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一个新人的创造与产生

诫命的律法，就是中间隔断的墙，而在祂自己里面创造
了一个新人：
Ⅰ．“在主恢复里领头的同工和长老们必须领悟， 弗2:14 因祂自己是我们的和平，将两下作成一个，拆
主的恢复是担在他们的肩膀上。主的恢复将来如何， 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就是仇恨，
完全在于他们如何”：
Ａ．弗二15所说的律法，不是道德诫命的律法，乃是仪
Ａ．
“我相当关心所有的同工和长老。他们许多人可 式诫命的律法，如行割礼、守安息日以及某些饮食的条
能对于主的恢复是什么，没有完全的领会。”：
例。
Ｂ．“关于主当前的恢复，我盼望你们没有一人因着你们 Ｂ．
规条是生活和敬拜的形式或作法，
造成仇恨和分裂：
老旧的神学，或是你们对于恢复的老旧领会而受阻。” １．在十字架上，基督废掉了一切有关生活和敬拜的规
Ｃ．在这世代末了的日子，在主回来之前，我们必 条，就是那分裂了各民族的规条。
须看见一个身体和一个新人的异象。
西2:14 涂抹了规条上所写，攻击我们，反对我们的字
弗2:15 在祂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 据，并且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
法，好把两下在祂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成 ２．从巴别的时候起，人类就因生活和敬拜作法的规条
就了和平；
而分裂了；在神的经纶里，在召会生活中，我们必须胜
16 既用十字架除灭了仇恨，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 过巴别。
在一个身体里与神和好了；
３．由于人的堕落，就有了许多的规条、许多的风俗、
Ｄ．召会——基督的身体——乃是一个新人，为着完成神 习惯、
生活方式和敬拜方式；
人类中间所有这些的不同，
永远的定旨：
使全人类分裂、分散并混乱了。
弗4:24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 ４．规条的一个主要元素是语言；我们的语言能成为规
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
条：
１．召会是基督的身体，重在生命；而召会是一个新人， ａ．五旬节那天，语言所造成的分裂被克服，召会作为
重在人位。
一个新人出现了。
２．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需要基督作生命；召会作为一 ｂ．我们若能克服语言所造成的困难，我们在规条上的
个新人，需要基督作人位。
难处就解决了一大半。
水
Ｅ．圣经启示一个新人乃是一个团体、宇宙的人：
１．
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都与基督是一，成为这个新 Ⅳ．
我们越在调和的灵里，越在神圣的灵与人灵的调
人；因此，我们众人乃是这一个团体新人的各部分， 和里，我们就越得释放脱离规条，以产生一个新人：
是新人的组成分子。
弗2:18 因为借着祂，我们两下在一位灵里，得以进
２．一个新人是团体的神人，是所有神人的集大成； 到父面前。
我们把所有神人摆在一起，就是一个新人。
月 22 你们也在祂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
所。
Ⅱ．新人作为神的诗章、杰作，乃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 Ａ．十字架废掉了规条，为要让那灵有地位；在那灵
的死所创造的：
里，我们得以进到父面前。
弗2:15 祂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好把 １．我们若有规条，就没有那灵；但我们若有那灵，
两下在祂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成就了和平；
就没有规条：
16 既用十字架除灭了仇恨，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在一 ａ．召会生活不是由规条，而是由活的灵组成的。
个身体里与神和好了；
ｂ．召会是那灵的翻版。
Ａ．我们需要谨慎注意十五节的两句话：“在祂的肉体 ｃ．“没有那灵，就没有召会；越有那灵，就越有召
里”和“在祂自己里面”：
会”
１．
基督“在祂的肉体里”了结了宇宙中一切消极的事物： ２．只要我们不在灵里，凡我们所作的都是规条。
神的仇敌，就是魔鬼撒但；罪；堕落之人的肉体；撒但邪 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乃是作新
恶的系统，就是世界，cosmos，科斯莫斯；旧人所代表的 造”。
旧造；以及律法那将人隔离的规条。
１．唯一紧要的事乃是新人作为新造，这新造是那带着
２．
基督“在祂自己里面”，就是以祂自己为范围、元素 神圣性质之生命的杰作。
和素质，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创造成一个新人：
２．作新造就是有基督作到我们的所是里。
ａ．基督不仅是一个新人（召会）的创造者，并且是这 ３．
当基督借着那灵实化在我们灵里，
我们就成为新造，
一个新人得以创造的范围，又是用来创造这新人的元素 就是新人。
木
和素质。
ｂ．祂是一个新人的元素和素质，使神的神圣性情与人 Ⅴ．主恢复的目标是要产生一个新人：
性成为一个实体。
弗4:22 在从前的生活样式上，脱去了旧人，这旧人是照
Ｂ．在新人的创造里，首先我们天然的人被基督钉死， 着那迷惑的情欲败坏的；
然后借着除去旧人，基督将神圣的元素分赐到我们里面， 24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
使我们成为一个新的实体，就是神的新发明。
圣中所创造的。
罗6:6 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祂同钉十字架，使罪的身 Ａ．在旧人里分裂并分散的，在新人里得着恢复：
体失效，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
１．在旧人里，人是分裂并分散的；在新人里，人被聚集
Ｃ．由基督那创造之死所创造的新人，等于在基督的
并被作成一。
复活和升天里所形成的身体；因此，“一个新人”和
２．在世界上一个人越与众不同、越个人主义越好；这与
“身体”是同义辞，可以交互使用。
火 神的经纶相违背，神的经纶是要聚集并作成一。
３．脱去旧人就是脱去分裂并分散的人；穿上新人就是穿
Ⅲ．基督在十字架上，在祂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 上聚集并是一的新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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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基督应该是我们唯一的源头；
我们不该让我们背景、
文化或国籍的任何东西成为我们的源头：
西3: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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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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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世人认为文化的差异乃是声望的来源，但是在基督
里我们都失去了这个声望；
现今我们唯一的声望乃是基
督和真正的一。
２．我们若愿意放下我们文化的骄傲，主就有可能得着
正当的召会生活。
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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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这一个新人要引进神的国，并要将君王基督带
回这地上。
Ｅ．现在是神完成祂的定旨，好成全一个新人的时候，
这新人要在地上完全出现：
１．世界局势被兴起，目标乃是为着一个新人。
２．主在今时代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要引进一个新人
实际的出现。
３．因着科技的进步，在各地、各种环境情形中的圣徒
们，现今有可能在实际并实行上成为一个新人。
Ｆ．当一个新人得着成全，那就是主回来的时候，并且
这个得成全的新人要成为新妇。
土

但是大家要知道，生命也罢，人位也罢，都是
基督。这一个身体里头的生命是基督，这一个新人
里头的人位也是基督。召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一个
身体需要基督在里面作生命；召会也是一个新人，
这一个新人也需要基督在他里面作他的人位。
应用：新人篇
基督徒生活首先重要的是，操练自己的灵，摸
着主，被主充满。当你被基督的生命充满时，你就
变成健康有活力的人。为此请你每天早晨呼求主名，
祷读主的话。享受主并和主一起去上学上班之后，
就需要在学业和业务上，经历基督作人位。如果没
有经历基督作生命，就无法经历基督作人位。因此
每天早晨实行呼求主名，祷读主话，被主的生命充
满，是为了经历并享受基督作生命。进一步，晨晨
复兴是在为了能在日常生活中经历基督作人位的基
础。
经历基督作人位是指，比如说在学习的时候，
呼求主名，经历基督作你的理解力、注意力、智慧
等等。你可以如下祷告，“主耶稣，我想和你一起
学习，经历你做我的理解力。我理解不了这个数学
公式。我呼求主名，将心思置于灵。边祷告边思考，
愿我能将基督作人位、理解力。”。如果你是在职，
请这样祷告，“哦主耶稣，我必须要在今天内完成
这项工作。主啊，赞美你。你是我的生命，也是我
的人位。我要经历你作我工作所需的注意力、理解
力、辨别力、决断力。主啊，请祝福我”

Crucial Point⑴:首先经历基督作生命，
在此基础上经历基督作人位
Crucial Point⑵:为着新人学习英语和华语，有
OL1:在这世代末了的日子，在主回来之前，我们必
助于战胜来自语言的仇恨和分裂
须看见一个身体和一个新人的异象。
OL1:基督在十字架上，在祂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
OL2:召会——基督的身体——乃是一个新人，为着 条中诫命的律法，就是中间隔断的墙，而在祂自己
完成神永远的定旨。
里面创造了一个新人。
OL3:召会是基督的身体，重在生命；而召会是一个 OL2:规条是生活和敬拜的形式或作法，造成仇恨和
新人，重在人位。
分裂。
OL4:一个新人是团体的神人，是所有神人的集大成； OL3:规条的一个主要元素是语言；我们的语言能成
我们把所有神人摆在一起，就是一个新人。
为规条。
弗 2:15 在祂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 OL4:五旬节那天，语言所造成的分裂被克服，召会
法，好把两下在祂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成 作为一个新人出现了。我们若能克服语言所造成的
就了和平；
困难，我们在规条上的难处就解决了一大半。
你和我不是单独的一个新人，你是新人的一部
由于交通和通讯的进步，世界上的人越来越融
分，我也是新人的一部分，所有得救蒙恩的人都是 合。这是在神主宰的权柄之下，使祂能得着新人，
新人的一部分。……弗二 15……，足以证明这个新 就是包含所有不同民族的正当召会生活。所以，关
人是团体的，不是个人的。
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都必须学习不在别人身上
首先我们要看见，身体是生命的问题，新人是 强加任何要求，也不要有任何规条。
人位的问题。我们大家的身体里头都有生命，没有
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开始于巴别。在神的经纶
生命就不是身体，乃是尸体。一说身体，我们了解 里，在召会生活中，我们必须胜过巴别。我们的语
它里头有生命。所以身体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但是 言能成为规条。当我们在另一个国家长久居留，甚
一说新人呢？就是人位问题。一个人有人位。今天 至住在那里时，若是可能，我们应当学习当地的语
我的身体不需要人位，我的身体只需要生命。换一 言，不要坚持说自己的家乡话。历世纪以来，基督
句话说，我的身体需要健康。健康是什么？就是生 徒中间分裂的主要来源乃是规条。
命。……可是新人乃是人位的问题。今天我这个身
规条的一个主要元素是语言。我们都知道，在
体要到哪里去，不是我的身体来作主张，乃是我这 巴别，人类的分裂与不同的语言有关。因此，规条
个人位来作主张。有一个人位在我这个人里头，就 的主要元素是语言。我们若能克服语言所造成的困
定规说，“今天早晨这个身体要到某处来，晚上这 难，我们在规条上的难处就解决了一大半。
个身体要到某处去。”在这里你就看见人位和身体
五旬节那天，神自己在语言上作了一件意义非
里头生命的不同。人位有一个定规要到哪里去，马 常重大的事。说不同语言的人得救了，并被带进一
上身体就活动起来了。这里你就看见什么是人位， 里。在那天，语言所造成的分裂被克服，召会作为
什么是生命。基督的身体是一个生命的问题，而这 一个新人出现了。召会是新人，意思是说，召会是
个新人是一个人位问题。
新的人类、新的人种、新的种族。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篇
下作成一个，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就是仇恨。”
在日本，通信领域是通过 NTT 和软银(包括 LINE) 中间隔断的墙，乃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分裂和分裂的
等发展起来的。这些发展，其实是为着你实行作为 因素。基督在十字架上拆毁了这因素。借此，基督
一个新人的召会生活。另外交通工具的发展，也帮 已经将犹太和外邦这两班人创造成一个新人。四章
助你经历一个新人。例如，在神户，一年都有很多 二十二节说，
“在从前的生活样式上，脱去了旧人，
访客从台湾和中国为了相调而来。这是因为通过 这旧人是照着那迷惑的情欲败坏的。”脱去旧人就
LCC 等可以廉价地访问日本。这些都是外部环境上 是脱去分裂并分散的人。穿上新人就是穿上聚集并
的进步。您需要学习语言，以便从这些相调中获得 是一的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
益处。请特别学习英语和华语。并且如果可能的话， 圣中所创造的。”
可以学韩语，葡萄牙语，越南语等。人们分裂的主
世人认为文化的差异乃是声望的标记，但是在
要原因是语言的不同。学习语言可以消除中间隔断 基督里我们都失去了这个声望；现今我们唯一的声
的障碍，实行一个新人的召会生活。
望乃是基督和真正的一。…我们都该操练自己顺着
李兄弟劝从台湾来到美国的同工们学习英语， 别人。只要某种实行不牵涉到淫乱或不道德的事，
“你们必须像美国人一样说英语”。英语不仅是美 就没有什么不对。…我们若愿意放下我们文化的骄
国和英国的语言，而且是商务和研究界等方面的共 傲，主就有可能得着正当的召会生活。
同语。如果会说英语，在工作中，机会也会大幅扩
大。同样，如果你能在召会生活中说英语，你就可
应用：青职・硕士篇
以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兄弟姐妹有亲密的交流。这样
汉语有个“求同存异”谚语。意思是“虽有不
的交流，相调，帮助日本地方召会从日本的文化中 同点，也能找出共同点”。日本人做事过于认真，
出来，经历一个新的人。
故往往会去注意细微的不同。结果，因强调不同无
在亚洲华语的需要也很大。主的恢复，从倪柝 法成为一而分裂成一小组一小组。照着日本这样的
声弟兄和李常受弟兄开始，扩展到了全地。他们的 文化是无法实行召会生活的。这个谚语有含示一个
信息大多是华语。如果你会说华语，你就可以用原 新人的思想。但这个没有指出实行的方法。
文阅读那些信息(很多消息还没有被英译)。中国、
以弗所二章十四节启示基督在十字架上废掉了
台湾、亚洲的华侨很多都是基督徒。他们在人数上 中间隔断的墙这规条。哈利路亚！仇恨的规条已经
也有日本的约一百倍或更多的规模，有很多在召会 废掉了！不仅仅是日本人，所有旧人的原则是分裂
生活的实行和信仰的生活中前进作榜样的兄弟姐妹。 并分散的。但是在十字架上，主废掉了规条，创造
以前台湾的同工说，
“大部分神户的华语弟兄姐妹， 了一个新人。新人的原则是，聚集不同背景的，分
能说日语也能翻译，召会生活带来极大的益处”。 散了的人并作成一。
通过华语翻译，让日本的弟兄姐妹从华语圈的圣徒
企业中，給带领各种专业人员组成一个团队的
们那里学习和受益，这是一个新人召会生活的实际 人才支付高薪。世上这样的人才不多。然而因你在
实行；让日本的地方召会前进是必须的。
召会生活中有着“仇恨与各样规条的废掉”和“被
祷告：“主耶稣啊，借着与国外圣徒们的相调，从 聚集并被作成一”的经历，不断地培育你“作成一
日本的文化中出来，使我经历一个新人实际。因此， 的卓越能力”。将你在召会生活中学到的应用到工
在学习英语和华语方面要认真起来。能突破使基督 作上，你可以成为优秀的管理者。
徒分裂的主要因素语言的障碍。”
比如很多时候，开会商讨却越来越乱，无法解
决。但是如果服事着召会建造的你在场的话，你会
Crucial Point⑶:在旧人里，人是分裂并分散
一边听各种各样的意见，一边推進向着一个目標的
的；在新人里，人被聚集并被作成一
讨论。乍看即使有反对意见，也能不直截了当地否
OL1:主恢复的目标是要产生一个新人。
定而是积极地接受吸取。这样，持反对意见的人并
OL2:在旧人里，人是分裂并分散的；在新人里，人 没有被否定，所以也不会否定地考慮工程项目组和
被聚集并被作成一。
你。哈利路亚！召会生活拔高在职生活，在职生活
OL3:脱去旧人就是脱去分裂并分散的人；穿上新人 中经历的基督是为了建造作为一个新人的召会。
就是穿上聚集并是一的新人。
祷告：“哦～主耶稣，基督已废掉了仇恨，中间隔
OL4:基督应该是我们唯一的源头；我们不该让我们 断的墙的规条！哈利路亚！我学习在召会生活中脱
背景、文化或国籍的任何东西成为我们的源头。
去分裂的旧人，脱去文化的骄傲并将分散的东西建
召会的产生不是只有一个民族，乃是有许多民 造成一。一个新人的召会生活能拔高我的工作能力。
族。在行传九至十一节，至少有不少于十五种方言 感谢主!”
的十五个国籍作代表。虽然这些人都是犹太人，但
在神主宰的权柄下，这些犹太人不是都说一种语
言…。他们是分裂并分散的。然而到了召会产生的
时候，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在那聚集里，召会产生
了。这指明在旧人里分裂并分散的，在新人里完全
恢复了。在旧人里，人是分裂并分散的；但在新人
里，人被聚集并被作成一。
若没有保罗的书信，我们无法看见关乎一个新
人的光。以弗所二章十三节说，“但如今在基督耶
稣里，你们这从前远离的人，靠着基督的血，已经
得亲近了。”“得亲近”不仅指亲近神，也指亲近
信徒。十四节说，“因祂自己是我们的和平，将两

补充本 616（日补充本 607）（英 1232）
1. 从前我们在罪中死了，
这世界全然一团糟；
但神使我们一起复活，
一起与基督升天，同坐宝座。
(副)耶稣聚集我们在一起，请看看圣徒同心合意！
主爱使得我们都一致，达到基督丰满身量的地步。

人生的奥秘（２）
人悲惨的情形②:『疚』
A.“人……自觉心中有罪疚。”」(王上八 38）
B.“罪疚讥诮愚妄人。”(箴十四 9）
C.在神面前安心，就是有一颗没有亏欠的良心，使
我们的心能得抚慰、信服、确定、宁静。这也是住
在主里面之生活的条件。住在主里面需要一颗宁静
的心，同着无亏的良心。(约壹三 19 注 2）
( C ) J e s u s i s g e t t i n g u s t o g e t h e r , D.在宁静的心里，无亏的良心能修直并清理我们向
Come and see the saints in one accord. 神祈求的路。(约壹三 22 注 1）
His love is knitting us together, E.“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To the stature of the fullness of the Lord. 我们错误的行为……使我们与神与人都是不对的。
亏欠需要神的赦免……恢复我们与神中断的交通，
2. 因此我们能和众圣徒，
使我们可以用没有亏欠的良心，在不受打岔的交通
一起明白基督的爱；
中享受神。(约壹一 9 注 5）。
长阔高深虽然无法测度，
但神的丰满我们一再得着。
从神而来的恩惠、祝福②：『乐』
3. 神在历代隐藏的旨意，
A.“喜乐的心乃是良药。”(箴十七 22 上）。
已成了显明的奥秘；
B.“人因他出生，也必欢乐。”(路一 14 下）
基督，召会，我们今看见，
C.“叫我的喜乐可以在你们里面，并叫你们的喜乐
这真叫撒但受辱，羞惭满面！。
可以满足。”(约十五 11 下）
4. 我们为此来祷告父神
D.“你们的喜乐，没有人能从你们夺去。”(约十六
——刚强我们里面的人，
22 下）
你安家在我们心里，
E.“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里面充满我的喜
使我们在你爱中生根立基。
乐。”(约十七 13 下）
5. 在身体里联络得合式，
F.喜乐乃是交通的结果，就是借着那灵有分于父的
各筋节都供应基督，
爱和子的恩的结果。因着这种对神圣生命属灵的享
各个肢体功用都摆上，
受，我们在三一神里的喜乐就得以满足。(约壹一 4
使身体得着建造，不断增长！。
注 2）
6. 如今我们已合而为一，
G.“因为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
成为神所要的新人；
并圣灵中的喜乐。”(罗十四 17）
在基督里，在召会中间，
愿荣耀归神，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应取的态度④：『肯（主动愿意，承认）』
A.一个满了罪，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一切罪的人，
要得着赦免和洁净。(利十三 12 注 1）。
B.“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壹
一 9）
C.“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启二二 17
下）
D.“因为人若热切愿做，必蒙悦纳。”(林后八 12
上）
E.“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
有福。”―锡安山是今天基督在升天里所在的地方。
（诗八四 5、二 6 注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