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在一个新人的感觉里实行召会生活，说一样
的话，作一个工作 2020/1/6-1/12
Overview：保罗的时代，在地中海的众召会，有着各
种各样的国籍、种族、阶级，但是众召会是以一个
新人的感觉来实行了召会生活(Ⅰ,Ⅱ)。把以弗所
2:15的“一个新人”，罗马书15:6的“同一的口”，
林前1:10的“说一样的话”合起来思考的时候，我
们需要看见将基督作为我们唯一的人位的重要性。
(Ⅲ)。在主的恢复里不该有好几个工作；在各个地
区所有的同工，应该为着独一的身体，也就是说为
着一个宇宙的新人，作同样的一个工作(Ⅳ)。
Ⅰ．在西四7-17，我们看见一个新人之启示与一个
新人之感觉的实例：
西4:15-16 请问在老底嘉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
的召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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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在歌罗西的圣徒和保罗并同他在一起的人，实
际上乃是一个新人的众肢体，并且都有一个新人的
感觉。
Ｂ．保罗关于念他书信的话，证明在老底嘉的召会
和在歌罗西的召会并没有分别；他的话含示交通、
合一、和谐与亲密的接触。
Ｃ．国籍、种族、阶级的区别虽然存在，在基督耶
稣里所创造的新人却实际地在地上出现了；不仅有
在各城里的地方召会，还有一个新人真实而实际地
显出来了。
Ｄ．“任何地方的召会向其他召会孤立，乃是羞
耻。……这完全与新人的感觉背道而驰。任何召会
持这样的态度，就是只对自己有感觉，没有整体新
人的感觉。任何人坚持这态度，就会叫新人支离破
碎。……持这种态度的人缺乏一个新人的感觉，缺
乏‘新人感’。”
周一
Ⅱ．在不同国家的众地方召会，乃是一个新人；因
此，他们需要在一个新人的感觉里实行召会生活：
Ａ．众地方召会不是仅仅个别的地方召会，乃是一
个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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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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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地上众召会集体的事。
Ｂ．当一个新人完全出现时，我们就不会说到众召
会之间的不同，也不会说到地方召会的行政区域和
自治了：
１．那时我们都会以基督作我们的人位，
并活基督；
因此，在我们中间只有基督，只有基督得着彰显。
２．我们若以基督作我们的人位和生命，自然而然
地，我们众人都会说一样的话；那么在实行上我们
就会是一个新人。
周二
Ｃ．既然众地方召会是一个新人，在我们的地方召

会中决定一件事时，
我们就需要顾到全地的众召会。
帖前2:14 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地在基督耶稣
里神的众召会；因为你们也受了自己同族人同样的
苦害，正如他们从犹太人所受的一样。
罗16:4 他们为我的性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于度外，
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召会也感谢他们；
林后11:28 除了没有提起的事，还有为众召会的挂
虑，天天压在我身上。
Ｄ．众召会在神圣的生命里会长进到一个地步，至
终完全是一样的：
１．
“我们可能因着骄傲，而不愿和别的召会一样；
但照着神圣的经纶，我们越是一样，
我们就越荣耀。
效法别人，跟随别人，在灵里与别人是一，乃是荣
耀的。我们必须彼此学习，彼此受调整，并从彼此
接受恩典。”（神圣的经纶，一四一页）
２．“我的确盼望那一天来到，众地方召会看来都
是一样的。我相信当那天来到，主就要回来。”（召
会是那灵的翻版，二八页）
Ｅ．在主的恢复这里，没有别的，只有基督，并且
这位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异象会拯救我
们脱离一切基督以外的事物。
Ｆ．主要从世界各地兴起祂的信徒来寻求祂，并且
当我们寻求祂时，我们会看见祂所要的乃是一个新
人，彰显于众地方召会。
周三
Ⅲ．召会是一个宇宙的新人，为此我们都需要在说
话的事上接受基督作我们的人位；我们需要把弗二
15的“一个新人”，与罗十五6“同一的口”以及林
前一10“说一样的话”连起来看：
罗15:5-6 但愿那赐忍耐与鼓励的神，叫你们照着
基督耶稣，彼此思念相同的事，使你们同心合意，
用同一的口，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
林前1:10 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
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有分裂，只要
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
Ａ．在一个新人里，有一个人位和同一的口，说一
样的话。
Ｂ．新人只有一个，这一个新人只有一个人位，因
此一个新人是用同一的口说话，并且说一样的话。
。
Ｃ．从前口太多，是因为人位太多了。
周四
Ｄ．“同心合意”以及“用同一的口”（罗十五6）
的意思是，我们人数虽多，并且众人都说话，我们
却都“说一样的话”（林前一10）：
１．召会是一个新人，只有一个人位——基督，并
且这个人位支配我们的说话；因此，无论祂说什么，
都必定是“一样的话”。
２．当我们要说话时，我们需要解决一个基本的问
题：在这说话的事上，到底是我作人位，还是基督
作人位？
３．在我们的说话中，我们若不是以自己作人位，
乃是让基督作人位，就会有同一的口，各人都会说
一样的话。
Ｅ．在一个新人里，只有一个人位，只有这个人位
有自由说话；主耶稣绝对有自由说话，我们天然的
人绝对没有自由说话。

Ｆ．我们人数虽多，并且来自许多地方，我们众人
却有同一的口，也说一样的话；这是因为我们众人
乃是一个新人，只有一个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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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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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2:16 …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思了。
Ｇ．我们若以基督作我们的人位和生命，自然而然
地，我们众人都会说一样的话；那么在实际和实行
上我们就会是一个新人。
周五
Ⅳ．主的恢复里不该有好几个工作；在各个地区所
有的同工，应该为着独一的身体，一个宇宙的新人，
作同样的一个工作：
林前15:58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
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
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16:10 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
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作主的工像我一样。
Ａ．“我盼望我们在主面前考量我们目前的光景。
我们是否为着主的恢复作同一个工作？若不是，我
们应该让主有自由来调整我们。”（长老训练第十
一册，长老职分与神命定之路⑶、#12）。
Ｂ．“在主恢复的行动里，应该只有一个工作，不
该有不同的工作。我们的光景与这个不同。我们不
知不觉地有了不同的工作，这是危险的。”（长老
训练第十一册，长老职分与神命定之路⑶、#12）。
Ｃ．我们是神的同工，与神同工，应当只作一个工
作，就是主的工作：
１．虽然保罗和彼得在不同的区域作工，他们没有
作两个工作；他们只有一个工作；工作的区域不应
该使召会分裂。
２．新约对于工作并没有地理区域的想法；带着区
域的味道是不合乎圣经的，因为基督身体上一切的
肢体都该带着同样的味道。
Ｄ．你必须有把握，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你作
什么，你所建立的，乃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实际
和目标，并且会达到新耶路撒冷。”（过照着圣经
中神圣启示高峰之生活实行的路，#6）。
Ｅ．
“今天神在地上要有另外一个人，就是新人。……
主今天在地上要得着一个新人。……所以我们大家
都要起来接受基督作我们共同的人位。我们若要有
一个主张，若要有一种生活，我们不能够仅仅在自
己里头来定规，而要在新人里面和新人一同接受基
督作人位。这个要求是大的、是高的，这样，这个
新人就长大成熟，我们就达到一个长成的人。”（李
常受文集一九七七年第三册，一个身体，一位灵，
一个新人，#6）。
Ｆ．这将是终极的召会生活——一个以基督作人位
并活出基督的宇宙新人；这将结束这个时代，引进
国度，并把主带回来
周六

Crucial Point⑴:
因着科学的发展，为了一个新人出现的时期正准备
就绪。一个新人是为了主的再来(Ⅰ,Ⅱ)
OL1:国籍、种族、阶级的区别虽然存在，在基督耶
稣里所创造的新人却实际地在地上出现了；不仅有
在各城里的地方召会，还有一个新人真实而实际地
显出来了。
OL2:在不同国家的众地方召会，乃是一个新人；因
此，他们需要在一个新人的感觉里实行召会生活。
歌罗西书是从罗马送到歌罗西。…罗马和歌罗
西之间的地区，有许多不同的种族。然而，在地中
海附近的这个区域里，新人出现了，并且实际地活
出来。虽然交通不便，但众召会之间，却有相当的
往来。这给我们一个教训，虽然我们享受一切近代
便利的交通工具，但是今天召会之间彼此的往来，
可能没有保罗那个时代密切。不仅如此，我承认我
从来没有写过一封信，象歌罗西书那样，有这么多
个人的问安。请看四章七至十七节提到多少名字：
推基古、欧尼西母、亚里达古、马可、巴拿巴、犹
士都、以巴弗、路加、底马、宁法、亚基布。保罗
也说到在老底嘉的弟兄，在宁法家里的召会，以及
在老底嘉的召会。…所有这些名字指明保罗有新人
的感觉，有“新人感”。
由于现代的发明，交通和通讯已大为进步。…
这一切将人们聚拢在一起。这些现代的发明，将整
个地球缩小了，〔这是为着神的定旨，就是要成全
一个新人。〕
〔新人〕的异象不仅保守我们在一里，也会释
放并拯救我们脱离基督以外的一切事物。我们需要
这样的异象。
地上的一切都为着成全这新人。今天因着有世
界政治、科学发明、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以及我
们对语言的领会，世界已经缩小成为一个小球体。
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拦阻新人得着成全。今天一切都
成熟、准备就绪、预备好为着新人的产生。我们都
必须看见我们在哪里。我们处在末了的时刻，这是
最珍贵的时刻；这是为着主恢复的正确时刻。
应用：青职・大学院生篇
你要理解你现在是在末了的世代，离基督再来
非常近的世代。因着科学达到高峰，通信和交通工
具变得便利，如今已成了无国界的时代，任何新闻
或情况立即就传到全世界。这些的便利都是为着一
个新人的实现。
另一方面，人类无法应对由于臭氧层的破坏而
造成全球气候变暖。而且，仅通过发达国家G7也无
法决定国际规则，全世界陷入混乱。根据2018年的
调查，尽管科学发展在创造财富，但气候变化导致
饥荒人口达8亿2160万人（九人中就有一人）。这种
混乱和矛盾表明世界正在朝着不再适合人类居住的
方向渐渐发展。即使这样事情，也是为着要带来主
的再来，并为一个新人的产生。
你可能是奔跑主道路上的最后跑垒员，很可能
你还活着时侯主就来了。应该好好考虑当前局势，
扩大视野，为主的再来能够做好准备，走得胜者的

道路。
得胜者的道路⑴：每早晨收集吗哪并在职场，研究
室等现实生活中，经历作美地的基督：
在职等现实生活满了对美地产物的经历和享受
的机会。经历基督做你的智慧，洞察力，推进力，
突破力，组织力，应对急剧变化的能力，使别人发
挥能力的能力，带进协同合作的能力，忍耐力，自
制，喜乐等等，都应该在实际的生活里。每早晨收
集吗哪后，在满了要求的工作生活中，为了赢得基
督的各方面，请拿出勇气去上班。
得胜者的道路⑵：每周为了福音和牧养出去：
请限制你的加班，每周为了福音和牧养，分别
圣别两小时与弟兄姊妹一同出去。
祷告：“哦主耶稣，我爱你，渴慕你的再来。认识
现今是末了的世代，让我能够走得胜者的道路。为
此每早晨晨兴后，在实际的职场生活中，经历基督
作美地的各种产物。实际生活的一切都是为了经历
包罗万有的基督这个积极的目的。持有这个异像，
我每天喜乐地去公司。并且赎回光阴，每周与弟兄
姊妹一起为着福音和牧养出去。主啊，求你让我成
为得胜者的一员”。
Crucial Point⑵:地方召会不是一个新人的整
体，而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必须帶着一个新人的
感觉实行召会生活(Ⅱ Ｃ-F,Ⅲ)
OL1:“我们可能因着骄傲，而不愿和别的召会一样；
但照着神圣的经纶，我们越是一样，我们就越荣耀。
效法别人，跟随别人，在灵里与别人是一，乃是荣
耀的。我们必须彼此学习，彼此受调整，并从彼此
接受恩典。”
OL2:召会是一个宇宙的新人，为此我们都需要在说
话的事上接受基督作我们的人位；我们需要把以弗
所二章十五节的“一个新人”，与罗马十五章六节
“同一的口”以及林前一章十节“说一样的话”连
起来看。
今天主的恢复不是普通的基督教工作；主的恢
复是特别而不平常的。现在是太空时代。人的文化
已经从河到海，从海到洋，又从洋到太空。在这之
后，人的文化要往哪里去？太空时代是末后的时代。
在这末后的时代，主要产生新人。今天主要在全世
界许多国家，兴起祂的信徒来寻求祂。当我们寻求
祂时，我们会看见祂所要的乃是这样一个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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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会乃是一个新人，这一个新人是以基督作人
位。每一个弟兄和姊妹要说什么的时候，都不以自
己作人位，乃是让基督作人位。让基督作你的人位，

你来说话；让基督作我的人位，我来说话；结果大
家就说一样的话。
你们看新旧约圣经有六十六卷之多，由四十多
个人执笔，在时间上又距离有一千五百到六百年之
久（头一卷创世记是在主前一千五百年写的，末一
卷启示录是在主后九十多年写的）
，地点也不相同，
但他们是不是一个口？是不是说一样的话？全本圣
经是一个口，说的也是一样的话，却是经过好多的
人，经过好长的时间，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写成
的。……虽然人多，时间久，地点也多，但是我们
大家却是一个口，说一样的话。为什么？因为我们
大家都是一个新人，只有一个人位。
应用：新人篇
请各位新人理解召会是宇宙中的一个新人，而
地方召会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在神户召会去年访问
了美国、台湾、中国、韩国、以色列、菲律宾、印
度、新西兰的众召会，享受了特会和相调。并且每
月都接受了海外各个国家的召会的访问。这样的相
调，在有一个新人的感觉上，讲说同一的事上对我
们大大帮助。
地方召会，不仅是国内的其他众召会，
也该维持和海外众召会的交通。年末参加美国阿那
翰申命记结晶读经的姊妹，在位于神户的召会新年
聚会上，交通了申命记结晶读经。我们在全地交通
同样的事。
地方召会得到祝福的秘诀，就是向全地的众召
会，向一个新人敞开。请你带着这样的认识，学习
与自己区的兄弟姊妹被建造在一起，同时与其他区
的兄弟姊妹交通，保守一，并从自己的个人世界中
出来。这样你的区就必蒙福，你所属的地方召会也
必蒙祝福，你个人也必蒙福。
祷告：“哦主耶稣啊，地方召会不是一个新人的全
体，而是一个新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应该向全地
的交通敞开。跟上国际一年七次聚会的流，说同样
的话。又与地方召会中其他地区的兄弟姊妹，尤其
是火热的兄弟姊妹好好交通，愿我也能在灵里火热
服事主。
带着一个新人的感觉去实行召会生活的话，
我们就可以往前”。
Crucial Point⑶:
召会是一个新人，只有基督这一个人位，这个人位
支配我们的说话（Ⅲ Ｄ-F,Ⅳ）
OL1:我们人数虽多，并且来自许多地方，我们众人
却有同一的口，也说一样的话；这是因为我们众人
乃是一个新人，只有一个人位。
OL2:我们大家都要起来接受基督作我们共同的人
位。我们若要有一个主张，若要有一种生活，我们
不能够仅仅在自己里头来定规，而要在新人里面和
新人一同接受基督作人位。
你们从前口太多，
是因为人位太多了。人位多，
主张就多；主张多，意见就多。但是感谢主，现在
这里是一个口，一个人位。这里没有警察，个个都
绝对有自由。但另一面你又绝对没有自由，因为在
你里面有另外一个人位。你刚要说，里面一捏，叫
你不要说了。你只好说“感谢主”！你再一次要说
的时候，主又捏你，你就说“阿们”！。

今天因着科学上种种的进步，交通方面、传达
人生的奥秘（2）：人的悲惨状況:“忧”
方面，都日新月异，所以全世界亚当的族类差不多 A.“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箴言 17:22b）。
也成了一个。…在美国出了什么东西，马上香港、 B.“你为何忧闷？为何在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
”
日本也有了。这是一个宇宙的旧人。亚当的族类， （诗 42:11）。
今天成了宇宙的旧人，他们的败坏、邪恶、污秽、 C.
“祂……叫那受压制的，打碎或折断的，
得自由。”
淫乱、一塌糊涂，是一致的。
（路加 4:18 FN7）。
今天主在全球各地上要得着这个新人，所以我 D.“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神要
们大家都要起来接受基督作我们共同的人位。我们 我们过喜乐、祷告、谢恩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对神
若要有一个主张，若要有一种生活，我们不能够仅 是荣耀，对神的仇敌是羞辱。(帖前 5:16-18a FN2)。
仅在自己里头来定规，而要在新人里面和新人一同
接受基督作人位。这个要求是大的、是高的，这
样，这个新人就长大成熟，我们就达到一个长成的
人。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篇
去年年末，4位大学生的弟兄姊妹和全时间服事
的姊妹一起参加了申命记结晶读经。赞美主。来自
全球各地有五千位弟兄姊妹参加了那次训练特会。
之后，申命记的12篇信息将会被编辑成晨兴圣言，
翻译成各种语言，全球各地几乎在同一时期追求申
命记，讲相同的事。那是为了实行一个新人的召会
生活。
我想这次去参加的学生们，在用英语交通的事
上有了一些长进。为着新人的出现的最大的障碍就
是，因着文化而有的间隔，文化障碍的很大部分是
语言的问题。如果能够用英语和海外的弟兄姊妹交
流，对越过障碍很有用。今后请年轻人一定要学习
英语和中文。在此之上如果能够学习韩语就更棒了。
最近，
从非洲尼日利亚来的一家4口进入了召会生活。
在和这一家人的交通上，讲英语的弟兄姊妹很尽功
用。为了有一个新人的感觉实行召会生活，我们不
仅需要中文和韩语的弟兄姊妹，也需要来自非洲的
弟兄姊妹。
此外，请你操练有一个新人的感觉，向带领你
的弟兄姊妹和你的同伴敞开，以开放的思想，不带
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来交通。因为带领你的弟兄姊
妹经过了很多失败在主里有了学习，所以可以给你
合适的建议。如果能够敞开心，放下自己的观念交
通的话，你就会蒙祝福。有一个新人感觉的人，决
不会单独决定任何事。
弟兄的见证：我在大学4年级的时候，有考虑过
毕业后就工作，但是借着和指导教授弟兄以及上一
届的弟兄姊妹交通，改成了升学。那时，有交通说
“神户女子药学大学的大学院是男女混合校，考虑
一下怎么样”。我心里想，“为什么推荐女子大学？
这不是在拿我当傻瓜吗？”，但是被主光照就悔改
了。因为如果不悔改，就不能以敞开的心思交通，
交通也会变得不通。最终，没有上女子大学，而是
去了别的大学，但是这个经历帮助了我操练以敞开
的心思交通。感谢主借着环境上的安排而有的操练。
祷告：“哦主耶稣，在一个新人的召会生活里，只
有一个口，一个人位。我们都要从文化的背景出来
进入到基督里，持守一，显出一个新人。为此，愿
我们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学习英语和中文（中文的留
学生学习日语和英语）。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