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召会的身分—新人（诗歌：补 616）
Overview：．至终，召会作为一个新人，完成双重的定旨，就是彰显神并对付神的仇敌。一个新人是基督用两种材料创造的—蒙救赎的受造之人，以及神圣的元素；基督
在十字架上把这两种材料放在一起，产生一个新人。在这新人里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们没有地位。我们需要看见，在不同国家的众地方召会乃是一个新人。在
主恢复的众召会中间，不应该有“列国”。 主恢复的目标是要产生一个新人。这一个新人要结束这时代，引进神的国，并要将君王基督带回这地上。 
Ⅰ．召会—基督的身体—乃是一个新人，为着
完成神永远的定旨： 
Ａ．神创造人的心意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
人，以彰显祂并代表祂。 
Ｂ．创世记一章神创造人，是一幅在神新造
中之新人的图画；这意思是，旧造是新造的
表号、预表。 
Ｃ．至终，召会作为一个新人，就是神心意
中团体的人；这一个新人完成双重的定旨，
就是彰显神并对付神的仇敌。 

Ⅱ．一个新人是借着基督十字架上的死所创造的： 

Ａ．一个新人是基督用两种材料创造的—蒙救赎的受造之人，以及神圣的元素；基督在十字架上把这两种材料放在一起，产

生一个新人。 

Ｂ．在新人的创造里，首先我们天然的人被基督钉死，然后借着除去旧人，基督将神圣的元素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

一个新的实体。』 

Ｃ．除了在基督里之外，我们绝对无法被创造成一个新人，因为在我们自己里面，没有神圣的素质，就是新人的元素： 

１．唯有在神圣的素质里并用神圣的素质，我们才被创造成一个新人；唯有在基督里，才可能有这素质。 

２．基督自己是新人的素质；因此，祂把两下—犹太人和外邦人—在祂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 

３．在一个新人里基督是一切，因为祂是新人用以创造的素质；所以，一个新人就是基督。 

Ⅲ．召会是一个新人，在这新人里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们没有地位： 

Ａ．神在祂经纶中的目的，是要基督作一切；因此，极重要的是，我们要看见神不要别的，只要基督，在神的眼中，除了基

督以外，没有一样算得数：』 

１．神的目的是要使祂的儿子基督作祂经纶的中心，并使祂作信徒的一切。 

２．神的经纶乃是要将包罗万有的基督作到我们里面。 

Ｂ．在一个新人里没有天然的人，不可能有天然的人，也没有地位给天然的人： 

１．在新人里只有一个人位—包罗万有的基督。 

２．一个新人就是基督—是基督在扩展，基督得扩大。 

Ｃ．新人是独一无二的—在基督里是一，并且与基督是一；我们是凭着基督并借着基督而成为一： 

１．我们若不在基督里，就无分于新人；反而，我们对于新人就了了。 

２．是我们在基督里却不活基督，我们就与新人有难处。』 

Ｄ．当我们借着生机的过程被基督浸透、充满、渗透，并由祂所顶替时，一个新人就得以出现： 

１．新人乃是基督在众圣徒里面，渗透我们并顶替我们，直到所有天然的区别都除去，每个人都由基督所构成。 

２．包罗万有的基督必须生机地作到我们里面，直到祂以祂自己顶替我们天然的人。 

Ｅ．在一个新人里，基督是一切的肢体，又在一切的肢体之内： 

１．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乃是一个新人的构成成分。 

２．因着基督是新人一切的肢体，在新人里任何种族、国籍、文化或社会身分都没有地位。 

３．我们若要经历基督是新人一切肢体的实际，就必须接受基督作我们的生命和人位，并且活基督，不活我们自己。』 

４．保罗说基督是一切，又说祂在一切之内，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ａ．我们不该以为，既然基督是一个新人的一切肢体，我们就什么都不是，新人也不需要我们。 

ｂ．キ基督在新人的众肢体里面，这事实指明众肢体仍然存在。 

Ⅳ．我们需要看见，在不同国家的众地方

召会乃是一个新人： 

Ａ．众地方召会不是仅仅个别的地方召

会，乃是一个新人： 

１．我们不能说每一个地方召会是一个新人；

而是说，地上的众地方召会乃是一个新人。 

２．一个新人不光是一地一地、一个召会一

个召会的事，乃是地上各召会集体的事。 

Ｂ．在主恢复的众召会中间，不应该有

“列国”： 

１．我们无意得着一个小“国”，一个让

我们可以在其中作小王的王国；反之，我

们在意的是要在一个新人里。 

２．召会的建造乃在于一个新人的存在。』 

Ｃ．今天就是得着一个新人的日子，这新

人是由众地方召会所构成，包括所有在基

督里是一的圣徒，而基督是一切，又在一

切之内；这将是终极的召会生活— 一个活

出基督的宇宙新人。 

Ⅴ．主恢复的目标是要产生一个新人： 

Ａ．在旧人里分裂并分散的，在新人里得着恢复；脱去旧人就是脱去分裂并分散的人；穿上新人就是穿上聚集并是一的新人。 

Ｂ．主在祂恢复中一直在作，并祂现今正在作的，是产生一个新人，以祂自己为生命和人位，为着神的彰显。 

Ｃ．大家只能是一个人，这个要求是极高的；为使一个新人得以实际地出现，我们都需要起来接受基督作我们的人位。 

Ｄ．这一个新人要结束这时代，引进神的国，并要将君王基督带回这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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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弗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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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既用十字架除灭了仇恨，
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在一个身体里与神和好了； 
林后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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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日：马太 17:5 他还说话的时候，看哪，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

看哪，又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
祂。 

西 1:18 祂也是召会身体的头；祂是元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使祂
可以在万有中居首位； 

第三日：西 2:17 这些原是要来之事的影儿，那实体却属于基督。 
加 4:19 我的孩子们，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
面。 
第四日：弗 3:17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生根立

基， 
加 4:19 我的孩子们，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

面。 
西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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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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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马太 24:35 天地要过去，但我的话绝不能过去。 

第五日：西4:15 请问在老底嘉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召会安。16 这
书信在你们中间念了之后，务要叫在老底嘉的召会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

底嘉来的书信。 
第六日：弗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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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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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11:15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祂

基督的国，祂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申言笔记】 

 
 
 
 
 
 
 
 
 
 
 
 
 
 
 
 
 
 
 
 
 
 
 
 
 
 
 
 
 
 
 
 
 
 

  



经历①：一个新人，彰显神、对付神的仇敌撒但 

神积极的目的是要人彰显祂，神消极的目的是要人对付神的仇敌撒但，魔

鬼。在宇宙中神有一个难处，就是对付祂的仇敌。因为神的仇敌魔鬼是受造之

物，所以神不会直接对付他；祂乃要借着祂创造中的一个造物—人，来对付他。

神要借着人来对付祂的仇敌。 

“新人”这辞使我们想到旧人。旧人没有完成神的双重定旨；然而，在神新

造里的新人，的确完成了彰显神并对付神仇敌的双重定旨。 

召会本该是一个充满基督，并由基督所构成的家，而〔在歌罗西〕的召会竟

然被文化所侵入。基督本该是召会生活唯一的元素，却有相当大的程度被这个混

杂文化的各方面所顶替了。召会的构成成分应该是基督，也只该是基督，因为召

会乃是基督的身体。……然而，文化中那些好的元素，特别是哲学和宗教，已经

侵入召会并且把召会浸透了。……我们必须看见，撒但用文化充斥召会的策略，

就是要用文化中最高度发展的方面来顶替基督。 

因此，保罗写歌罗西书的目的是：指出在召会中绝不可有任何东西顶替基

督。召会生活必须单单由基督所构成。……为此保罗在这封短短的书信中，用了

许多高超的辞句来描写基督。例如，基督称为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一切受造之

物的首生者、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以及所有影儿的实体。在三章十至十一节，

保罗说，在新人里没有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

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 

在职青年篇 

1977年，李弟兄在台湾释放了关于一个新人的信息。之后在美国，有野心的人就

被撒但煽动，攻击基督的身体，以及作为一个新人的召会。但是结果，主的恢复众

召会，通过这件事，反而更加认识到了新人。这里重点学到的是，召会最终会是一

个新人，这个新人要完成神双重的定旨。因为新人要对付撒但，所以撒但会想尽一

切办法妨碍召会认识新人，实行新人的召会生活。 

你不可以变得消极，说：“一摸新人，撒但就发怒，所以不要摸比较好”。如果

不进取，结果就会陷进撒但的陷阱，在混乱中被撒但管治。相反，为了管治撒但，

应该实行照着新人的召会生活，在职生活。基督徒生活是属灵的争战，其结果是你

只能选择被撒但管治，还是管治撒但。你要进取地选择去管治撒但。 

参加了12月分福音开展的前半部分的上海的梁弟兄，从中国移民到澳大利亚后，

又去以色列生活过。他还去过很过其他的国家。他说：“我感到撒但黑暗邪恶之灵

的势力最强的是以色列，其次是日本。”照着他灵里的感觉，在日本的邪恶势力的

力量非常强大，束缚着、压抑着日本人。这不是与在尼希米时代的，殿与城墙再建

因着仇敌的反对被中断，陷入悲惨的状态一样吗？你作为在职者，在理解这种情形

的基础上，应该进取地为了对付仇敌而站起来，实行照着新人的召会生活。 

经历②：在新人里，任何国籍、文化或社会身分都没有地位  
在新人里，基督是每一个肢体。保罗在十一节论到这点时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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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思是
说，在新人里，任何天然的人都没有地位。区域、文化或国籍的差异也
没有地位。譬如，在新人里没有中国人或美国人、加州人或德州人。照
样，在新人里，犹太人或希利尼人、宗教徒或非宗教徒、有文化的或没
有文化的、自主的或为奴的，都没有地位。任何种族、国籍、文化或社
会身分都没有地位。在这一个新人里，只有基督有地位；基督的确是人
一切的肢体。 

我们大家若是看见了新人的异象，看见了众召会不光是一个个的地
方召会，众召会乃是一个新人，我们就愿意说，“主啊！我愿意蒙恩
惠，我愿意受怜悯，我愿意和众圣徒是一个新人，来接受你作我们众人
的人位。”你若是这样接受基督作这个团体新人的人位，你的主张，你
的生活，就绝不能在你自己里头来定规。你不能，因为你看见你乃是众
召会那个新人里头的一部分。你是那个新人的一部分，所以你的主张，
你的生活，不应该是你自己的主张，不应该是你自己的生活，乃应该是
那个团体新人的主张，是那个团体新人的生活。 

中高生篇 
在新人里，没有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非洲人、欧洲人、美国

人。这是说在新人里，天然的人没有地位。但是从一个方面讲，需要重
生的、被变化的日本人（严格地说是，原日本人）、中国人。换句话
说，为了新人的召会生活，你不单需要得救，还需要被变化成为被基督
充满的人。你天然的所是不是新人。你重生的灵、被变化的魂、奉献的
身体是新人。 

在新人里，基督是唯一的人位。召会里有许多的肢体，但是没有很
多的人位，只有唯一一个人位。因此，你需要实行以下事项： 
i. 晨晨复兴：每天早晨，同弟兄姊妹一起祷读、享受主的话。 

ii. 日日得胜：早晨，享受主之后，和主一起上学、在学习中、以及在
各种人际关系中经历主。 

iii. 在学校生活里的各种各样的决定事项上，你要开始学习经历基督做
人位。比如说，关于考大学，不是你自己来做决定，你要把基督作
为人位来做决定。如果你自己来决定的话，那么你的召会生活还没
有达到新人的召会生活的标准。 

iv. 为了实行把基督作为你人位的新人的召会生活，你需要向带领你的
弟兄姊妹敞开，请他们为你祷告。神的经纶不仅需要你把基督作为
生命和生命的供应，也需要把基督作为人位。就算你向主祷告求主
成全自己的决定，主也不能帮助你。还有，就算你希望自己的决定
成为主的心意，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向主敞开、向带领你
的弟兄姊妹敞开、并祷告“主啊，请你让我学习把基督作为人位”。
阿们！   



詩歌、補 607 
1. かつてはつみのなか 
死んでながさ～れてた 
いまかみに生かされ  
主とともに天じょうに座す  
 繰り返し）  
イエス～われらをあつめ  
見よ聖～徒らのいち(一)を  
主の愛～われらをむすび  
主の豊満へといたらせる 

2. 聖徒らすべてともに  
キリストの～愛知る  
はかりしれない愛に  
満たされ主の表現となる 

3. かくされたみこころ  
われらにあ～かされ  
キリストとしょうかい  
てきサタンをはずかしめる 

4. ちちにいのりもとむ  
わが霊をつ～よめて  
こころにホームつくり  
愛に根ざし土台づけらる 

5. かく肢体けつ合され  
キリスト供～給する  
それぞれ機能果たし  
からだ建造し成長させる 

6. いまひとつのからだ  
あたらしいひ～となり  
主としょう会のなかで  
とわに栄光をかみに帰す 

 
 
 
 
 
 
 
 
 
 
 
 
 

补充本,#616 耶穌聚集我們在一起 
１ 從前我們在罪中死了， 

這世界全然一團糟； 
但神使我們一起復活， 
一起與基督升天，同坐寶座。 
（副歌） 
耶穌聚集我們在一起， 
請看看聖徒同心合意！ 
主愛使得我們都一致， 
達到基督豐滿身量的地步。 

２ 因此我們能和眾聖徒， 
一起明白基督的愛； 
長闊高深雖然無法測度， 
但神的豐滿我們一再得著。 

３ 神在歷代隱藏的旨意， 
已成了顯明的奧祕； 
基督，召會，我們今看見， 
這真叫撒但受辱，羞慚滿面！ 

４ 我們為此來禱告父神─ 
剛強我們裡面的人， 
讓你安家在我們心裡， 
使我們在你愛中生根立基。 

５ 在身體裡聯絡得合式， 
各筋節都供應基督， 
各個肢體功用都擺上， 
使身體得著建造，不斷增長！ 

６ 如今我們已合而為一， 
成為神所要的新人； 
在基督裡，在召會中間， 
願榮耀歸神，直到永永遠遠！ 

 
 
 
 
 
 
 
 
 
 
 

 
 

#1232 
_1_ 
Once by nature we were dead in sin, 
In a world of utter discord; 
But together God has quickened us, 
Raised us upto sit together with the Lord. 
(Refrain) 
Jesus is getting us together, 
Come and see the saints in one accord. 
His love is knitting us together, 
To the stature of the fullness of the Lord. 
_2_ 
Thus with all saints we can apprehend 
All the vast dimensions of God. 
Knowing Christ’s love passes all we know, 
We’re together filled to fullness with our God. 
_3_ 
Now we know the purpose of our God, 
Visible the mystery become 
Christ, the church, together now we see 
And together put the enemy to shame 
_4_ 
For this cause we pray the Father God— 
Strengthen Thou with might our inner man; 
Make Yourself at home in all our hearts, 
Root us, ground us in Your love and for Your plan. 
_5_ 
In the Body we’ll be fitly framed 
As the many members Christ supply; 
Working in the measure of each part, 
All by growth in love the Body edify. 
_6_ 
Now we’re one His purpose to fulfill, 
As the one new man of His plan. 
Unto Him be glory in the church, 
And in Jesus Christ forever more—Am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