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子和耶稣的人性为着神的建造（鸟瞰､诗歌:115) 
Overview：以西结书中满了人性(Ⅰ)。这是因为这书的主题是，作为神和祂的选民的调和—神的居所的建造，建造的主要材料是耶稣那拔高、被神性所丰富的人性(Ⅱ，
Ⅲ)。 
Ⅰ．以西结书中满了人
性：  
Ａ．在以西结书中，
“人子”这个辞用了
九十多次；这指明神
多么愿意得着人。 

Ｂ．用于描绘圣殿各部
分的六这数字，表征
在第六日受造的人。 

Ｃ．宝座上的那一位看
起来象人，却有耶和
华的荣耀显出来的样
子，指明坐在宝座上
的那一位是神又是
人： 
１．这一位就是神人耶
稣基督，神与人的调
和。 
２．祂是完整的神，成
为肉体成了人。 
３．祂有人的性情，以
人的身分生活、受
死、复活并升天；现
今作为在宝座上的一
位，祂仍然是人子。 
４．主耶稣升天之后，
就有一人在宝座上；
在千年国和新天新地
里，仍有一人在宝座
上。 

Ｄ．四活物算为一个整
体，乃是宝座上的那
人团体的彰显，指明
神的中心思想和祂的
安排都与人有关。 

Ⅱ．人子是为着神家的建造： 
Ａ．在成为肉体里，基督是人子： 
１．在神的一面，主耶稣是神子；在人的一面，祂是人子。 
２．要成就神的定旨，基督需要成为人；没有人，神的定旨无法在地上成就。 
Ｂ．主耶稣成了神而人者，但祂也成了人而神者，也就是在人性里的神，那是人子的神。 
Ｃ．神子是为着生命，人子是为着建造： 
１．如果祂不是人子，祂绝不可能是神建造的素质。 
２．为着建造神在地上人间的居所，祂是人子；神的建造需要祂的人性。 
３．我们借着信入神的儿子接受了永远的生命之后，必须认识这位耶稣，既是神子也是人子；祂的神性对我们是生命，但祂的人性是为着神的
建造。 

Ｄ．“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约1：51）”： 
１．这是创世记二十八章十一至二十二节雅各之梦的应验。 
２．基督这位人子，带着祂的人性，乃是为着神的家—伯特利—立在地上通天的梯子，使天向地开启，且把地联于天。 
３．无论哪里有基督在祂的人性里，哪里就有天的门，就有伯特利，就是用变化过的人所建造的神的家。 
Ⅲ．为着神的建造，我们需要耶稣的人性：  
Ａ．耶稣的人性乃是祂在复活中的人性生命： 
１．在四福音里，关于耶稣的主要的异象乃是：祂所过的生活是在复活中的人性生活。 
２．耶稣虽然是在人性里生活，但祂不活祂人性的生命，祂所活的乃是在复活里的人性。 
Ｂ．以西结书中所启示神圣别建造里的木头，表征耶稣那拔高、被神性所丰富的人性。 
Ｃ．为着神的建造，我们作人不要凭我们天然的人性，乃要凭耶稣的人性： 
１．我们受造是人，却因着堕落被败坏、毒化并破坏；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救赎： 
ａ．借着基督的救赎，我们被带回正确的人性—拔高、复活的人性： 
(1）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了结的，是我们的旧人，我们堕落的人性，但神所造的人性仍需复活。 
(2）在基督的复活里，神重生我们那由神所造而蒙救赎的人性，并且神圣的元素拔高了重生的人性。 
(3）我们重生成为新人以后，仍有我们的人性，但这是复活、重生的人性。 
ｂ．现今我们为着神建造的人性，乃是耶稣那拔高、复活的人性。 
２．我们越属灵，我们就越有人性；我们越有基督作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越有耶稣的人性。 
Ｄ．为着神的建造，我们需要成为最有人性的人，有耶稣那样的人性： 
１．我们需要最高的人性生活，就是照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永远生命活出的生活。 
２．主耶稣在祂复活与升天之间的四十天里，训练祂的门徒过神圣而有人性的生活： 
ａ．祂训练他们认识祂已成了他们，祂已进到他们里面，并且祂已将他们带到祂里面。 
ｂ．这样的训练是要帮助门徒看见，他们是与三一神调和，他们不再仅仅有人性，乃是有带着神性的人性，甚至有耶稣那样的人性。 
ｃ．他们不再仅仅是人，乃是神人，神圣的人，有三一神作他们内在的素质，成为他们神圣的所是。 
ｄ．现今他们能过一种与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是一的生活 

Ｅ．我们要有耶稣的人性来为着神的建造，就需要经历耶稣的灵： 
１．“耶稣的灵”是神的灵特别的说法，指成为肉体之救主的灵，这位救主就是在人性里的耶稣，经过了为人的生活和十字架的死。 
２．在耶稣的灵里不仅有神的神圣元素，也有耶稣的人性元素，以及祂为人生活和受死的元素。 
３．耶稣拔高、复活的人性乃是在耶稣的灵里。 
４．为着保守那灵的一所需要之低微、温柔、恒忍的美德，包括在耶稣的灵里。 
５．在复活里，这位在神性里原是神独生子的基督，在人性里由神而生，成为神的长子： 
ａ．祂的人性得以“子化”，成为神圣的；这样在复活里的“子化”，使基督在成为肉体时所穿上的人性得着圣别、提高并变化。 
ｂ．今天这样提高的人性，乃是在耶稣的灵里，也能成为我们的经历，使我们成为耶稣那样的人，有耶稣的人性，为着神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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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以西结书中满了人性： 

结40:3 祂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个人，样子像铜，手拿麻绳和量度的苇

子，站在门。 

5 看哪，殿外四围有墙。那人手拿量度的苇子，长六肘，每肘是一肘零

一掌。祂量那建筑的墙，厚一苇，高一苇。 

8 祂又量向殿的门廊，横宽一苇。 

41:16 过道、严紧的窗棂、并对着过道周围旁屋的三层楼廊，从地面到

窗，(窗都有窗棂，)全都镶上木板， 

43:2 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方的路而来，祂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

就因祂的荣耀发光。 

6 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 

1:26 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样式，像蓝宝石的样子；在宝

座的样式以上，有一位的样式好像人的样子。 

28 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样子怎样，周围光辉的样子也是怎样。这就是

耶和华荣耀的样式显出来的样子。我一看见就面伏于地，又听见一位说

话的声音。 

1:5 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样式来。他们显出来的样子是这样：有人

的样式， 

43:6 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第二天） 

创 1:26 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像，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

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

物。 

诗8:4 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5 你

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6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

的，使万物，7 就是一切的牛羊并田野的兽，8 空中的鸟，海里的鱼，

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 
Ⅱ．人子是为着神家的建造： 

约1:51 又对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

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第三天) 

结 1:26 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样式，像蓝宝石的样子；

在宝座的样式以上，有一位的样式好像人的样子。 

40:3 祂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个人，样子像铜，手拿麻绳和量度的苇

子，站在门口。 

创28:11 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过夜；他拾起那地方

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12 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

梯子的顶通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13 耶和华站在梯子

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

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14 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

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15 看哪，我

与你同在；你无论往那里去，我必保守你，使你归回这地。我总不离弃

你，直到我成就了向你所应许的。16 雅各睡醒了，就说，耶和华真在这

地方，我竟不知道。17 他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

乃是神的家，也是天的门。18 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

浇油在上面。19 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城起先名叫路斯。 

20 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去的路上保守我，又给我食物吃，

衣服穿，21 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

神。22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家；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

分之一献给你。 

Ⅲ．为着神的建造，我们需要耶稣的人性： 

腓2:8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栽植了一个园子，把所塑造的人安放在那

里。(第三天) 

多2:14 祂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不法，并洁净我们，归

祂自己成为独特的子民，作祂特有的产业，热心行善。 

弗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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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林后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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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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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徒16:7 到了每西亚的边界，他们试着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 

罗1:4 按圣别的灵说，是从死人的复活，以大能标出为神的儿子；（第

六天） 

弗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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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祂又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复活，一同

坐在诸天界里， 

21 在祂里面，全房联结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 

22 你们也在祂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 

3:14 因这缘故，我向父屈膝，15 在诸天里以及在地上的各家族，都是

从祂得名，16 愿祂照着祂荣耀的丰富，藉着祂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得以

加强到里面的人里，17 使基督藉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

生根立基， 



经历①：将「旧我」钉十字架，在复活里活「新我」 
耶稣的人性乃是祂在复活中的人性生命。当我们出去接触人的时候，我们

必须是在复活中过人性生活的人。主在约翰十一章二十五节告诉马大：“我是
复活。”马大向主抱怨，如果主早来，她兄弟就不会死。但主启示说，复活不
是时间的问题，乃是祂人位的问题；因为祂就是复活。 

在四福音里，特别是在对观福音书—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里，关于
耶稣的主要的异象乃是，祂所过的生活虽然是人性的生活，却是在复活中
的人性生活。耶稣不是活天然生命的人。祂一直将祂的人性摆在一边。祂
虽然是在人性里，但祂不活祂人性的生命。耶稣在地上时，祂每一天都是
在肉体里，但那个肉体是在复活中。表面看来，祂是拿撒勒人，是个天然
的加利利人。祂是在那样的肉体里，但祂的生活乃是在复活里人性的生
活。 

在以西结四十一章，圣殿的每个部分，全都镶上木板。这与摩西所立
起的帐幕完全不同；帐幕里每一部分都用金包裹。金表征神性，而木表征
人性，特别是主耶稣拔高的人性。在以西结书中，神的建造主要的材料乃
是耶稣那钉死、复活并升天的人性。 

中高生篇 
主耶稣生活在地上时，总是否认自己天然的生命，活父的生命。这就

是经过十字架，活在复活里的意思。 
加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
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祂
联结所活的，祂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21 我不废弃神的恩； 

加拉太书2章20节的最初和第二个「我」是「旧我」、「没有神生命的
我」，第三个之后的「我」是「新我」、「基督内住、有神生命的我」。你从
中高生时起就要一点一点学习否认自己天然的生命，也就是否认「旧我」并钉
十字架，活「新我」。因为神的心愿就是让基督住在你里面。这样的让基督内
住的人性，就是神建造的主要材料。 

「旧我」伴随着个人主义、奇怪的执着、老是不停地想着不太重要的
事、逃避该做的事而一直做不该做的事。「旧我」包含着罪孽深重的我，但
也不一定都是罪孽深重的。 

例如，你很在意别人所说的话，就一直不断地想而变得黑暗。而且越想就
越怒气燃烧。这是魂肥大的状态，灵软弱而没有信心。这时，你必须对自己的
「旧我」说：「没有基督的『旧我』，你不是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了吗？
『旧我』，回到十字架去。我要从魂的徘徊里离开，操练灵、靠着信，活出让
基督内住的『新我』。喔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从年轻时起，要学习并训练
尽快从「旧我」的魂的徘徊中出来。因着这样的操练，希伯来书4章说， 
来4:11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随着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
了。12 因为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能以刺
入、甚至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旧我」是「属魂的人」，若是一直活在魂里，终究会倒下。为了要从「属
魂的人」里出来，操练灵，照着灵而活，你必须要祷读神永久的话语(娄格
斯 logos)，摸着神即时的话语(雷玛 rhema)。这雷玛是神活的话，能够分辨
你的灵与魂。哈利路亚！ 

经历②：越属灵，就越正常，并有人性 
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不再是旧人—我们乃是新人。……神没有撇弃我

们受造的人性，乃是重生这人性。不错，基督钉死、了结了堕落的旧人，
但祂用神的生命重生我们由神所创造的人性，使其有新生的起头。 

复活是在钉死以后；若没有复活，就无法有重生。基督在十字架上所
了结的，是堕落的人性，堕落的旧人，但神所造的人性仍需复活。在复活
里，神圣的元素拔高重生的人性。现今我们重生成为新人以后，仍有我们
的人性，但这是复活、重生的人性。 

因为这是信徒很难领会的事，我们就需要有关于旧人和新人的清楚异
象。一面，我们老旧、堕落的人性，在基督的钉死里已被了结；另一面，
我们由神所造的人性，借着基督的复活，有了新生的起头，得了重
生。……今天我们所有的人性，不是老旧、被了结、堕落的人性，乃是新
的、有新生起头、拔高的人性。 

我们若只留意〔加拉太二章二十节上半〕，也许以为保罗在说，他的人性
已全然被了结，因为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着。”
但基督活在哪里？活在谁里面？ 

保罗答复这问题，说，“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但如此，保罗立刻接着
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信里……所活的。”（首
先保罗宣告：“我……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然后他却说，
“我……活”。钉死的“我”是旧“我”；活着的“我”是新的、重生的
“我”，重生的人性。 

不错，我们经历主作风、云、火、金银合金，但这个经历的结果是我
们有人的脸。作为活物，我们不是天使，乃是非常有人性的。事实上，我
们越属灵，我们就越正常并有人性。我们越有基督作我们的生命，我们就
越有人的脸。在书信里，使徒教导我们要作正确的人，特别是如何作正确
的丈夫、妻子和父母。神的救恩使我们成为正确的人，让祂得以彰显、行
动并行政。 

在职青年篇 
作为在职的你，要认识执行业务不仅仅是依靠你的知识和才能，还要

依靠你的人性。圣经教导你要成为正常有人性的人，特别是要成为正常的
丈夫，妻子，父母，孩子，员工。如果不是正常的丈夫或者妻子，因为缺
乏正常的人性，不能成为正常的在职者。譬如，即使你是能力高的人，因
着不能与人调和，体谅人，谁都不想与你一起工作吧。如果是那样的话因
为你不能得到来自他人的配合，无法成为成功的在职者。正常的人性来自
耶稣的人性。完全完美的人性只有耶稣的人性。你的心向主敞开，呼求主
的名，与主越有情深的亲密的，个人的交通，就越吃耶稣的人性，而能够
被耶稣的人性构成。 
弟兄的见证：最近，我的一个部下调到了国外。那个人在调动工作之前，
对我和我的领导团队做了这样的见证，“我的上司一次也没有弃而不顾，背
叛我。对我来说的大问题和困难，我的上司看成自己的问题和困难，在我
看不见的地方去工作，去解决了。亲身向我示范了能干的管理者应该怎样
行事为人。真的很感谢”。我从耶稣的人性而来的信赖感，使我的部下有动
力，能拼命专心地去工作。 



115 主を賛美する ― 彼を高く揚げる 
1. 見よや，天上に座すイェス！ 主キリストの御座を！ 
ひととしてたかめられ， えいこう，尊貴受く。  

2. ひとのせいしつを着て， けいかくにより死ぬ， 
からだもてよみがえり， ひととし，昇天する。  

3. 主のなかで，かみくだり， 地じょうでひとに住む; 
主のなかで，ひとのぼり， かみとともに住む。  

4. 主はかみとひとの調和， ひとにて，かみしめす; 
かみ・ひとなる主にあり， ひとは栄光を得る。  

5. イェスはえいこうを受け， そのれいとして来る; 
イェスの人位とみわざを， そのれいはしめす。  

6. えいこう受けたイェスと， しょうかいはつらなる; 
このイェスのれいにより， かく肢体は生きる。  

7. 見よや，天上に座すひと！ 万ゆうの主の御座を！ 
それは，すくいぬしイェス， とわに栄光あれや！  
 

115 赞美主─祂的高举 
1. 看哪，耶稣天上坐着！我主基督登宝座！ 

祂是那人神所高举，荣耀、尊贵已得着。 
2. 祂曾穿上人的性情，照神计划且死过， 

带着身体从死复活，仍然是人升天坐。 
3. 在祂里面神降为卑，神来地上同人处； 

在祂里面人升为高，人到天上同神住。 
4. 祂是真神与人调和，神在人里被宣告； 

祂是真人与神联合，人在神里得荣耀。 
5. 从那升天得荣耶稣，降下包罗万有灵； 

耶稣身位和祂工作，全由这灵来证明。 
6. 和那升天得荣耶稣，今天召会能联合； 

藉着这位耶稣的灵，基督肢体能同活。 
7. 看哪，一人天上坐着！万有之主在宝座！ 

这是救主耶稣基督，荣耀、尊贵永得着！ 
 

132. Praise of the Lord - His Exaltation 

1. Lo! In heaven Jesus sitting, 

Christ the Lord is there enthroned; 

As the man by God exalted, 

With God's glory He is crowned. 

2. He hath put on human nature, 

Died according to God's plan, 

Resurrected with a body, 

And ascended as a man. 

 

 

3. God in Him on earth was 

humbled, 

God with man was domiciled; 

Man in Him in heav'n exalted, 

Man with God is reconciled. 

4. He as God with man is mingled, 

God in man is testified; 

He as man with God is blended, 

Man in God is glorified. 

5. From the Glorified in heaven 

The inclusive Spirit came; 

All of Jesus' work and Person 

Doth this Spirit here proclaim. 

6. With the Glorified in heaven 

Is the Church identified; 

By the Spirit of this Jesus 

Are His members edified. 

7. Lo! A man is now in heaven 

As the Lord of all enthroned; 

This is Jesus Christ our Savior, 

With God's glory ever crowned! 
 
 
 
 
 
 
 
 
 
 
 
 
 
 
 
 
 
 
 
 
 
 
 
 
 

 

＜預言のためのノー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