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基督作为人子，第二个人以及末后的亚当，成
就神创造人的心意(2019.10.ITERO）2019/１１/18-24 

Ⅰ．基督是人子、第二个人以及末后的亚当： 
Ａ．基督是人子： 
１．没有人，神的定旨无法在地上成就；要成就神
的定旨，基督需要成为人。 
２．在成为肉体里，基督是人子： 
ａ．主耶稣既是由圣灵成孕，祂就是神子。 
ｂ．祂也是在童女里面成孕，并由童女所生，所以
祂是人子。 
ｃ．在神的一面，祂是神子；在人的一面，祂是人
子。 
３．主耶稣从复活以来，就是在诸天之上，在神右
边的人子；祂带着能力和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回
来时也是人子。 
Ｂ．在成为肉体里，基督是第二个人： 
林前 15:47 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
是出于天。 
１．全宇宙中只有两个人：头一个人亚当和第二个
人基督。２．四十七节的“出于天”，指第二个人
基督的神圣来源，和祂属天的性质。 
３．亚当是头一个人，是旧造的元首，在创造中代
表旧造；基督是第二个人，是新造的元首，在复活
中代表新造： 
ａ．我们这些信徒，因着出生，包括在头一个人里
面；又借着重生，成为第二个人的一部分。 
ｂ．就着我们是头一个人的一部分说，我们的来源
是地，性质是属土的；就着我们是第二个人的一部
分说，我们的来源是神，性质是属天的。 
Ｃ．基督是末后的亚当： 
林前 15:45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首先的人亚当成
了活的魂；”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１．林前十五45含示两个创造：旧造以人这活的魂
为中心，复活里的新造以赐生命的灵为中心。 
２．基督是末后的亚当，含示旧造的了结与终结。 
ａ．旧造结束于一个人，就是末后的亚当。 
ｂ．这位了结旧造的人，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 
３．借着成为肉体，基督成了末后的亚当，在十字
架上受死，以了结旧造；借着复活，祂这末后的亚
当成了赐生命的灵，使新造有新生的起头。  周一 
Ⅱ．基督的成为肉体与神人生活成就神创造人的心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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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 
路 1:31 看哪，你将怀孕生子，要给祂起名叫耶稣。
周二 
35 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
要覆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周二 
Ａ．基督的成为肉体与神按着祂的形像，照着祂的
样式造人之定旨很有关系——使人能接受祂作生命，
彰显祂神圣的属性。 
Ｂ．人救主由那带着人性美德的属人素质所生，为
要将这些美德拔高到一个标准，与神的属性相配，
好彰显神： 
１．基督既由带着神圣属性的神圣素质成孕，以神
圣属性作祂人性美德的内容与实际，祂就充满了空
洞的人性美德。 
２．神圣的属性充满、加强、丰富并圣别人性的美

德，目的是为着在人性美德里彰显神。 
Ｃ．基督借着祂的成为肉体，将无限的神带进有限
的人里。 
Ｄ．基督是完整的神，又是完全的人，独特的兼有
神性与人性。 
Ｅ．基督是神人，一个神性与人性调和的人： 
１．我们在祂里面看见一切神圣的属性以及一切人
性的美德： 
ａ．因为主耶稣由带着神圣素质的圣灵成孕，所以
祂有带着神圣属性的神圣性情。 
ｂ．因为主耶稣由带着属人素质的童女所生，所以
祂有带着人性美德的属人性情。 
２．基督的人性生活，乃是一个活神之人在人性美
德里彰显神圣属性的生活。 
路 10:33-34 但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他那
里，看见，就动了慈心，上前把油和酒倒在他的伤
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客店里
照料他。 
Ｆ．基督借着祂芬芳的美德，在祂的人性里彰显全
备之神丰富的属性： 
来 2:17 所以祂凡事该与祂的弟兄一样，为要在关
于神的事上，成为怜悯、忠信的大祭司，好为百姓
的罪成就平息。 
１．基督彰显出爱、光、圣、义这些神圣的属性。 
２．基督芬芳的美德包括祂的怜悯、怜恤、温柔、
和蔼、卑微、顺从、忠信、真实。    周二三 
Ｇ．基督这第一位神人过人的生活，但不是凭着人
的生命在人的美德里彰显人： 
约 5:19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子从自己不能作什么，惟有看见父所作的，子才能
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样作。 
１．祂不是凭祂自己的心思、意志、情感而活，乃
是凭神的心思、意志、情感过着真正的为人生活。 
２．在主的神人生活里，祂的心思、意志、情感乃
是盛装神心思、意志、情感的器官。 
Ｈ．主耶稣在祂的神人生活里，从来不凭自己作什
么，祂不作自己的工，不说自己的话，不凭自己的
意思作什么，也不寻求自己的荣耀。 
约 4:34 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实行差我来者的旨
意，作成祂的工。 
Ｉ．主耶稣在祂的生活中，成就了宇宙中最伟大的
事——在祂的人性里彰显神。 
Ⅲ．基督的神人生活将祂构成原型，使祂现今在我
们里面得以复制，并得以再次活着：      周四 
Ａ．路加福音记载第一位神人之神人生活的历史；
现今这历史需要写到我们这人里面。 
Ｂ．当主耶稣拯救我们的时候，祂乃是作为那有神
圣属性所充满之人性美德者，进入我们里面： 
１．祂是赐生命的灵，进入我们里面，将神带到我
们人里面，以神的属性充满我们的美德。 
２．这样的生命从里面拯救我们，拔高我们的人性
美德，圣别并变化我们。 
Ｃ．那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仍是那有神圣属性所
加强并丰富之人性美德者： 
１．分赐到我们里面的基督，乃是带着神圣属性之
神圣性情与带着人性美德之属人性情的组成。 
２．基督现今寻求在信徒里面，过祂在地上所过的
那种生活；祂在我们里面仍然过着一种神圣属性与
人性美德所组成的生活。 
Ｄ．我们若要成为第一位神人的复制并活基督这位



神人，就必须在灵里由是灵的基督重生，在魂里被
是灵的基督变化。 
约 3:6 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那灵生的，就是
灵。 
林后 3:18 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
好像镜子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
祂同样的形像，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
的。                                   周五 
Ｅ．当我们爱主、追求祂、与祂有交通，我们也就
自然而然地活出一种光景，是人无法形容的： 
１．我们不凭环境，乃凭里面主的感动、引导而生
活。 
腓 4:11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因为我已经学会
了，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 
13 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作。 
２．当我们向主敞开，爱慕祂，愿意和祂联结为一，
我们就被祂充满、被祂占有，而活出神性的荣美和
人性的美德。 
林前 2:9 只是如经上所记：“神为爱祂的人所预备
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
想到的。”                   周六 

Crucial Point⑴: 
基督人性的美德被神性充满、加强 

OL1: 基督是人子、第二个人以及末后的亚当。 
OL2: 基督的人性生活，乃是一个活神之人在人性美
德里彰显神圣属性的生活。 
OL3: 基督借着祂芬芳的美德，在祂的人性里彰显全
备之神丰富的属性。 
林前 15:45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首先的人亚当成
了活的魂；”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47 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 

借着基督的成为肉体，神在子里成了一个人。
这是何等的大事！照着神的设计，祂造人是有目的
的，但人没有叫神达成祂的目的，反而破坏了祂的
设计。神没有创造另一个人，却亲自来作第二个人。 

关于这位神人有一极重要的事，就是祂所过的
为人生活，满了神圣的生命作内容。路加福音不像
一些人所想的，只是一本故事书。该福音乃是启示
这位神人，过着满了神圣生命为其内容的为人生活。
过着这样生活的人救主，有那带着神圣属性，就是
神圣的爱、光、义、圣的神圣性情。 

因着人救主那带着神圣属性的神圣性情，彰显
在祂带着人性美德的属人性情上，所以很难说当祂
活在地上时，是神在爱人还是人在爱人。…因着主
这样的生活，祂的爱乃是满了神圣属性的爱之人性
美德的爱。 

路加福音记载的一些事例，说明人救主的爱乃
是神圣之爱的属性，彰显于人性之爱的美德里。……
祂的爱……是……被神圣的爱充满，也因神圣的爱
得着加强、拔高并丰富之人性的爱。 
路 10:27 他回答说，“你要全心、全魂、全力并全
心思，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30 耶稣接着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
落在强盗中间，他们剥去他的衣服，把他打个半死，
就撇下他走了。 
31 适巧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
对面过去了。 
32 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也照样从
对面过去了。 

33 但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他那里，看见，
就动了慈心， 
34 上前把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
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客店里照料他。 
35 第二天，拿出两个银币，交给店主说，请你照料
他；此外所花费的，我回来必还你。 
36 你想这三个人，那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之人的
邻舍？ 

应用：新人篇 
全人类要么属于首先的人亚当，要么属于第二

个人基督。当你信入主耶稣的名里时，你已经从亚
当移入基督里了。基督作为第二个人，被作为神圣
属性的爱充满、拔高、加强，祂有丰富的人性美德
的爱。这用路加10章的好撒玛利亚人的例子描写了
出来。 

因为堕落之人的爱因个人主义而有亏损，当感
觉对自己没有益处的时候就无法去爱。但是作为好
撒玛利亚人的主耶稣，会同情在学校生活和职场生
活中受伤的你，将葡萄酒倒在你的伤处，给你包裹，
将你带入预表召会的客店。不管你是多么软弱受伤，
请你向主敞开，享受满了主爱的实际的顾惜，在召
会生活里安稳下来。 

进一步，请你和主一起顾惜你周边受伤的人。
日本人很多时候不想帮助被欺凌的人。那是因为日
本人因个人主义，不想卷入麻烦中。但是好撒玛利
亚人基督住在你里面，祂爱正被欺凌的人。通过和
主一起顾惜这些人，你会更享受主的爱。 
祷告：“哦主耶稣，作为第二个人的你的人性，和
神性相调和，被神性充满，也因神性得着加强、拔
高并丰富。你这样的人性是芬芳的，丰富的易接近
的。在社会生活中，我频繁地受伤，但是感谢你来
医治我。在召会生活中，享受你满了爱的顾惜，愿
我能顾惜其他受伤的人”。           

 
Crucial Point⑵:呼求主的名，被修复， 

被拔高，借丰富的人性来彰显神 
OL1: 神圣的属性充满、加强、丰富并圣别人性的美
德，目的是为着在人性美德里彰显神。 
OL2: 基督的人性生活，乃是一个活神之人在人性美
德里彰显神圣属性的生活。 
OL3: 在主的神人生活里，祂的心思、意志、情感乃
是盛装神心思、意志、情感的器官。 

人救主由那带着人性美德的属人素质所生，…
…是为着复兴并恢复人的美德，脱离人堕落的破坏。
……比方说，爱的美德已受了破坏。一个弟兄第一
天非常爱妻子，第二天也许就对她不满意，甚至想
和她离婚。 

女儿对母亲的爱，也是受了破坏的爱。她可能
一时之间非常爱母亲，但这爱很容易破碎，会突然
间改变。这证明女儿对母亲属人的爱，是堕落且受
了破坏的爱。 

公义与圣别的人性美德也因着堕落受了破坏。
我们的公义有许多“洞”，就好比蜂巢一般。你能
数算你的公义有多少破洞么？我们的爱、光、义、
圣都已经受了破坏。 

人救主成为肉体，不仅拯救我们的美德脱离堕
落；祂成为肉体也复兴并恢复我们的美德，脱离堕
落的败坏。有的事物可能蒙拯救却没有复兴，或者
复兴却没有恢复。我们的人性美德需要得着拯救、
复兴并恢复。 



约 5:30 我从自己不能作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
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寻求自己
的意思，只寻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主耶稣不寻求自己的意思，也不行自己的意思，指
明祂过为人生活时，不是凭着自己的心思、意志、
情感生活。这就是说，祂不是凭着自己的生命生活。
这里的“生命”等于我们这人，而我们这人是由我
们的心思、意志、情感组成的。人救主，这位神人，
过着为人的生活，但祂不凭着自己的心思、意志、
情感生活。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篇 
你的人性美德因堕落所造成的破坏而变得容易

破碎，不能正常发挥作用。亚当在堕落之后有了孩
子，其中一个叫亚伯。它的意思是“虚空”。因为
堕落，人生中的一切都变得虚空了。另外，塞特(亚  
当在亚伯之后的下一个儿子)有了一个儿子，命名为
以挪士。它的意思是“脆弱的”，“必死的人”。
创 4：26 塞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在
那时候，人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 

人一旦认识到自己是“脆弱”、“必死的人”，
人生的一切都是“虚空”，就开始呼求主的御名。
你若呼求主的名，主必进入你的灵中，从你的灵扩
展到你心的各部分，修复、复兴、恢复、增强你的
人性美德。 

例如，“虽然制定了学习计划，但是计划失败
了”、“虽然想诚实，但为了自我申辩而撒了个小
谎”“为了提高沟通能力，应该和同班同学和老师
好好交谈，但是因为很麻烦所以不进行沟通。”当
你处于“必须做出决定时，害怕失败而无法做出决
定”等情况时，你会想起自己是个容易破碎、不能
正常发挥作用的人；请你呼求主耶稣的名。主会借
着将自己分賜到你里面来修复、复兴、恢复、提升、
丰富和增强你破碎的人性。赞美主。 
罗 10：11 因为经上说，“凡信靠祂的，必不至于
羞愧。”。 
12 因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众人同有
一位主，祂对一切呼求祂的人是丰富的． 
13 因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 
祷告：“主耶稣啊，我是一个脆弱、容易破碎、虚
空、无助的人。但感谢你的名。我呼求这个拯救我
的名。请修复，复兴，恢复，提升，丰富，增强我
破碎的人性。愿能我能在学生生活中彰显主。”  

 
Crucial Point⑶:爱主，不断地向主敞开， 

被主充满的话，主会为你作一切事 
OL1: 祂是赐生命的灵，进入我们里面，将神带到我
们人里面，以神的属性充满我们的美德。 
OL2:当我们爱主、追求祂、与祂有交通，我们也就 
自然而然地活出一种光景，是人无法形容的。我们
不凭环境，乃凭里面主的感动、引导而生活。 
OL3: 当我们向主敞开，爱慕祂，愿意和祂联结为一，
我们就被祂充满、被祂占有，而活出神性的荣美和
人性的美德。 

照我的经历来看，没有别的事情比领悟主不要
我们作什么更讨祂喜悦。祂只要我们爱祂，把自己
向祂敞开，并且让祂从我们里面活出来。 

“主，我爱你。我实在领悟我只是一个虚空的
器皿，但你宝贝这个瓦器，因为这个瓦器是你照着
永远的计划所创造的，要完成你心头的愿望。主，
我单单爱你，我喜欢盛装你，我喜欢被你充满、被

你浸透、被你浸润。怜悯我，使我一直向你敞开。”
(祷告)。 

你自己就是乖僻。没有主充满你这个器皿，把
一些东西从你里面作出来，你的全人就是乖僻。解
决我们难处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主从里面来充满我们。
这在于我们爱祂，并且一直把自己向祂敞开。正确
的祷告、更深的祷告、真实的祷告，乃是使你自己
一直爱祂，并向祂敞开。…然后你就成为一个洁净、
虚空、敞开的器皿。你要成为一个活的器皿，完全
冷静下来，使你的主人有完全自由的通道来充满你。 

祂充满你的时候，就为你作成一切，然后你便
享受祂的作为，这才是正确且真正的基督徒生活。
真正的基督徒生活就是爱主，保守自己一直向主敞
开，并停下自己的作为。然后主就来作成一切，这
器皿便单单盛装主，享受主的充满，并享受主的作
为。这就是正当且真实的基督徒生活。 

今天我们对主稍微有经历的人都能见证，当我
们爱主、追求祂、与祂有交通，我们也就自然而然
地活出一种光景，是人无法形容的。我们能忍受人
所不能忍受的，能活出人所无法活出的生活，甚至
超过谦卑、温柔。我们能活这样的生活，因为我们
乃是凭主而活。主耶稣在地上就是这样一个奥秘；
所以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也成了奥秘，是别人
难以了解的。人以为该发脾气了，我们却若无其事；
人以为该雀跃了，我们与素常一样；人以为该哀哭
了，我们还能赞美；人以为该欢呼了，我们却俯伏
敬拜。我们不凭环境，乃凭里面主的感动、引导而
生活。     

应用：青年在职・大学院生篇 
堕落的人，人人都是被乖僻充满的乖僻之人。

这乖僻，在公司妨碍与他人的协调和交流，在召会
生活中妨碍建造。乖僻让你的用处减少。 

得救后，你的灵被重生。你应该要爱主，敞开
心，心思置于灵，让作为赐生命之灵的主从你的灵
扩展到你的魂里。你要一直地爱主，并不断地向主
敞开这样就被基督充满，内里的基督会为你作一切
事。 

例如，公司设定了很高的业绩目标。你或许会
想为了达到业绩目标得加班，没有时间去参加聚会
或出去传福音了。这时候请你记住，你不是工作的
工具，你是盛装神的器皿。神充满在你里面时，恩
惠的神会为你达到业绩在你里面作一切事。 
林前15:10 然而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
并且神的恩临到我，不是徒然的；反而我比众使徒
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爱基督，一直向基督敞开，彰显基督的生活是
奥秘的生活。比如，“你取得了辉煌业绩，却警惕
高傲，保持谦虚”、“困难迫在眉睫却仍保持着喜
乐”、“为了召会生活忙得再焦头烂额也不多加
班”、“基本上不和上司去参加酒会却也出人头
地”、“即使是对自己有利的事，若是不义的，也
不同流合污”、“即使遇到困境也要行得正”等等
这些活基督的彰显对于外邦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
然而，这些却与神的爱、光、义、圣相符合，正是
彰显神。                      

 
 
 
 

 



人生的奥秘（２） 人的悲惨状况①:“死” 
A.“死就遍及众人”―死不只是人将来在肉身上的
痛苦，也是人现今每天所受的纠缠。（罗5：12和FN4）。 
B.“我是个苦恼的人！谁要救我脱离那属这死的身
体？”（罗7:24）。 
C.“死在过犯并罪之中“―我们灵的死，这死遍布
我们全人，使我们丧失接触神的功能。（弗2:1和
FN2）。 
D.“借着死，废除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主
既废除了魔鬼，又把死废掉，现今我们就不再怕死，
并从死的奴役下得了释放。（来2:14，15和FN1）。 

从神而来的祝福与恩惠⑦:“平安（平和）” 
A.“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
像世人所赐的……”（约14:27b）。 
B.“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
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16:33）。 
C.“因祂自己是我们的和平，将两下做成一个，拆
毀了中间隔断的墙，就是仇恨……又来传和平为福
音，给你们这远离的人。”（弗2:14，17a）。 
D.“接祂上船，船立刻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
―我们必须将主接到我们的‘船上’（我们的婚姻
生活、家庭、事业等等），好在人生的旅途中，与
祂同享平安（约6:21和FN1）。 

我们应取的态度①:“信” 
A.“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
来的人，必须信神是，且信祂赏赐那寻求祂的人。”
（来 11:6）。 
B.“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这并不是出于
你们，乃是神的恩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
夸口。”―信是未见之事的质实（来 11:1）。我们
是借着信，将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质实出来。
因这质实的能力，我们靠着恩典得救了。神恩典的
白白作为，借着我们质实的信，救了我们。我们这
信就是信基督的信，也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作了我
们的信（弗 2:8-9 和 8 节的 FN3）。 
C.“凡接受祂的，就是信入祂名的人，祂就赐他们
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信入就是接受。人成为
神的儿女，就是人有了神的生命和性情。（约 1:12
和 FN1、2）。 
D.“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
切信入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信
入主乃是接受祂，与祂联合为一, 是主观地接受一
个生命。（约 3:16 和 FN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