样一位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去到外邦人中来，来跟他们传福

音？这就要我们看见，借着保罗的得救，还借着他在召会生活里的经历，基督

真是对他来说成了一切，基督顶替了他的文化，基督成了他的一切。所以主就

能够用他，差他去外邦人那里。 

好，我们现在来看第四篇纲要，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篇信息。我仰望

主，我的负担实在是在这篇纲要的后半段，但我盼望能够时间调配得好，我应

该能比上一次我讲信息的时候，能够调配得好一点。我这个前面是有时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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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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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罗马书六章六节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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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是在告诉罗马人，一面来说，你是

要必须要懂这个，你必须要看见这个，你的旧人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

所以新约告诉我们，一面来说，基督是为我们钉死，祂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代

死的祭物。你如果读以西结书第十八章二十节，那里说，“唯有犯罪的人，他

必死亡。”在以西结十八章还有另一次讲到这个这句话，所以就是任何犯法的

人，神对他的审判就是死。但感谢主，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代死了。按以

赛亚书五十三章说，“……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祂身上。”（6）所以，当祂

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祂就除去了世人的罪，祂是为我们而被钉死的。借着这

么作，祂就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根据以西结书十八章的要求就满足了。但不光

如此，我们也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

同钉十字架”；保罗还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着”；当然，他还继续活，但是一个新的我在活，是有基督在里面的新我，旧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想想看这个点，圣徒们，他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就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律法的要求，按着律法公义的要求是要我们死的。但我

们都死了，所以律法的要求就了结了，我们都死了，我们已经向律法死了。那

我们现在已经在复活里了，所以基督是为我们而钉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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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非常强的一句话，不是么？我们所是、所有并所作，使召会生活不可

能实行。 

当然在歌罗西书三章十节、十一节，保罗在十一节那里说到这个新人，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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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在此并没

有”，它的意思也就是没有可能，没有可能，没有任何可能和地位让天然人能

存在，没有空间给任何天然人能存在。所以，当我们来到召会生活，我们里面

要有一种领悟，在这里是没有空间为着我的，我这个天然的人的，这里只有空

间给我里面的基督，让基督从里面活出来，让我与祂联结、调和、合并，才有

空间，才有空间为我。因为基督在这里，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对我的天然人

来说，天然的人是没有空间的，对我天然的能力是没有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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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很美好么？当我们读到这个点，我们在主恢复里有一些年日的，我

们就要想想我们的历史。当我们当中有分裂的时候，你知道那里所发生的，其

实就是那个旧人是非常活跃的，一定是在那个带领分裂的带领人身上是非常活

跃的，旧人是在他身上是很活跃的。我非常宝贝职事话语说出，我们每一个地

方召会都该是新耶路撒冷的缩影，也就是说，在那里该是有一个生命树的实

际，应该是有生命河的实际，该是有生命之光的实际。你可以说，父神是生命

的光，子神是生命树，灵神是生命河，所以你就有三一神在那里。你有金，金

是代表神，还有祂神圣的性情，在新耶路撒冷我们可以看见的一切，就是整个

新约的一切，都在那里有个总结，在新耶路撒冷总结，所以我们都该成为新耶

路撒冷的缩影。 

这是从《神新约的经纶》这本书里出来的。每一个信徒都该是一个小的新

耶路撒冷，这不是很美好么？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想我自己

的经历，我就需要求主赦免我，主啊，有的时候当圣徒来到我这里，我好像是

西乃山，他来到我这里，我身上是有冒烟，是烧火的。你知道西乃山，如果是

牛羊挨近、摸着这个山就会立即死亡。我们不该是像西乃山，我们该是一个小

的新耶路撒冷，我们里面该是有生命的涌流，我们应该在那里喝生命河的水，

我们该要吃基督作生命树。我们应该知道吃生命树也就是享受基督作我们的生

命供应，应该是召会生活中首要的事。 

圣徒们，你想想你的经历。当你第一次来到召会生活的时候，可能在你早

期的在召会生活里的年日。我记得我在早期的进到召会生活里的日子，当我读

到那个注解的时候，我就被唤醒了，我想说，我的召会生活的首要是吃这个

么？是吃生命树么？不是，是其它的事，是好的事情，其它的事，但首要的事



应该是要吃基督作生命树，享受祂作我们生命的供应。在那样的召会生活里，

当召会是新耶路撒冷的缩影，当我们每一位都是新耶路撒冷的缩影，当召会生

活也是新耶路撒冷的缩影，就不可能有分裂。 

好，我们来到第二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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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想想我们自己的国家，你想想那些特殊的生活样式。你想想不同的

城市，你也可以看见。你如果今天去纽约，它那里就有一个特别的生活方式。

你如果去休斯敦，又是一个不同的生活方式。吉米弟兄在这么？旧金山，他们

也有一种很特别的生活方式，不是么？每一个旧金山的人都爱那个旧金山的巨

人棒球队，那是他们的文化。你若来到洛杉矶，你就不能这样子了，你就应该

要有基督作你的文化。因为在洛杉矶是没有人在基督之外的，没有人爱这个巨

人队的，都是爱巨人的敌手的，所以你就必须要爱基督胜过一切。当然我不是

说我们要非常极端。当我们如果是爱主胜过一切，就没有其他事情是会搅扰你

的。所以你甚至到不同的州，不同的城市，甚至不同的城镇，到纽约，你都看

见不同的生活样式。在纽约的街头，你就能够找到很好的食物，能够吃三餐，

都可以在街头吃到，那里有一个最好的热狗，在街头的热狗是最好的，但热狗

不是很健康，但也有人爱他们的热狗，他们的披萨，都在这个人行道旁都可以

买到。但在休斯敦，你就没有办法。你在夏天来休斯敦的话，你若在那里没有

住过，你可能就要叫救护车了，因为是太潮湿了。你是在休斯敦长大的么？

哦，你是在莱斯大学休斯顿。你在哪里长大的呢？James 弟兄。请再说一次。

哇，James 弟兄，你现在说，我就想起来了，因为你跟我讲过你的父亲，你的父

亲是一个传教士，不是么？传教士。古巴人一定是很强的文化吧？这个文化就

被进口到了迈阿密。James 弟兄，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当我第一次来到休斯敦的

时候，我就好像来到一个新的文化。我那个时候去奥斯汀大学，那个时候是大

一新生，我是从北方来的。人居然会称我杨基，我不敢相信。我说，美国内战

还没打完么？你知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我到一个人的房间，那个时候我是在

一个棒球队里，他是我的队友。我就看见一个好大的南方邦联旗，我就说，

哦，天哪，我是在哪里啊？我是在不同的文化里。我想今天这个旗子都很难找

到了，也许在有些地方还能看得见。 

我们回到第一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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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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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听，我们的文化越强，对别人就越挑剔。这不是我们的经历么？我们的文化



如果很强，我们就对人会很挑剔。哦，他们为什么不像我们这样作事？哦，我

们作事的方式才是最好的。我很可惜地说，我看过这样的情形，我看过这个文

化是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我就说这么多。 

在这里，我刚刚前面给你们读过腓立比书三章从七节到十四节，那里让我

们看见保罗他完全拒绝他的文化，叫他能够赢得基督，能够被人看见，是在基

督里，能够追求基督，能够得着基督，能够以基督作他的目标和一切。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保罗说，“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

可见他这个人与他之前的文化是无关的，他今天这个人，这个存在乃是完全是

因着神的恩。那我们知道神的恩，就是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成为我们的享受，

好建造基督的身体作为一个新人，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所以保罗说，“因

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然后他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所以即使是在他所作，他的工作里，他

都是拒绝、弃绝他之前的生活样式，他所作的都是靠着神的恩，靠着对神的享

受，对基督的享受。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是很重要的。我们这里的引

经，以弗所书，歌罗西书都很重要。 

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这里说，“……同一切的恶毒，都要从你们中间

除掉。”圣徒们，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的召会生活里，我们都要

小心，不要有让在我们里面长出一种苦毒。在新约里有一个经节，保罗对丈夫

说，不要对妻子有苦毒，不要苦待她。我就想，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有

可能丈夫你的心里是有苦毒的。当我读到这个“苦毒”这个辞，我就想到，在

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三天，他们

过了红海，但是他们在那里非常地渴，最后终于找到了水，却是苦水，是不能

喝的水，所以他们就，他们非常不高兴。这是很有趣的。他们那个时候是很不

高兴，是因为没有生命的供应，但这个好像不搅扰神，好像不搅扰神，所以你

可以看见后来发生什么事。如果你里面有一种苦毒，或是在召会生活里看见一

些苦毒，我们该向摩西学习，摩西是呼求耶和华，呼求耶和华。这不是一种普

通的祷告，他呼求耶和华。请听这里说，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哦，我很爱这

个。当你向耶和华呼求，可能在你里面是有苦毒的，不光是在你的环境里，是

在你的内里里面，你就要向耶和华立刻地呼求，祂会让你看见一棵树，这个树

是什么呢？在出埃及记的生命读经里说，这个树就表征基督的十字架。 

彼前二章二十四节说，祂是在祂身上担当了我们的罪。这个在木头上，这

个木头就代表十字架。你若读《圣经中关于生命的重要启示》这本书里面就说

到，这个树就代表，三天代表复活，所以三是代表复活，就代表以色列人被带

到复活里。然后你去读启示录二章七节，那里说到生命树这个树这个字，它与

彼前二章二十四节的木头是同一个字的。所以那里说，祂在祂的身体上为我们

担当了一切的罪，是在木头上。所以这个木头就是这个树，所以这个就是指钉

死的基督。那生命树“生命”这个辞，就是指向基督的复活的生命。所以你看

这个注解，什么是生命树呢？就是钉死、复活的基督，叫我们能够吃祂作我们



的享受，这就会除去我们一切的苦毒。哦，我不知道，如果我们不吃这个生命

树会在哪里？当你吃这个生命树，你里面的水就变甜了，水就变甜了。主甜美

的同在就充满了你。 

然后这里继续说，我们要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

是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我们在召会生活里的人都不能说，我们没有被人冒

犯过。我记得李弟兄曾经说过，你如果说，你从来没有被人冒犯过，你在召会

生活里说，如果说十年或五年，你说你从来没有被冒犯过，我不相信你，我一

点也不信你。你如果没有被冒犯过，你大概就是一个大理石的马利亚雕像，你

是那个教堂前的大理石雕像。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冒犯一个雕像，马利亚的雕

像。所以这里一个注解说，饶恕人的主乃是我们的生命。我们里面是没有一个

饶恕的能力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这个饶恕人的主今天成了我们的生

命，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当我们以祂作我们的生命和人位，以祂而活，我们

就能够自然而然地饶恕别人。 

这里歌罗西书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这里说，我们要穿上一些美德。这其

中一个美德，这里说要穿上的，叫恩慈，恩慈。我还记得，在我得救以前，我

再回头看我这个得救的路一个很重要的路标，我会说我是叫我得救的这个因素

就是神的恩慈。罗马书二章四节说，你们不晓得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么？我那

个时候很喜欢跟基督徒辩论，我很喜欢跟基督徒辩论。我那时候甚至跟我的妻

子，她谈的时候，她是个基督徒，我那时候喜欢跟她辩论。她那时候没有办法

回答我的问题。我那时候讲一些很愚蠢的话。我说，哦，主说你不该杀人，但

是祂在旧约里不是杀了很多人么？那我的妻子，她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没办

法回答这个问题，她就只为我祷告。 

那时候我上了一个课，这个课是叫作“耶稣的人生和教训”。这个老师教

授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在学术上很成功的一个学者。有一次我们在课堂上

讨论，我们那个课堂里有很多基督徒。我就问了一些问题，我不会告诉你我那

时候问什么问题，最后大家都不高兴，基督徒都不高兴，那我那时候就很高兴

了，他们不高兴我就高兴了。但你知道我这个教授他是怎么说呢？他说，如

果，当然他如果是要拆毁我的这个理论是很容易的，他很容易就把我的这个论

调给拆穿，把我讲的都拆毁，很容易的，他可以这么作，但是他没有这么作。

他就叫大家都安静下来。他说，Mark 先生他讲的有道理。他居然这么讲。那时

候我里面想，“啊，我讲的有道理？这个教授是谁呀？他居然说我讲得有道

理。” 

然后我们后来要写论文，写一篇论文，就是关于他指定我们读的一本书。

那个时候我选了一本书是讲到路加福音。就是讲到路加这个人，讲到路加这个

作者。它不光是路加福音的内容，这本书也讲到一些关于路加的事，不是按照

圣经传统，也不是根据圣经的，你可以说是一种传奇。所以我就在读那本书，

我就读到一个地方，我就落泪了，因为他在那里所描写的就是我当时的光景。

这个路加他的性格，他这个人物，当然是一个历史的人物，不管他那个讲的是



真的假的，那不是在圣经里的，但是他讲的那个时候正好就描写我当时的情

形，所以我就非常被摸着。后来我就写了一篇论文，我那个论文的最后结尾，

我是这么写。我说，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好像我那时候还是一个不信者，我

那时候在上这个课是“耶稣的人生和教训”。我就说，我说，我是一个不信的

人，我写这篇论文。最后我说，你知道么？这本书是很好的一本书。但我觉得

当我读完以后，好像是我去看了一个下午场的电影，好像去了戏院里看完了一

场电影。你看完电影后，你真的是觉得影片里讲的都很真实，但你从戏院里一

出来的时候，你突然间太阳、阳光照到你的眼睛，你就发现，哦，刚才看的那

一切都不是真实的。那我那时候感觉就读完这本书就是这种感觉。那我这个教

授居然给了我一个 A，A minus 的这个成绩。我不敢相信，我的同学是最好的学

生，他的每一个课都是得最高分的，他居然在那个课没有办法拿到高分。他

说，他那时候跟我们讲说，不要拿这个课，他说这课是很不容易的，是很难

的。他们又要研读考古，又要研读这个那个。原谅我，我在这里不是夸口，我

居然拿了一个不错的成绩。你知道他在最后给我什么评语么？他就给我两个

字，评语说，“非常有趣，非常有趣”。我说，哇，他居然给我这样的评语

“非常有趣”。这个教授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呢？他从来不会跟我有任何的争

辩，他所给我看见的就是神的恩慈，神的恩慈。这就叫我领我悔改。哦，基督

就是神的恩慈，不是么？ 

好，继续，我们来到第二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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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圣徒们，一个人是可以为着他的种族、他的国家来夸口。他可以有

一个骄傲的灵，或是自己觉得很优越，为着自己的背景觉得很优越。这就是说

出这个人是没有模成基督的死。我在这里有两本书，我是想原本要读给你们

听，我大概没有时间读给你们听。这本叫作《爱心的话》，《爱心的话》这本

书里李弟兄讲到一个例子。他说，他差遣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去，你知道那里的

弟兄，他们所听到他讲的，居然是讲，他竟然是讲文化的事，好像在那里以自

己的文化夸口。叫他们觉得非常震惊，还有其他的事情。我在这里不能讲得太

具体，不然你就知道我在讲谁了。李弟兄在这本书里讲，李弟兄是很有智慧

的，他讲一个例子，那个时候人还都坐在底下，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他在讲

谁，我知道他在讲谁。我鼓励你去读这本书。 

这里第三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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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说，他说，以弗所人，他说，你们不该继续行事

为人，像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这里外邦人就是指不信的人。



他所说的，就是说，以弗所的信徒是有可能像不信的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

行事为人的。如果我们忽略了我们的灵，忽略了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就

能像不信的人一样。所以他说，我盼望你们不要像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

行事为人。我不要你们与神的生命隔绝，所以，换句话说，就神的生命在我们

里面的生命来说，我们有可能是与祂隔绝的。我们好像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

我们不是在所谓基督的星球上的，这是职事里曾经用过的发表。我们今天是在

基督的星球上，我们是在这个星球上。我们不该与神的生命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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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很美好么？这是为什么在所谓召会的门口，这用比喻的说法，这个

门口挂着十字架的，是一个门口，门就是十字架，一切属于天然的都要在门

外。我们经过这个门就进到复活里，就成了一个新人，我们就成了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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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读到这一点，我就想到我们的李隆辉弟兄。我们有很多的同工都是

四处去拜访的。那我读到这一点，我就想到李隆辉弟兄，因为他是很早去到埃

塞俄比亚的一个弟兄，去那里拜访的。埃塞俄比亚的圣徒实在可爱，他们是很

宝贝的，他们那时候在读倪弟兄的书。结果他们读了读了，就自己开始实行

了，他们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有李弟兄。他们就上网查，结果查到了，发现倪弟

兄有一个同工是李弟兄还活着，并且还有许多的召会都在全地。就不知道他那

时候是先联络谁，先好像是联络 Clem Rogers 弟兄。后来李隆辉弟兄也是首先去

那里的弟兄之一。他去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埃塞俄比亚的文化和李隆辉弟兄的

文化是完全不同的。但他们却很爱李弟兄—李隆辉弟兄。我可以见证，我是很

爱埃塞俄比亚的弟兄们的。我很高兴我能够去那里。你知道，埃塞俄比亚在圣

经里是有一个黄金的历史的。那里他们有示巴的女王，还有埃提阿伯的太监，

都是跟他们有关的。我就讲这么多。 

我们来到第五小点，这里说，有些所谓的召会是按着国籍组成的，那是何

等可悲！圣徒们，这是非常可悲的。你记得么？在我们的历史中，我们是美国

公民。你记得在美国，美国的一个总统 Jimmy Carter（吉米·卡特），他去一个

南浸信会聚会，那个时候南浸信会是不准让白人以外的种族进来的，即使他自

己想要拆毁这个墙，但是他们也不愿意听他的。你记得么？这是在美国历史上

是这样。他们连这个总统的话也不愿意听。我信，也盼望今天他们的光景是不

一样的。但你知道你来到召会的生活里，这里是什么人都有。什么种族，什么

国籍、文化、背景，我们都是能够彼此是一。你知道，我那时候在照顾一个弟

兄，他现在已经在召会生活里。他说，Ed 弟兄，你知道么？我想告诉你。当他

来到召会生活，他是在这个欧文，德州欧文，他说他之前在达拉斯聚会，他在



那里聚会，看见各种种族、各种文化、各种社会阶层的人都在一起。他就流泪

了，流泪。他说，这在全世界哪里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团

体，只有在召会生活里。所以我们的召会不是按着国籍组成的。 

我们不该宝贝我们的遗传，我们该否认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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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脱去旧人，脱去我们旧的团体生活，脱去我们的文化。当我想到内

布拉斯加州，我就想到那里的文化，那里是有一种特别的文化，不是么？当然

是有。你是从内布拉斯加来的，你可以告诉我那里不同的文化。有一次我到内

布拉斯加州，那个时候我妻子的父亲是在那里作牧师，他是一个业余的牧师，

在一个很小的城镇作牧师。我记得那个时候在那里的一个玉米田，在那个早上

与主花时间，那个玉米长得好高，我整个人都在这个玉米的中间，在那里与主

花隐密的时间，我非常享受这个。我知道玉米在那里是很出名的。 

好，我现在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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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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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们受浸的时候可能没有领会这个。当然我们是需要把人浸到基督

里，浸到基督的死里，浸到基督的身体里，浸到三一神里。圣经里让我们看见

这一切。但我们有多少想到受浸乃是叫我们脱去旧人的，是叫我们穿上新人的

呢？ 

好，我先来读第二中点：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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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说，我们要脱去了旧人。二十四节说要穿上

新人。你要怎么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呢？你就要来到第二十三节。二十三节就

是这个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中间的这个牛肉。这个牛肉是在哪里呢？牛肉是在二

十三节。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就要在二十三节里，要在心思的灵里得以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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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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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里，这就是那包罗万有的灵，在那

里面一切都包含在里面了。它里面有基督的复活，有这个新人的实际，也都在

这个包罗万有的灵里。所以，我们要被这个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来充满。

每天要被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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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与神的灵调和的灵必须成为我们心思的灵。所以，我们是有神的灵

与我们的灵调和的。那这个调和的灵要成为我们心思的灵，意思就是说，我当

然是很难表演给你们看，就必须从我们的灵里扩散到我们的心思里，使这个灵

成为我们心思的灵。不再只是我们灵里的灵，而是我们心思的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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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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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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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这

乃是召会生活的秘诀。这个秘诀呢？就是要在我们心思的灵里行事为人，这是

召会生活的秘诀。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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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人是在我们的灵里。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认识这个点，对新人有这样的

认识，这个在十字架上创造的新人乃是在我们的灵里。你知道以弗所书二章二

十二节说到神的居所是在灵里。你去读职事的话语说，那可以有两种解释。一

面来说，可以解释为我们的灵是神的居所。另一面来说，也可以解释为神的居

所，也就是召会乃是在我们的灵里。你看见这个不同么？所以召会的实际是哪

里？是在我们的灵里。这新人的实际在哪里？也是在我们的灵里。所以这个新

人是在我们的灵里。这里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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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怎么作呢？在这

里我没有写经节。罗马书八章六节就说，我们要将心思置于灵。我非常喜欢这

里一个简单的定义，什么叫作把心思置于灵呢？把心思至于灵就是要注意你的

灵，注意你的灵。这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不是这个那个的问题，乃是注意你

的灵。 



你知道，我有一次跟李弟兄在一起，还有一些同工们在一起。我盼望这

个，我在这不会讲出人的名字。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兄，他想要给李弟兄看，看

见他所负责的工作，他所负责的工作并不是像人所想的那样，所以他就作出一

大堆的数据，那还有一些其他弟兄在那里为他说话。他们就一起来到李弟兄面

前，把这个数据呈现给李弟兄看。很多时候我是不会这么作的，因为这么作一

定不会有好结果。你不知道李弟兄会怎么说。你知道李弟兄怎么说么？李弟兄

说，我不需要看你的数据，我能够闻出一种味道来，我能闻出一些东西来，有

些东西不太对。这就是李弟兄的灵。你知道在雅歌书里，这个寻求主的人的鼻

子是像利巴嫩的楼。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嗅觉是非常非常敏锐的。他能够

闻出基督的馨香，也能够闻出一些东西不是基督馨香，也能分辨出来，所以李

弟兄的直觉是非常敏锐的。 

这里小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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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就管理我门的全人。 

圣徒们，我会鼓励你们，也鼓励我自己。我们该祷告，向主祷告：“主

啊，我愿我的调和的灵能够指引我的心思，管理我的心思，支配我的心思，制

伏我的心思，并且据有我的心思。”你如果这样向主祷告，主一定会鼓掌叫

好。因为祂是盼望听到这样的祷告。事实上，这就是祷告神的旨意，就是神给

我们的这个遗命，新遗命。这个新约里面一切的，就是一个遗命。在旧约是预

表，一切的遗命给我们，赐给我们，就是我们的新约，就是要得着这个，取用

这个遗命的路呢？就好像你有一百万的钱，一百万元在一个银行里，你要怎么

去取用的？你就是到这个提款机去取钱。你为什么要去提款机呢？那怎么去

取？就是祷告，向主祷告，就好像是去到提款机一样。你向主祷告，把祂的话

祷告回去，这个话就成了你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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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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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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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条就是人生活和敬拜

一切的形式和方法。所以这里说，我们的办法就没有地位了，因为我们的全人

都是被灵来管制、管理并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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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们的心思—腓二 5，林前二 16，罗十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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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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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很好的消息么？这个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里面，就

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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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该照着心思的虚妄生活，就好像刚刚前面说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乃

该照着心思的灵生活，这也是在以弗所书四章，这是团体的一个新人日常生活

的关键。我特别喜欢这里的发表，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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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一个团体新人的生活的秘诀，关键就是要

按着我们心思的灵来生活。这就是叫召会生活满有，满有神的特性，满有基督

的香气，这不是很美好么？当人来到我们中间，他们没有办法形容，但是他们

能够感觉到基督在这里，这里有基督，这群人不一样，跟我以前所看过的人完

全不一样。这里有那灵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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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被更新的路，乃是借着圣经的教导和圣灵的光照，这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祷读主的话，为什么我需要读圣经，要在灵里读，要带着祷告来读。

圣徒们，我知道我们在这个聚会里的，我们都在照顾人。我其实是很对这件事

很有负担，对年轻的弟兄很有负担，也对年轻的姊妹们很有负担。我想不是

说，不去讲这个丈夫要爱妻子，但是我们要照顾姊妹们。你知道现在，小跳弟

兄，你现在四十几岁了。感谢主，你是结婚了，是么？那你的婚姻，你是很喜

乐的婚姻。但你去看看主恢复里的圣徒里，有好多是四十几岁的夫妇，他们是

不喜乐的。我在这里不是批评人，作为负责弟兄，我们要为这样的事关心。圣

经是怎么讲的呢？你知道在南加大，是一个很好的很高的学府，但你去那里上

课呢，那里很多的教授，你如果向他们敞开，他就用他们的黑暗充满你的心

思，他们的心思是完全黑暗的。对不起，我要这么说。女性主义，这个主义，

那个主义，这个都不是在圣经里的。女性主义在圣经里是没有的。圣经是说，

妻子要服从自己的丈夫，但女性主义不是叫这个。圣经是说神是基督的头，基

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我对一个姊妹特别有负担，我不会这么作，



但我几乎要给她写一封邮件，引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给她，问她，你信不信这

个话？信不信这个话？你如果信这个话，那一切的问题就没有了，很多问题就

没有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如何对神的话说阿们。你不要去质疑神的话，要对

神的话说阿们。 

申命记十七章十八到二十节，我总是很爱这一段经文。主在那里说，向以

色列人说，当你选出了一个君王，当他登了国位，他要……。我们可以说，我

们是主的，要与祂同作王的。如果主怜悯我们，我们成了得胜者，我们就有一

天要与基督同坐在祂的宝座上，我不知道那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但这里

说，当以色列的一个君王登了国位，他要怎么作呢？他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

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这就是摩西五经，圣经的头五本书，那是他们当时

的圣经。那我问问你们，你如果用手抄出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

记、申命记，我如果给你这样的一个任务，叫你抄出这五本书，你也可以用电

脑打字，也不一定要用笔抄。你难道不觉得你会摸着一些东西么？会被一件事

情摸着么？我若要你，如果说是要抄写出马太福音，一定也会被一些东西摸

着。所以这里神要他，君王要抄出一本圣经，并且要存在他那里。这本书要一

直在他那里，一直在他身边。这里说，存在他那里，他一生的日子都要诵读，

一生的日子，作君王就要这样。你如果读后面的经节，你就知道这里说，你如

果读圣经，一生都读，你会学习敬畏耶和华。你的心对你的弟兄不会高傲，你

不会高傲，你也不会偏左或偏右，离开神的经纶。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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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大点是非常重要的，这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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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说到新人的创造。歌罗西书三章十节，说我们

要穿上这个新人，而这个新人呢？是照着创造祂者的形像渐渐更新，以致有充

足的知识。这个充足的知识就是暗示我们的心思。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心

思里被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我会这么说，圣徒们，我们如何来看我们心

思、情感、意志，我们魂的三部分，当我们的心思是被包罗万有的基督的知识

给充满的时候，我们的情感自然会受影响，自然会对基督有更高的珍赏，对基

督更大的珍赏。我们的心思需要先被光照，被启发，然后你就会对主有珍赏。

那你有个更足更深的珍赏，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会用我们的意志来决定要为着

主，要跟从主，要为主而活，要享受主，让主在我们里面长大、扩增。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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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地发生在我们的心思里，如“以致有充足的知识”所指明

的—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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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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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鼓励你们，你们可能要把这个记下来。你如果没有读过这些信息的

话，有一本书是叫作《日日更新》，这是李弟兄给的信息，当时是对安那翰召

会讲的。这个信息在当时好像是一种医治我们的药。因为当时是有一种情形，

有一种风波，我们看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我们可能会觉得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种

受苦。你要被更新，你就要经历一些受苦。但事实上，基督徒生活不是一个受

苦的生活，乃是一个让神的元素被分赐、添加到我们里面的生活，天天添加到

我们里面的生活。我们要把全人向祂敞开，让祂能够把祂的元素加到我们里

面。那我们经历一些受苦的时候，我们不该为这个受苦祷告。主会为我们安排

一切的经历。但我们要祷告叫神的元素能够加到我们里面。每一个人都会有他

的受苦，每一个人，甚至世人也有他的受苦。但我们要祷告的是，求主借着祂

的怜悯，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物，都有更多神的元素，叫我们更多地转向

祂，叫我们更多地操练我们的灵，摸着祂，向祂敞开，被祂来充满，所以祂可

以把祂自己加到我们里面。 

好，我想再提一件事情，我想再说一件事，是从这本书来的，这本书就是

讲到我们要日日更新。有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在一个风波，经过一

些风波，经过一些不好的经历。我们同工们，有些人也在经历一些，在处理一

些事情，可以说是一个小的风波，正在处理一个小型的风波。你去读新约，新

约是满了风波。在哥林多前书也有风波。你想想看，歌罗西也有文化的风波。

所以一个很悲哀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那里经历一些受苦，说再经过一

个风波的时候，我们却是原封不动，依然故我，没有经历任何的更新，那就是

一个最大的悲剧。所以，我们要祷告，“主啊，我不愿是原封不动啊，依然故

我，就像去年一样，我愿天天被你更新，天天被你更新。”所以我们要恢复到

这种天天的生活，每天都被主更新。所以每天我们都要向祂敞开，接触祂，让

祂进到我们里面，让祂更多把祂自己加添到我们里面。 

我是不是读过了第三中点？当我们讲到旧造和新造，林后五章十七节说，

凡在基督里的都是新造了。旧造是没有神的生命和性情的，但新造是有的，是

由信徒构成的，但信徒里是有神的生命和性情，所以新造其实与新人乃是同义

辞。 



这里小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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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最大的拦阻，叫新人无法实际地出现。 

2 要使一个新人得以完满地出现，我们就必须经历心思彻底地更新，这心

思是照着我们的国籍和文化建立起来的。 

请原谅我，我再讲到这个高级的学府。我实在是非常地震惊，我去参加我

儿子的毕业典礼，他是拿到商业的管理硕士，在南加大。那个他们部门的这个

院长，他就在致辞里面说到，他们学校的一个族群，他们一个族群，学校里的

族群。我不敢相信，他居然会在致辞里提到这个族群，这个族群的名称是用英

文的字母拼成的。我不去提它的名字，你们可以想象得到是什么族群。我说你

为什么要在致辞里讲到这个族群呢？为什么在一个毕业典礼上提到这个族群

呢？这就是他们在教育里灌输到年轻人的头脑里的。说，哦，这是可以的，这

是你们该这样想的。不，你们不该这么想，你们该要想神的事，你们是要想神

的事，按神的想法来想。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要祷读神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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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为什么在圣经的末了就有新耶路撒冷，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新”

这个字是非常重大的。新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是被三一神给充满

的，特别是被祂的生命和性情上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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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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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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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到第四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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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借着成为像新耶路撒冷一样的新，而在实

际里成为一个新人—林后四 16： 

我们需要因复活生命的新鲜供应日日得更新。圣徒，我会请求你们，有这

样一个简短的祷告，每天你作简短的祷告，“主，叫我作一个日日更新的人，

日日更新的人。主啊，每天给我一个新鲜的供应，把你自己作为复活生命供应

给我，要取代我的文化。主啊，我祷告作为一个新人的一个分子，我愿与这个

新人成为新人的实际，能够像新耶路撒冷一样的新。”我们要这样祷告，我非

常感谢主，我们当中有个弟兄。我这么说是非常理直气壮地说，我相信你们都



可以见证，我们当中的李弟兄—李常受弟兄，他是永远不老旧的，他永远都是

新鲜的。李弟兄，我是非常震惊，他总是这么样地新鲜，直到他人生的末了，

直到他去主那里以前，他所说的一直都是新的，都是新的，都是新鲜的。他

说，如果我老旧了，哦，他说，他就很害怕老旧，他说，他不要老旧，他要一

直新鲜，一直新鲜，一直被主的新鲜的同在给充满。 

你知道我看见你，你们说，你们有一次跟李弟兄来在一起。哦，你们那个

时候跟李弟兄的经历是何等的宝贝，我巴不得我当时也在场。我有一次在照顾

一个新人，这个新人他们要结婚了，我就跟他说，你要跟李弟兄讲，那李弟兄

是很爱这个新的弟兄，他是个新人。那我是在那里照顾他，李弟兄也知道。所

以我就把他带到李弟兄，和他要将要结婚的这个对象带到李弟兄面前。我说李

弟兄，我想要跟你介绍这对弟兄姊妹，他们就要结婚了，这是某某弟兄、某某

姊妹。李弟兄说，哦，我好高兴见到你们。他就抓住他们的双手，他说，主祝

福你们的婚姻，主祝福你们的未来，主祝福你们的将来的孩子，主祝福你们的

聚会，主祝福你们的这个那个。我那个站在旁边看。我说，李弟兄能不能你也

祝福我一点啊？我从来没有看过李弟兄这样子祝福人。那实在是一个，在我一

生难忘，一生难忘。你如果想知道他祝福这个人是谁，我等一下再告诉你们。 

哦，这里第一中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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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我们的生活和事奉都该在新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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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成为像新耶路撒冷一样的新。 

圣徒们，我很快地想讲一个点，你记得，我提过我们的心思怎么样要被灵

来更新，会影响我们的情感，会影响我们对主的爱，也会影响我们的意志，也

会影响我们的拣选。李弟兄给过一篇信息，我记得是一九六五年，我从来没有

把这两个经节摆在一起。一个是林后十一章二节，保罗说，我把你当作一个贞

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你知道这个经节，那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对主的爱是被许

配给一个丈夫。下一个经节说，但我怕你们的心思或被败坏，失去那向着基督

的单纯和纯洁，就像蛇用诡诈诱骗了夏娃一样。所以李弟兄在这里就把心思和

我们对主的爱结合在一起，在一起，李弟兄就把这两件事联在一起。我从来没

有看见这个。即使是属人的一面，在一个婚姻里，你怎么想你的配偶也会影响

你对你配偶的爱。你总是想一些好的想法、好的思想，你自然而然就会爱你的

配偶，不是么？你如果总是想一些对主好的事，你就会爱主。感谢主，祂总是

对我们的想法总是好的，所以祂也爱我们。 



李弟兄提到我们的心可以有四种病症，这能够成为一种拦阻，叫我们的心

思不能得更新。我就很快提过这四个点：第一个病症在我们心里的，就是我们

的心变成刚硬，这是林后三章十四节。第二个病症是我们的心是瞎眼的，是林

后四章四节。第三，是我们的心可能是一个背叛的，是林后十章四到五节。第

四个病症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经节，我们的心可能被骗，可能被败坏，就是林

后十一章二到三节。所以，我们的心可能有这四种病症，四种问题，是关乎人

的心思的，所以就叫我们的心思无法被主更新，以致对祂有充足的认识。 

你看见这个点么？这足够影响我们对主的爱，我们对主的爱必须是出自我

们对主的认识，对祂有正确、充足的认识。所以，圣徒们，我们要祷告，求主

拯救我们的心思，哦，拯救我们的心思。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大卫说，神哪，

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试炼我，知道我的思虑。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心

思，不像主那样知道，不是么？所以这个诗人要主来鉴察他的心，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害人的行径没有，引导我走永远的道路。所以我也写下一些李弟兄说过

的话，他说，我们要祷告，“主，怜悯我，我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对付我自己

的心思。主啊，拯救我的心思，叫我的心思能够集中在你的身上。”我很爱这

个祷告，非常爱这个祷告。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说，我们要接受救恩的头盔。

每天都要接受这个救恩的头盔，就是基督作我们的救恩。 

圣徒，我想再提一个点，作为我们的预防剂。撒但喜欢作的一件事就是把

他的心思、思想注射到我们的心思里。有一个东西，他喜欢注射到我们里面

的，就是恐惧。这是一种错误的恐惧，不是敬畏神，不是敬畏主，而是一种恐

惧。所有恐惧的思想都是从撒但来的，我们要领悟这一点，这是对我很有帮助

的。所以我们要拒绝一切恐惧的思想。倪弟兄曾经说过，即使当你出门旅行的

时候，你不要接受任何思想是，好像你会遇难，会遭遇一些意外。有时候坐飞

机，我记得有一次我坐飞机，那一次坐飞机以前，前几天才有一个大的飞行事

故，一个飞机飞上天就爆炸了，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故。那我后来就需要坐

飞机，需要去参加，就是隔天就要去参加李弟兄的一个特会。你知道我怎么样

呢？我上飞机以后，我向窗外看，我就向主认我一切的罪。你可以看见，当时

飞机上每一个人都是很紧张的。我就向主认罪以后，我就摸着主了，结果恐惧

就不见了。然后我就向我座位旁的人向他传福音，就当我们飞机起飞的时候，

他就呼叫主名了，所以我非常感谢主。那我想就是跟你们分享这一点。你们要

知道，神不会把这样的恐惧放在我们里面，是撒但喜欢把这种恐惧的思想注射

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求主来拯救我们的心思，拯救我们的思想。 

好，我们现在回来纲要，看看我们是读到哪里了，我是不是读过了第三大

点？我是不是读过第三大点了？第三大点一、二、三是不是读过了？抱歉，抱

歉，四我都读过了。我想我应该是要来读第三大点第三中点第一小点，我这个

点到底有没有读过呢？谢谢你，第四点，应该是读第四点。第四大点第四中

点，新就是神；你如果没有神，就是旧的，新就是神，成为新的就是在生命、

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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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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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来到第四大点，是么？哦，对不起，我们原来应该是要读第四

大点第四中点，对不起，圣徒们，请原谅我，不过重新读那些点也不错的。第

四大点，第四中点：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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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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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我们能够逃到我们的灵里，那是我们的避难所，这里的经节都让

我们看见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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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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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为什么我们当中有晨兴圣言，就是要叫我们复兴。不是说早上来研

经，是要得复兴。我们应该是要每早晨得复兴。下面的经节都讲到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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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我们凭四个项目而日日得更新。你可以读下面的经节，这四个点就

是：十字架；圣灵，凭圣灵我们就因神圣的生命得着重修、再制和改造；我们

调和的灵；以及神的圣言。这四个项目，这是非常实际的。我鼓励你们读下面

的这些经节，我们需要有十字架，被圣灵来充满，我们如果让神的生命能够更

新，我们叫调和的灵能够浸透到我们的心思里，能够天天让神的话，话中之水

的洗涤，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被更新的人。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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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我们需要在新样里来赴主的筵席。要怎么作呢？我们怎么能够有这

个呢？我们有可能来到主的筵席是在旧样里的，不是新样里的。马太福音二十

六章二十九节说，主对祂的门徒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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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新”，这

的意思含示就说主的桌子永远都是新的，当我们在将来要有一千年主的桌子，



主的筵席。所以我们来到主的桌子面前，要在新样里来。主永远不接受一个旧

的筵席、旧的桌子。你知道有一个旧的，叫我们老旧的，就是不原谅别人。我

们不原谅别人就老旧了，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说，“对不起，请赦免我。”我们

要学习。倪弟兄说，这该是一个成功婚姻的格言。我们要常常说，“对不起，

请赦免我。”我今天才对我的妻子这么说，我每天都要对她说，“对不起，请

赦免我。”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能够忍受我那么长的时间，她总是赦免我。那我

们要常常彼此说，“对不起，请赦免我。”倪弟兄说，他说，在一个他的写作

里，他说，你上一次请一个人赦免你是什么时候呢？你如果很久没有请人赦免

你了，有几个月没有请人赦免你了，那我就为你担心了，我就担心你的光景。

我们要学习说这个话，我们要学习得着主的赦免，也要得着彼此的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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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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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没有列出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我这里有七章二十六节，但我会

把二十五节加上来。因为二十五节说，那借着祂来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

到底；因为祂是长远活着，为他们代求。所以在主天上的职事里，祂总是在那

里为我们祷告，祂是一直为我们有这种，我们各人的光景祷告。吉米弟兄，你

难道不高兴主真是为着你个人的光景祷告么？此时此刻就在为你祷告。我不知

道祂是祷告什么，你也大概不知道，但我知道祂是正在为你祷告。你知道有的

时候我们所能作的就只是呼求主名“哦，主啊”。当你说主啊，主祂就能，祂

就会对父神讲的更多，祂有很多可以跟父神讲的关乎你的事情。所以这里说，

这里有一个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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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节说，祂的能力向着我们这信的人。第二十二节到二十

三节说，主是万有的头，是向着召会，向着召会，这个向着就是说这种四重的

能力，就是复活的大能，升天的大能，归服的大能，还有使万有归于一个元首

之下的大能，都是不断地传输到我们的里面。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一直留在灵

里，我们要祷告，“主，保守我在我的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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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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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转到灵里，就被提高到天上。这不是美好么？你不要等到有一天要上

到天上，好像有人说的，我们转到我们的灵，我们就到天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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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很惊人么？我们同时，你在地上，但你一直呼求主名，你甚至没有

感觉到，你就已经在天上了。我还记得，我得救了没多久后，我里面就有一种

天壤之别的感觉，我里面就有一个基督在我里面，我就在那里享受祂，那是一

个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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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在祂天上的职事里一直在牧养人。这是祂在天上职事里所一直在作

的。我们需要与祂合作牧养人；这是为什么主对彼得说，对他说了三次，说，

彼得，你如果爱我，你要喂养我的小羊，牧羊我的羊，喂养我的羊。因为那是

我在天上的职事里所要作的。彼得说祂是大牧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还有

很多小牧人在祂底下。好，我现在来到第二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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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回来讲牧养的事。你知道在我们李弟兄职事的末了，这是他很强调的

一件事。我很高兴，他留给我们这件事。我们要进到基督的美好的牧养里，就

会有一个大的复兴。他告诉我们，什么叫作喂养，什么叫作顾惜。那实在是非

常美好。我们要顾惜人，叫人喜乐，不是在天然里的喜乐，而是以基督的同在

叫他喜乐。当你把基督的同在带给他，你就会顾惜他，让他能够向你敞开，让

你能够喂养他。我第二点读过了么？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三点：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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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爱这个发表，这里说是一个宇宙中全新的东西，是神的新发明。

哦，神发明了东西，这个东西一定是非常了不起的，你可以想象么？当基督在

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的时候，祂在那里是正在发明一个东西，祂那里在发明祂

的一个杰作，就是这个新人。 

最后，第四：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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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徒们，我们要祷告，要把这篇篇题祷告，叫主作为那灵的实际能够引导

我们进到这个篇题里的实际里，叫我们日日以复活生命的新鲜供应而得更新，

以顶替我们的文化，并借着成为像新耶路撒冷一样的新，而在实际里成为一个

新人。 

好，我就停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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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该隐离开神的面之后，为着保护和自存，就建造了一座城—16~17节：
	1　他在这城里产生了无神文化。
	2　在伊甸园中，神是人的一切—人的保护、维持、供应和娱乐；人失去神，就失去了一切。
	3　人失去神，迫使人发明人的文化，其主要元素是城为着生存、畜牧为着维生、音乐为着娱乐以及武器为着防御—20~22节。

	二　表面看来，这种无神的文化是不走神的路而失去神的人所发明的；其实，文化的内在因素，乃是神的仇敌撒但在远离神之人里面的煽动和挑唆—7、16~17节，太十二26：
	1　这种无神而与撒但联结的文化，成了一种典型，代表历代人类所有的文化，表明这些文化都是无神，跟从撒但，与撒但联结的—参路四6注1。
	2　无神文化在创世记四章作为种子开始，要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发展，直到终极完成于启示录十八章的大巴比伦。
	3　主在马太二十四章三十七至三十九节的话，指明挪亚时代的无神文化要在主来临的时期发展到极点。


	叁　文化阻挠神关于基督与召会的定旨—弗三10~11，五32：
	一　一件很诡诈的东西挡在基督与召会这条路上；这诡诈的敌对元素就是文化—西三10~11，弗二14~15，西二14~15。
	二　文化是经历基督的一大阻挠；我们在无意中并在下意识里，都受了文化的阻挠，以致无法经历并享受基督—腓三7~8。
	三　我们在一切事上长到基督里，以及达到长成的人，都受我们诡诈、隐藏的文化所拦阻—西二19，弗四13、15~16。

	肆　人类的文化与神的国敌对—太十16~25、34~39，十二29、46~50：
	一　有罪的事物敌对神的国，不如人类文化敌对神的国那样厉害。
	二　人类文化已成了撒但国度基本的一部分，且是极大的一部分—26节。
	三　文化已成了撒但坚固的营垒；撒但诡诈地把持文化，利用文化敌对神的国—徒二六18，西一12~13。

	伍　基督这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一位与文化相对，并且应当以祂自己顶替我们的文化—18节，三4、10~11：
	一　歌罗西书里对基督延展无限的启示，目的乃是要对付文化—二8，三10~11。
	二　在这卷书里，保罗陈明包罗万有、延展无限之基督的异象，为要使我们深刻地看见这位基督应当顶替我们的文化—一27。

	陆　那位顶替文化的，乃是包罗万有、延展无限、居首位、作神经纶中心与普及的基督—15~18节，二16~17，三4、10~11：
	一　那位能顶替我们的文化，并成为我们一切的基督，乃是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15、18。
	二　使徒写歌罗西书，是要启示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祂以祂自己对付并顶替我们的文化—三4、10~11。
	三　神在祂的救恩里，不仅拯救我们脱离罪、审判、火湖、世界和己；祂也拯救我们脱离一切顶替基督的事物，包括我们的文化—来七25。
	四　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必须让祂充满我们全人，并以祂自己顶替我们的文化—弗三17上，西一27，三11。


	第二篇　活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 不活我们的文化
	壹　圣经的中心思想乃是：神渴望我们为着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一个新人，而活基督—腓一21上，弗二15~16：
	一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被基督所浸透、饱和、充满，并且穿上基督，好叫我们活基督—三17上，加二20，三27，四19。
	二　基督徒的生活是基督的信徒活基督并显大基督的生活—腓一20~21上。
	三　活基督乃是活一个人位，就是基督自己—西一27，罗八10：
	1　我们若要活基督，就必须接受祂作我们的人位，并且与祂成为一个人位；祂与我们必须实际地成为一—林前六17。
	2　我们若有光，看见基督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顶替，就会向主承认我们没有活基督，反而活许多其他的事物，并承认我们凭文化而活，过于凭基督而活—约壹一7。

	四　我们没有活基督，因为我们没有由基督构成；我们由什么构成，就活什么—西三4、10~11，弗三17上。

	贰　对于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与文化相对这件事，我们需要看见，照着圣经完全的启示，神的心意是要在基督里把祂自己作到祂所拣选、救赎并重生的人里面—加一15~16，二20，四19：
	一　神在宇宙中历世历代中心的工作，祂独一的工作，乃是要在基督里将祂自己作到祂所拣选的人里面，使祂自己与他们成为一—弗三17上，林前六17。
	二　神的心意是要将祂自己在基督里彻底地作到我们里面，使祂自己成为我们的内在元素—弗三11、16~19。
	三　为着成就神永远的经纶，神需要在基督里将祂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作我们的生命、性情和构成，使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但无分于神格—撒下七12~14上，罗一3~4，弗三17上，约十四23，西三10~11：
	1　我们需要神在基督里将祂自己建造到我们内在的构成里，好使我们全人被基督重新构成—弗三17上。
	2　基督建造召会乃是借着进到我们的灵里，并将祂自己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里，以占有我们的全魂—太十六18，弗三17上。


	叁　说基督与文化相对，并不是说我们应该丢弃文化，不带着任何文化而活—西三10~11：
	一　没有基督的人，当然需要照着文化而活，因为文化保全、规正并改良人。
	二　每一个人在接受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之前，都需要文化。
	三　我们接受基督之后，就不该让文化限制基督或拦阻我们经历并享受基督；反之，我们该开始学习照着基督生活，而不照着文化生活—二6~7。
	四　小孩在长大时，需要文化和律法—加三23~28：
	1　孩子在接受基督以前，必须照着文化并在律法之下接受训练—23~24节。
	2　他们接受基督以后，我们可以逐渐地帮助他们从文化转向基督—约一12~13，六57。


	肆　我们既然接受了基督，就不该让文化成为祂的代替品—西二6，三10~11：
	一　每一种文化都与基督相对，基督也与每一种文化相对—11节：
	1　任何文化，不论哪一种文化，都是与基督相对的。
	2　在基督以外，我们所有的一切，以及每一种人类的产品和发展，都是文化的一部分。

	二　那限制对基督的享受，使其无法扩大的因素，乃是文化；我们里面的文化，自然而然地使我们无法真正地经历基督—腓三3~9。
	三　我们的文化拦阻我们经历、享受并活基督，为这缘故，主给我们很重的负担，要所有在主恢复里的圣徒，都实际地学习接受基督作他们的生命和人位，以顶替他们的文化—弗三17上，西三4。
	四　在基督里我们有自由将文化摆在一旁，好使我们享受主的度量能扩大；我们里面所有的地位都必须让给基督。
	五　我们里面全部的地位若都让给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文化自然而然地就被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顶替了—一27，三11。

	伍　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有异象，看见基督是包罗万有且延展无限的；我们对基督若没有这样的异象，就不该想要丢弃文化—徒二六19，弗一17~23：
	一　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不是小的、有限的基督；祂乃是那位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神丰满的具体化身以及神经纶的中心点—西一15、18，二2、9~10：
	1　这样一位基督，现今就住在我们里面，等候机会把祂自己扩展到我们全人里—一27。
	2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位基督该是一切，我们该活祂，在我们的生活里不给文化任何的地位—腓一21上，西三11。

	二　只要我们看见了包罗万有、延展无限之基督的异象，就该开始把我们的文化背景撇开，不让文化顶替或限制基督—徒九4~5，二六19，腓三7~10：
	1　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不该给文化任何地位。
	2　反之，我们里面所有的地位都必须让给住在我们里面那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西一27。

	三　我们若看见这样一位内住、包罗万有、延展无限之基督的异象，就会自然而然地丢弃我们的文化—三10~11：
	1　从前，基督是被文化顶替，然而一旦我们看见这异象，在我们里面的文化就要被基督顶替—11节。
	2　我们不要试着丢弃我们的文化，只该活基督，基督就要以祂自己顶替我们的文化—腓一21上。

	四　我们活基督时，自然而然地就脱离了文化，并且我们所凭以活着的基督，就自动地顶替我们的文化；这乃是歌罗西书里的启示—一15、18、27，二2、9~10，三4、10~11。


	第三篇　新人的成分— 顶替文化之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
	壹　我们若进入歌罗西书的深处，就会看见保罗在这卷书里所对付的，乃是人类文化这隐藏的事：
	一　保罗在歌罗西三章十一节用“化外人”这辞，有力地指明这封书信对付文化。
	二　文化乃是我们发展出来，使我们赖以生存并得以维生的有系统的方法—创四16~22：
	1　文化是每一个人不知不觉的生活—弗二2~3，四17。
	2　全世界的人都受文化的影响。

	三　当初文化如何对歌罗西的信徒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今天文化也照样强烈地影响我们—西二8~10、16~18：
	1　我们不知不觉就受到生长于其中的文化所影响；这文化的元素是我们这人的一部分—加四3、9，西二8、20。
	2　我们进入召会生活时，也带着我们的文化而来；这文化破坏了我们对基督和召会生活的享受。
	3　基督本该是召会生活里唯一的元素，却有相当大的程度被文化顶替了—8节，三11：
	a　在下意识里或在无意之中，我们都宝贝自己的文化，并对自己特别的文化背景评价很高。
	b　在召会生活中，基督被文化顶替，过于被其他任何事物顶替—11节。



	贰　歌罗西书启示在神的经纶中，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乃是一切—一15~18、27：
	一　我们需要有清楚的异象，看见这位美妙的基督乃是我们的一切。
	二　这样的异象会了结文化对我们经历基督并对召会生活的影响；我们就成为并非讲究文化，乃被基督占有、据有并浸透的人—三11下。

	叁　居首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乃是我们的生命和一个新人唯一的成分—4、10~11节：
	一　作为新人之召会的成分乃是基督，并且单单是基督；召会的内容一点不差就是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一15~18，二9~10。
	二　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作我们的生命和一个新人的成分，以祂自己顶替了我们的文化—三11。
	三　享受基督作我们的分，结果乃是我们经历祂作一个新人的内容和成分；最终，我们所享受的基督成了新人的成分—一12，三11。
	四　按照歌罗西三章十一节，在新人里不同文化的区别不可能继续存在：
	1　在一个新人里，没有文化的区别，因为新人的每一部分都由基督所构成—11节。
	2　在召会这新人里，区域、文化或国籍的区别没有地位；任何种族、国籍、文化或社会身分也都没有地位。

	五　因着基督是新人独一的构成成分，信徒既是这新人的一部分，他们之间就不该有不同，召会与召会之间也不该有不同—林前四17，启一12、20，二二16。

	肆　作为新人的构成成分，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基督是一切肢体，又在一切肢体之内—西三11：
	一　在召会这新人里，基督是每一个人，祂也在每一个人里面—一27，三11。
	二　一面，天然的人在新人里没有地位，因为基督是一切的肢体。
	三　另一面，基督在一切之内，这事实指明众肢体仍然存在，但不是没有基督而存在，乃是作为由基督所内住的人而存在—一27。
	四　当我们接受基督作生命和成分，我们深处就感觉我们与基督是一，并感觉基督就是我们，同时我们对于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有更深的感觉—三4。
	五　在召会这新人里，基督乃是一切；这含示所有的信徒都必须由基督所构成—一15~18，二16~17，三4、10~11：
	1　我们必须被基督漫溢，被基督浸透，并让基督生机地作到我们这人里面—加四19，弗三17上。
	2　至终，我们就会被基督顶替，然后在实际上，基督就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祂将是新人的每一部分—西三11下。

	六　新人乃是在众圣徒里面的基督漫溢我们、顶替我们，直到所有天然的区别都消失，每一个人都由基督所构成—加四19，弗三17上，西一27。
	七　我们有了包罗万有、延展无限之基督的异象并对基督有充分的经历时，一个新人就会实际地在我们中间出现，我们也会实现新人的生活—三10~17，门10~16。
	八　倘若基督是所有圣徒的生活，在新人里将只有基督，所有的圣徒，无论国籍是什么，都将活基督；然后在实际和实行上，基督就要成为新人一切的肢体—西三11，腓一21上。

	伍　新耶路撒冷将是这一个新人最终的完成—弗二15~16，四24，西三10~11，启二一2、9~10：
	一　当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我们就要享受这一个宇宙新人的生活。
	二　今天我们借着让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顶替我们的文化，用祂自己构成我们，并在实际和实行上使我们成为一个新人的各部分，我们就能预尝这种享受—西一27，二10，三4、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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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借着成为像新耶路撒冷一样的新， 而在实际里成为一个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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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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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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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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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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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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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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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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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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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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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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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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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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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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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就管理我门的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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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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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腓二5，林前二16，罗十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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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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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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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新人原是用我们属于旧造的人创造的，所以需要更新；这更新主要地发生在我们的心思里，如“以致有充足的知识”所指明的—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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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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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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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出现，我们就必须经历心思彻底地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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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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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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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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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借着成为像新耶路撒冷一样的新，而在实际里成为一个新人—林后四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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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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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成为像新耶路撒冷一样的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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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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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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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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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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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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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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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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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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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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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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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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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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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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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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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篇　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学基督， 借此过一个新人的生活，而不是过我们文化的生活
	壹　我们生活的标准不该是照着我们的文化，乃必须是照着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就是照着主耶稣在地上所活出的实际—弗四20~21：
	一　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方式，乃是今天一个新人该有的生活方式—太十一28~30，约六57，四34，五17、19、30，六38，十七4。
	二　“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弗四21），是指耶稣一生的真实光景，如四福音所记载的；耶稣在生活中总是在神里面，同着神并为着神行事；神是在祂的生活中，并且祂与神是一。
	三　耶稣的生活总是符合神的义和圣；在耶稣的生活里，总是展示出那实际的义和圣—24节：
	1　耶稣的人性生活是照着这实际，就是照着神自己，满了义和圣。
	2　新人是在这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这实际就是神得着荣耀和彰显。

	四　我们需要学基督，并在祂里面受教导，过实际的生活；学基督，就是在基督这榜样的模子里，模成基督的形像—20~21节，罗八28~29，约贰1，约四23~24。
	五　新人是团体人，该过一种实际的生活，如同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就是彰显神的生活。
	六　我们若照着心思的灵生活，就会有团体新人的日常生活，就是符合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的生活—弗四23。

	贰　一个新人的生活，该与耶稣所过的生活完全一样；为着一个新人作为团体的神人，我们需要过神人的生活—腓一19~21上，三10，弗四20~21，参约壹四17和注5：
	一　基督的人性生活，就是人将神活出，在人性的美德里彰显神的属性；祂的人性美德被神圣的属性充满、调和并浸透—路一26~35，七11~17，十25~37，十九1~10：
	1　主耶稣在地上时，虽是人，却因神活着—约六57，五19、30，六38，八28，七16~17。
	2　主耶稣在一切事上活神并彰显神；祂无论作什么，都是神从祂里面并借着祂作出来的—十四10。
	3　马可福音启示，主耶稣所过的生活乃是完全照着并为着神新约的经纶。

	二　我们是第一位神人的扩展、扩增、复制和继续，该过祂所过同样的生活—约壹二6：
	1　主的神人生活为我们的神人生活设立了一个模型—被钉死而活，使神在人性里得彰显—加二20。
	2　我们需要靠祂的灵全备的供应，否认己，模成基督的死，并显大祂—太十六24，腓三10，一19~21上。
	3　我们必须弃绝修养自己，并且定罪建立天然的人；我们需要领悟，基督徒的美德在素质上与神圣的生命、神圣的性情和神自己有关—加五22~23。
	4　这位过神人生活的，如今乃是那灵，在我们里面活着并借着我们活出来；我们不该让这一位以外的任何事物充满并占有我们—林后三17，十三5，弗三16~19。
	5　我们需要全人向主敞开（以祷告的灵和气氛）接受主在路加六章三十六节的嘱咐：“你们要有怜恤，正如你们的父有怜恤一样”；我们需要每早晨接触主这位怜恤者—哀三22~23，罗九15与注2，出三四6，诗一〇三8，路一78~79，十25~37，罗十二1。


	叁　王在用五饼二鱼食饱五千人所行的神迹上，训练门徒要跟祂学—太十四14~21，十一28~30：
	一　马太十四章十九节说，祂拿着五个饼两条鱼，在祝福饼和鱼的时候，是望着天：
	1　“望着天”指明祂仰望祂的源头，就是祂在天上的父：
	a　这指明祂知道祝福的源头不是祂；祝福的源头该是父这差遣者，而不是受差遣者—参罗十一36。
	b　无论我们能作多少，或多么懂得作什么，我们必须领悟，我们需要差遣者祝福我们所作的，使我们能借着信靠祂，不信靠我们自己，而成为供应的管道—参太十四19下，民六22~27。

	2　祂仰望天上的父，指明作为在地上的子受天上的父所差遣，祂与父是一并信靠父—约十30：
	a　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能作的，都算不得什么；在我们尽职时，与主是一并信靠祂才是最重要的—参林前二3~4。
	b　唯有当我们与主是一，并信靠祂，祝福才会临到—参林后一8~9。

	3　主不从自己作什么—约五19，参太十六24：
	a　我们应当否认己，不要存心从自己作任何事，乃要存心从祂作每一件事。
	b　我们需要不断操练我们的灵，靠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拒绝己，并凭另一个生命活着—腓一19~21上。

	4　主不寻求自己的意思，只寻求那差祂来者的意思—约五30下，六38，太二六39、42：
	a　祂拒绝自己的想法、打算和目的。
	b　我们每个人都该在这一件事上有警觉—当我们受差遣作一个工作时，我们不该利用那个机会寻求自己的目标；我们去，只该寻求那差遣我们的主的想法、目的、标的、目标和打算—参提前五2下。

	5　主不寻求自己的荣耀，只寻求那差祂来的父的荣耀—约七18，五41，参十二43：
	a　有野心就是寻求自己的荣耀—参约叁9。
	b　我们必须看见，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的己、企图、野心乃是三条大“蛀虫”；我们必须学习恨恶它们。


	二　在主的恢复中，我们若要一直被主使用，就必须为着一个新人的缘故，否认我们的己，弃绝我们的企图，并放弃我们的野心—太十六24。


	第六篇　按照神经纶的宇宙历史— 人类历史里的神圣历史， 成就主的心愿，就是要得着一个在实际里的新人
	壹　这个宇宙中有两个历史：人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和神的历史（神圣的历史）；前者如同外壳，后者如同外壳里面的核仁—参珥一4：
	一　圣经相当详细地启示人类历史里的神圣历史；神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因为祂与我们联结：
	1　我们需要看见，神在已过永远里的历史，是要为祂与人联结的行动作预备：
	a　神圣的历史开始于永远的神和祂的经纶；按照神的经纶，神要把祂自己作到人里面，与人成为一，作人的生命、生命的供应和一切，并得着人作祂的彰显—弗三9~10，一10，创一26，二9。
	b　神在祂神圣的三一里，在永远里举行了一个会议，决定基督那极重要的死，为着完成神永远的经纶—徒二23。
	c　神圣三一的第二者，预备要从永远里出来，进到时间里，生于伯利恒，成为一个人—弥五2。
	d　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曾用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祝福了信徒—弗一3~6。

	2　神在人里的历史，开始于成为肉体，继续于祂经过人性生活、钉死、复活以及升天的过程；何西阿十一章四节说，这些乃是人的绳，爱的索：
	a　神圣的历史，就是神在人里的行动，乃是以经过过程的基督这位神人作为原型，而达到新人，以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伟大的神人，就是神永远经纶终极的完成。
	b　基督借着祂的成为肉体和人性生活，将无限的神带到有限的人里面；将三一神与三部分人联结并调和一起；借着祂芬芳的美德，在祂的人性里彰显全备之神丰富的属性。
	c　基督的钉死是个代替的死，是包罗万有的死，是包罗万有法理的救赎，了结旧造并解决所有的问题（约一29）；在祂的钉死里，祂救赎神所创造却堕落在罪中的一切（来二9，西一20），用祂神圣的元素创造（孕育）新人（弗二15），且从祂人性的体壳里，将祂神圣的生命释放出来（约十二24，十九34，路十二49~50）。
	d　在祂的复活里，祂生为神的长子（徒十三33，罗一4，八29），成为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45下），并重生千万的人，使他们成为神的众子作基督身体的肢体和一个新人（召会）的成分（彼前一3，西三10~11）。
	e　祂升上诸天，然后作为那灵降下，以产生召会作一个新人，使三一神得着团体的彰显—珥二28~32，徒二1~4、16~21。


	二　因此，召会作为一个新人的实际，也是神圣历史的一部分；这历史是人类外在历史里之神圣奥秘的内在历史；在神圣历史这部分的末了，基督要再来，带着祂的得胜者作祂的军队（珥一4，三11），击败敌基督和他的军队。
	三　接着，千年国就要来临；至终，这国度要终极完成于新天新地里的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将是神的历史终极完成的一步。

	贰　在彼得（捕鱼的职事）、保罗（建造的职事）和约翰（修补的职事）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主的心愿乃是要得着一个新人：
	一　五旬节那天，神用彼得带进许多犹太信徒（徒二5~11）；再者，哥尼流在祷告中得着异象（十30），彼得也在祷告中得着异象（17、19）；借此神为着一个新人实际的出现得着外邦人的计划和行动得以实施（9下~14、27~29）。
	二　在以弗所二章十四至十五节保罗揭示，基督借着祂创造新人的死，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创造成一个新人（参四22~24）；在林前十二章十三节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都受浸成了一个身体；在加拉太三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保罗告诉我们，凡浸入基督的，都已经穿上了基督，“没有犹太人或希利尼人”；在歌罗西三章十至十一节保罗告诉我们，在新人里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没有地位。
	三　约翰告诉我们，主用自己的血“从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中，买了人来”（启五9）；这些蒙救赎的人构成召会这一个新人；借着约翰我们也看见众召会是金灯台（一11~12），这些金灯台要终极完成为新耶路撒冷；在金灯台和新耶路撒冷里，我们看不见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不同。
	四　这一切都指明每天我们都需要喝一位灵（林前十二13），好使我们在实际日常生活的每一面，都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借此脱去旧人并穿上新人，以完成主的心愿，就是要得着一个在实际里的新人（弗四22~24）。

	叁　在神圣的历史中有一个新造—新人同着新心、新灵、新生命、新性情、新历史和新的终结—诗歌十一首，结三六26，林后三16，太五8，多三5：
	一　神圣的历史，神在人里的历史，是从基督的成肉体直到祂的升天，成为赐生命的灵，然后继续于祂住在我们里面，借着神生机的救恩，就是重生、圣别、更新、变化、模成并荣化，把我们带进一个新人完满的实际里，并使我们成为基督荣耀的新妇—弗四22~24，罗五10，启十九7~9。
	二　现在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活在神圣的历史里，还是仅仅活在人类的历史里？
	1　我们都在人类的历史里出生，却在神圣的历史里再生，重生；我们若活在这个世界，就是活在人类的历史里；但我们若活在召会这一个新人的实际里，就是活在神圣的历史里；在召会生活中，神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现在这两方—神和我们—有同一个历史，就是神圣的历史。
	2　赞美主，我们在神圣的历史里，经历并享受奥秘、神圣的事物，为着我们生机的救恩，并借着将和平的福音传遍整个居人之地使祂得扩展（弗二14~17，六15，参太二四14），好使我们成为实际里的一个新人，作祂得胜的新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