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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信徒对变化的经历 - 全本圣经的一幅图画   

回目錄         下一篇  
 

圣经从始至终乃是神完成的启示。神是有智慧的。为了给我们看见这一幅图

画，祂用祂的智慧给我们一个启示。在圣经里，有这启示的开始、继续和完

成。在创世记二章里，这启示的开始有一幅图画，首先创世记一章包含了创

造，以及从第一日到第七日恢复地的完整记载。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在这

记载后还有创造的另一个记载呢？我们无法领会这一点。有人会说创世记二

章仅仅是对创造人更详细的记载。虽然说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但现在我们

知道，创世记二章不单单只有细节，并且给我们看见神一切的工作都是重要

而且精简的。在创世记二章里，这一幅图画非常简单，我们若能看见这幅图

画所包含七个主要的表号，那么这幅图画，就会变得非常清楚而且完整。这

第一个表号是神用尘土所造的人，就是土所造的人。 
 
 

第二个表号是生命树，然后有知识树，但是我们不把它算在七个表号中。第

三个表号是涌流的河。从那河出来三样东西是金、珍珠和红玛瑙，这三个宝

贵且贵重的项目分别是第四、第五和第六个表号。第七个表号是一个女人。

这女人、新妇，她的产生是要嫁给男人，并与他成为一体。所以我们需要记

住这七个表号。土所造的人、生命树、水河、金、珍珠、红玛瑙和新妇。神

创造地作宇宙的中心，在这地上，神创造一个土造的人。神把他造好之后，

把他放在伊甸园里，极可能在生命树的跟前。当人站在这其中的园子，乃是

宇宙的中心，他面前有生命树，树旁涌流着活水的江河，从那流流出纯金、

珍珠和红玛瑙。末了，产生了要与男人产生婚配的新妇。当然这章圣经所呈

明的一切表号必定具有某种特别的意义。 
 
 

这些既然是表号就必定表征一些事。我们要领会这些表号，以及它们出现在

其中之图画的意义。我们就必须研读圣经其余的部分，旧约和新约的各卷，

逐项的启示这些表号它们个别的正确意义。第一个表号，土所造的人，按照

圣经，土造的人是神的器皿，土造的人是瓦器。哥林多后书 4:7节说：「但

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超越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出于我

们。」；罗马书 9:21 节说：「每一个蒙拣选的人，都是装神的瓦器，是贵

重的器皿。」器皿，就是我们能把东西放进其中的物件。例如杯子、瓶子都

是器皿。我们既然是神的器皿，意思就是我们要盛装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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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表号，生命树，生命树象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基督是生命树，约
翰 1:4说：「生命在祂里面。」生命在基督里，并且基督是生命的源头，
所以祂是生命树。生命树表征基督对我们乃是生命。 
 
 

第三个表号，涌流的水河。主耶稣在约翰 7:38,39说：「人若信入基督，从

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活水要在我们里面涌流并要从我们里面流

出来。根据这些经文，我们能够看见创世记二章里，涌流的河表征基督这赐

生命的灵成为泉源在我们里面涌流，并成为水流从我们流出来。第四、第五、

第六个表号，金、珍珠和红玛瑙。圣经也给我们看见，金、珍珠和红玛瑙的

意义。神要祂的百姓为着祂并为着事奉祂，建造居所，这居所就是用木头包

金所造的帐幕。我们如果进到帐幕里环顾四周，就会看见，我们四围环绕的

金。帐幕里满了金，这表明原则上金是为着建造神在祂子民、在祂儿女当中

居所的材料。铜的帐幕有事奉主的大祭司，大祭司的衣服有一项称为以弗得。

这以弗得的肩带上有两块红玛瑙，上面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不仅

如此，在大祭司的胸脾上还有十二块宝石。在大祭司事奉神的时候，我们若

进入帐幕，就会看到金、红玛瑙和宝石，这些给我们看见，这宝贵的项目不

只是为着神在祂儿女当中居所的建造，也是为着祭司的事奉。新约使我们领

悟，神的建造和神的祭司是同样的。彼得前书 2:5节说：「我们是圣别的祭

司体系，也是活石被建造成为主属灵的殿。」我们是祭司，也是石头。接着

我们再来看珍珠的意义。 
 
 
 
 

在创世记 2:12 节珍珠这一个词，bdellium，在全本圣经里只用了两次。另

外一次是在民数记 11:7 节里，在那里它用 bdellium 这个词来描写吗哪。有

些希伯来文学者把这个词译为珍珠，pearl，指蚌壳所产生的，所以这里珍

珠，b dellium，是一种像蚌所产生的珍珠的物质。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使

徒保罗告诉我们如何建造召会以及我们该用什么材料建造召会。当保罗写到

召会的根基是基督自己时，他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同工，现在作神建造的

工作。神的子民所组成的召会，它乃是神的居所。保罗说我们对于自己，是

用金、银、宝石，或者是用木、草、禾秸建造，必须非常谨慎。我们不该用

消极的事物建造召会，反而应该用金、银、宝石来建造。虽然这里保罗提到

银而不提珍珠，但银和珍珠都是表征主的救赎。金、珍珠和宝石都是为着主

的建造以及主的事奉的材料。到了圣经末了出现了一座城，这圣城是用金、

珍珠、 



 
宝石建造的。城的本身是金的，城墙和它的根基是宝石，十二个门是十二

个珍珠。基于这个认识并照着圣经所订的原则，我们可以下结论：这些宝

贵的材料乃是为着神的建造，连同神的事奉。创世记二章末了的表号是新

妇，用这三种贵重材料所建造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实际上就是新妇、羔

羊的妻。创世记二章里表征召会的新妇，要与那预表基督的亚当成为婚配。

以弗所五章清楚地说明这事，这章启示亚当与夏娃是基督与召会的预表。 
 
 

所以现在我们能看见，全本圣经乃是一幅非常简单的图画。神在祂的创造里

照着祂的形像，创造了一个土造的人，然而因着这人是用土造的，他的性质

就不是宝贵的，虽然他具有的形像是美妙的，但他的性质是无价值的，这是

人在圣经起头时的光景，但是在圣经的末了，神得着了一班人在祂看来是金、

宝石和贵重珍珠的人。今天我们是土造的人呢？或者是宝石？在彼得领受了

基督是活神儿子的启示那天，主把他的名字改了，对他说你是彼得，在希腊

文里彼得这名字的意思是石头。彼得从主领受这样的话，就告诉我们，我们

得救了就是活石，每一个蒙主拯救的人都是石头。 
 
 

按照神的创造，我们是土造的人；按照神借着重生的新造，我们都成了活石。

土造的人如何能在性质上改变成为活石呢？我们必须看见创世记二章里所给我

们看见的图画，那就是我们必须吃生命树和喝活水。你若吃这树并喝这水，就

会将你所没有的生命接受到你自己里面；你一接受这个生命，祂就会在你里面

作工，而将你从土造的人变化成贵重的东西。神是生命树，祂来将自己提供给

土造的人，祂对他们说，我是生命，并告诉他们要到祂这里来吃祂并接受祂作

生命以得重生。得重生的意思就是凭基督的生命从土造的人变化成石头的人。

我们越吃喝基督就越变化。这变化的过程是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的魂，至

终祂回来时要扩展到我们的身体里。那时我们全人从中心到圆周要完全变化成

主的形像。我们将不再是土造的人，乃是神的珍宝。 
 
 

我们借着经历并享受基督作生命而变化，我们借着吃祂作生命树并喝祂作生

命水的河，享受并经历祂。我们越享受祂就越经历祂，也就越得以变化；不

仅如此，我们越变化，就越被建造在一起。我们如果留在旧生命、旧人、旧

性情里，真实的召会就绝对不会被建造起来。我们若要被建造成为召会，作

基督身体的实际，就必须在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里被变化。我们越被变 
 
化，就越被建造在一起。这建造的工作完成时，我们将是基督的新妇，这新妇

乃是神的居所，是神在祂子民当中真正的帐幕。我们看见这幅图画，就看 



 
见圣经的两端是如何互相呼应的。就某一面说，圣经就像建筑的书，起头有

蓝图，末了有整个建筑的实景，在这两端就是，蓝图和建筑的实景之间，有

许多细节，详细说明建造工作如何得以完成，这就是圣经。我们若清楚这幅

图画，就很容易知道主的心意和祂永远的计画。不仅如此，我们借着看见这

幅图画，就能领悟我们是什么，我们在哪里，我们将会是什么？我们该去哪

里？以及今天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愿主开启我们的眼睛，并怜悯我们，使我

们真看见这一幅图画。 



第二章 变化与人的三部分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我们蒙主拯救的人，无法否认我们至少已经变化到某种程度，这就是说我们的

名字不再是亚当，乃是基督。可能你会迟疑这样说。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

一杯茶。虽然我们只称茶水为茶，但我们所称为茶的事实上是茶放进水里，与

水调和并融和。我们毫无迟疑地说这是茶。同样，我们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有

基督与我们调和的人，也不该迟疑地说我们是基督。你仍旧迟疑不敢称自己为

基督，可能是因为你最近才信主，还没有多少基督在你里面。 
 

 

照着茶的例子，无论是浓或淡，它仍然称为茶；即使它是茶水，我们仍称它为

茶。我们是用土造的人，但我们相信主耶稣，并接受祂作我们救主的那一刻，

主耶稣作为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现今基督在我们里面，并且我们就是基督。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这些土造的人现今是经过变化丰石头。 
 

 

从前我们只是土造的人，但现今基督已经放在我们里面并且与我们调和，正如

茶不再只是水，乃是茶水。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基督就加到我们里面，但我们

必须认识，祂是加到我们的哪一部分呢？作为人，我们有三部分：灵、魂、体。

我们的体是我们物质的器官，也是我们全人最外面的部分。我们的魂比较内在，

有心思、情感、意志所构成。我们的心思是为着思想；我们的情感是为着感觉；

我们的意志是为了拣选而决定。我们最里面的部分是灵。 
 

 

希伯来书 4:12 节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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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这一节，魂与灵是我们全人两个分开的部分。因为它们能被分开。今天我们

是用我们人的三部分，体、魂、灵，接触三个世界。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接触物质

的世界；用我们的魂接触精神的世界，在其中我们享受音乐并感觉忧伤和喜乐这

样的情感。我们用我们的灵接触属灵的世界，就是那是灵的神所在之处。我们若

要接触物质的世界就必须用我们的身体；我们若要接触精神的世界就必须用我们

的魂；而我们若要接触是灵的神就必须用我们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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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原则，我们要接触这三个世界中任何一个世界里的东西，就必

须用我们相符合的部分或器官，唯有合适的器官才是正确的器官，它才能摸着那

些事物。我们若闭上我们的眼睛而想用我们的耳朵欣赏颜色，颜色似乎是 
 
消失了。虽然颜色仍然存在，但我们无法将它实化，因为我们没有用合适的

器官。同样的，我们若不用耳朵，我们就无法欣赏音乐，所以我们如果要实

化任何特定的物质，我们必须运用正确的器官。 
 
 

今天只有一位神，这位神乃是灵，但是因为一般人不知道如何用他们的灵，

他们就问：神是谁啊？神在哪里呢？这些问题就好比一个人闭上眼睛，却怀

疑颜色的存在一样地愚昧。不管人多么强烈地相信并感觉没有颜色，颜色仍

然存在。神在这里，但我们无法用我们的眼睛看见祂，用我们的耳朵听见祂，

或用我们的鼻子闻到祂，因为这些是不对的器官。 
 
 

我们能借以实化神唯一的器官，乃是我们的灵。约翰福音 4:24 节说：「神

是灵，敬拜祂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因为神是灵，我们若要敬拜祂，

就必须用我们的灵敬拜祂。当我们对人的三部分有了清楚的领会后，我们就

能来看，主耶稣进到这三部分的哪一部分。当我们重生的时候，主耶稣乃是

进到我们的灵里，圣经在这一点上非常清楚，哥林多前书 6:17 节说：「但

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我们与主联合了！祂与我们就成为一灵。这给我们看见，主进到我们里面时，

祂乃是进到我们的灵里。罗马书 8:16 节也说：「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

我们是神的儿女。」在这一节里我们看见两个灵，神的灵与人的灵，调和在一

起成为一灵。这二者调和到一个地步，很难分辨哪一个灵是哪一个。这两节圣

经给我们看见，神圣的灵已经进到我们人的灵里，这二灵调在一起，成为一灵。

现在基督在我们的灵里，所以我们必须来看，发生在我们的魂里，就是在我们

的心思、情感、意志里的事。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我们的救主基督一进到

我们的灵里，我们的灵就变化。可是，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很可能还没有

变化。基督在我们的灵里，但祂也许不在我们的魂里，我们需要在我们的魂里

变化。有时候，我们可能享受、祷告主，必运用我们的灵，但在我们祷告之后，

我们觉得我们能爱所有圣徒。 



 
但不久之后，我们很清楚，事实上，我们无法爱所有的圣徒。这样的经历也许把

我们弄糊涂了。毕竟我们祷告时，岂没有感觉基督并经历祂吗？我们祷告时运用

我们的灵接触祂，结果我们摸着灵并经历、享受、感觉到神。然而甚至在我们祷

告之后，我们仍可能用我们天然的人、天然的思想、情感和意志，而没有基督来

作决定。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虽然我们有基督内住在我们的灵里， 
 
我们魂的器官里却没有基督，并且我们魂的功用还没有变化，这样的经历在基

督徒生活里是非常典型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假定我是个单身弟兄，与另

一位年青弟兄同住，在我的深处里我爱这位弟兄，并且我越在我的灵里祷告

并接触基督，我就越爱他。这是事实。然而因着我有乖僻的思想，与我同住

的弟兄也有乖僻的思想。 
 
 

我乖僻的思想和他乖僻的习惯不相容，因着我们的乖僻，我们就彼此冲突，

我可能变得非常厌恶这位弟兄。不仅如此，他的乖僻也惹我生气。即使我真

的爱这位弟兄，也希望在我们中间没有难处，但我很难容忍他，并且我觉得

我无法继续与他同住。这样的挣扎说明我虽然在我的灵里重生了，但我还没

有在我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里变化。虽然我有基督在我的灵里，但我没有基

督在我的魂里。在我的灵里我完全变化成为基督的形像和样式，但在我的心

思、情感、意志里，我仍像是没有得救的人。就表号说，虽然在我的灵里我

是金，但在我的心思、意志、情感里，我仍是泥土。当我们受这些试验，就

使我们领悟，我们仍旧是旧人，仍有老旧的心思、情感和意志。我们是天然

人，土造的人，直到借着神的恩典，我们灵里的基督在我们全人里面扩展，

从我们的灵向外开展，浸透我们魂的部分。 
 
 

基督在我们里面扩展并浸透我们魂的部分之后，那么我们爱弟兄就会毫不费力。

到那个时候，不管因为弟兄多么乖僻都不要紧，我们甚至会告诉主：「主啊！

我赞美你，为这位弟兄我赞美你。」今天当我们接触弟兄姊妹时，也许感觉他

们都是乖僻的。实在说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乖僻的。一般而言，我们觉得其

他人都是乖僻的，而我们自己却是正常的。因为这样，我们也许觉得我们无法

爱他们。他们古怪的习惯、性格通常使我们厌恶他们。至终我们也许不喜欢他

们，甚至鄙视他们。这样的问题我们若置之不理，至终，会使我们在召会生活

中，我们变得非常不喜乐。 



 
所以我们需要让这是灵的基督，从我们的灵向外扩展，到我们的魂中变化我们

的心思、意志、情感。只要我们与祂合作，祂就会在我们里面扩展，从我们的

灵扩展到我们的魂，甚至到我们物质的身体。当祂回来时，就要在我们的身上

得荣耀，我们也要与祂显现在荣耀里，我们必要像祂，这是神计画要在我们身

上所完成的心意。 



 
第三章 魂的变化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今天在许多信徒里面，几乎没有什么标记显明基督已经扩展到他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

里。比方说，也许有一位弟兄蒙福拯救得了重生，这就是说他的灵变化了。但也许这位

弟兄的魂在每一件事上都非常缓慢。即使主要他快地做这些事，那位弟兄也只能缓慢地

做。虽然主在这位弟兄的灵里，他却仍然缓慢，因为主还没有扩展到祂的魂里。甚至主

在他的灵里已经感动他，也许他在魂里却仍然非常缓慢，不回应主内里的感动。有些人

作事非常慢，而有些人作事非常快，他们在他们的思想、感觉和行动上非常快，。们正

好相反，他们和这位缓慢的弟兄遭遇同样的难处。 
 
 

这样人的光景说明，虽然他们也许在灵里变化，但他们的魂里却仍然天然而没有变化。

今天我们多数人无法说我们有基督的心思、情感和意志，原因是因为我们人的这些部分

仍在堕落的光景中，还没有变化。主渴望将祂自己从我们的灵里扩展到我们的魂各部分。

主扩展到我们这些部分里，乃是借着我们在一切事上长到基督里面。这种长大不是道理、

教训的增加。对基督徒而言，长大的意思就是基督不断从他的灵里，扩展到他的心思、

情感和意志。在哥林多后书 2:14 节告诉我们，属魂的人不能领受属灵的事，这样的人

不可能领受神灵的事。因此属魂的人连同他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都必须被治死并复活，

这样才能有变化。这是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唯有借着死与复活，我们的心思，连同

我们魂的其余部分，才能得以更新。在我们的灵里重生并变化这不够，我们必须在我们

的魂里变化。 
 

 

今天我们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的魂里没有被变化。我们蒙拯救脱离属魂的人，并在

魂里变化，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一直仰望主，加强我们作一件事，这一件事就是停下

我们这一个人。每当我们要思想、要爱、要作决定时，我们就必须停下来。每当我们

要作一件事，甚至要为神作一个工，我们必须说：停！停就是将你自己治死。有时候

也许在早晨祷告之后，你立刻想起一位弟兄前一天对你所说的。你思想时，也许被得

罪，这种思想临到你时，你该顺着它吗？你若顺着这个思想并在你里面给它有地位，

就证明你的心思还没有变化，这说明你的心思就像手套手指的部分还是空的一样，还

没有把它被造所要装的内容装进去。你如果顺着这样的思想，你就可以确信，在你的

心思里没有基督。你不该顺着这些思想，反而，你该停下来，你必须治死你的心思，

这时候你就该祷告：「主啊！加强我！使我将我的心思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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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记得，哪里有十字架的死，哪里就有基督复活的生命。你如果将心思治死，可以

确信基督复活的生命会随着而来。当我们愿意让我们的心思被治死，我们的心思就会

成为复活的心思。复活的心思就是更新的心思。我们有更新的心思，我们的思想就会

改变。这改变实际上就是心思的变化。因着你的心思已经更新而变化，这变化实际上

就是基督的灵扩展到你的心思里，用祂的自己充满了你的心思。今天有些弟兄姊妹，

他们的情感非常重，他们喜乐时就喜乐到忘了一切的地步，连主都忘了，这样人的忧

伤时也可能会忘记主。重情感的人要学习告诉他们天然的人要停下来。你要喜乐并欢

笑时，最好不要笑得太过，反而要学习告诉你自己要停下来。 
 
 

要学习借着圣灵的加强将你属魂的人治死。有些人很容易发脾气，这样的人也是需要

被治死。当你要发脾气时，你必须说：「主啊！加强我，使我停下我的情感。」你若

将你的情感治死，复活的情感就会随着而来。然后你喜乐时，在你的喜乐中就会有基

督的形像。你爱某样事物时，在你的爱中也会有基督的形像。至终在我们的心思、情

感和意志里，我们就会有基督的形像。因为在我们的魂里，我们会被变化成为基督的

形像。而祂就会扩展到我们魂里的每一部分。今天我们必须领悟我们得重生时，基督

进到我们的灵里，这不是一件小事。那么我今天所该作的一切就是应用祂。我们今天

的难处乃是在应用基督上有了困难。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一辆油箱满了汽油的车，这

辆车的操作也没有问题，但我们仍然必须正确地操纵这车。 
 
 

操纵这车正确的路不是推，因为这样作是非常愚蠢的，我们不能推这辆车，反而必须操

练开车来学习开车，在我们操练停下来并应用基督的事上，我们恐怕很多人还在那里求

主帮助我们推车，我们也许祷告说：「主啊！在这件事上帮助我，我很容易发脾气，很

难胜过这个软弱，但是主你是全能的，求你帮助我。」我们如果是这样祷告，主绝对不

会帮助我们，我们越这样祷告，会发现主越不听这样的祷告。事实上，当我们越祷告主

帮助我们不发脾气，你就会越发脾气。这样的祷告实际上就是在推车。我们若这样祷告

就说明我们忘了我们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应用祂。今天我们操练应用基督，就

如同学习应用我们车子的汽油。这是很容易的。正如我们汽车里有汽油，我们的灵里也

有能力，我们必须看见基督今天在我们的灵里，我们必须作的一切就是应用祂。在我们

能学会如何应用祂之前，我们必须领悟基督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必须一直否认己，就

是我们天然的人和天然的性格。你若这样作，主就会尊重你，并会使你复活。在复活里，

你的心思、情感、意志，你整个魂，都会在灵里，然后你会变化成为基督的形像。今天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情况里，我们必须将自己治死， 



 
我们必须告诉主：「主！在这件事上，我否认己，在思想上、在拣选上，我否认己，

我将自己交在你手中。我要有你的心思作我的心思，你的情感作我的情感，你的意

志作我的意志。」我们必须记得将自己治死，并让主在祂复活的大能里，将我们兴

起，然后我们的全人就会被基督的灵充满。这些事不仅仅是道理或教训，乃是教导

我们如何应用基督，你若简单地接受，这经历对你就会是真实的。 
 
 

应用基督实际上非常简单，就像开车一样简单。今天你要看见基督在你里面，你要忘

记你向主祷告的那个老路，不要再向祂祷告要帮助你什么，主不会答应那种祷告。我

们若有带着汽油的车，却求主帮助我们推车，你想，主会答应你吗？主祂会回答你说：

「不要这么愚昧，停下来，开始用汽油，车子就很容易开动。」我们必须信主，当我

们最终停下并学习应用基督时，我们就要经历主的拯救。今天我们最大的难处是我们

没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操练应用基督，借着操练我们会进入变化的经历。基督是生

命、光和能力，但基督在这些方面对我们是实际吗？我们必须学习应用基督。应用祂

的路首先是借着否认我们的己，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并简单地对主说：「主啊！

我停下来。」我们必须简单地来到主面前，接触祂。然后我们就会学习应用祂。你若

每天这样简单地作，就会每天越过越经历基督，你的心思、情感和意志就会被更新，

借着这样的更新，你就会被变化。 



第四章 心思的更新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今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心思是支配我们全人的器官。不管心思的光景如何，它

都支配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全人。在以弗所四章，保罗说到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

的外邦人。我们在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就是让心思的虚妄支配我们。在心思的虚妄里

行事为人，就是在满了虚妄的心里的管理下受引导、受支配。有这样心思的人，爱世界、

钱财和其他虚妄的事。今天我们必须领悟，甚至在我们重生以后，我们仍可能留在旧人的

支配下。虽然我们的灵得了更新，在我们得重生时成了新造，但我们很可能在心思里，仍

然是老旧的。 
 

 

如果这是我们的情形，那就表示我们的心思还没有变化或更新。所以我们就要问一

个问题，到底我们的心思是如何才能得更新呢？今天许多的基督徒都渴望能胜过他们的罪，

但他们也许不领悟，胜过罪与心思的更新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如果忽略心思的更新，我们

就很难胜过罪。另一方面，我们若经历心思的更新并且变化成为主的形像，我们就很容易

胜过各种的罪。我们若简单地在我们的心思里得更新，并且变化成为主的形像，我们基督

徒生活中的许多事对我们就变得容易多了。 
 

 

加拉太书 4:19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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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意思就是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得着更新。

当我们的魂这样地得着更新时，我们就不仅有基督的心思，以致思想像祂思想一样，我们

更有基督成为在我们里面思想的一位。当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我们思想一件事的时候，

祂就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而成为我们心思的内容。然后祂扩展，祂就会成为

在我们里面成为思想的一位。 
 

 

表面上看来我们是思想的人，但事实上基督才是在我们里面思想的一位。同样地，

我们的情感也是一样，我们爱某件物、或某人时，就不会是我们单独爱，在我们里面的基

督也会爱。甚至我们的意志，我们决定作什么时，决定的就不会只是我们自己，在我们里

面的基督也作决定。基督乃是借着这样，成形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就渐渐被变化成为祂的

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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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否成形在我们里面，以及我们是否在我们的魂里面变化，至少我们需要依赖三件

事：第一，我们必须爱祂。我们如果爱祂，我们就会渴望在每件事上与祂相同。我们要作一件

事情，我们就会问自己：主爱这件事吗？这是主作事的方式吗？借着这样审核自己，我们在思

想、感觉和决定上自然就会受调整；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思想不是祂的思想，心思 
 
不是祂的心思，这样我们就会放弃我们的思想、放弃我们的心思，而受主来调整。我们

若是这样地爱祂，就会给祂有自由、立场和机会，让祂慢慢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占有我

们全人。我们今天的难处乃是虽然我们已经得救、得重生并有爱主，但却没有让主有地

步占有我们这个人，结果主似乎没有机会在我们的魂里，心思、意志、情感里作神。主

没有立场占有我们的魂，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并不是非常爱祂。 
 
 

今天我们若是非常地爱主，我们就会在每种情况中都仰望主，说：「主！我只爱你，

我要知道你如何看这个情况。关于这事，你的心意如何？你怎么说？你要我作什么？我

们若这样爱主，就会给祂许多自由、立场和机会，就着我们的心思对付我们。我们必须

爱祂，使我们的心思逐渐被主的心思，就是被主自己更新，然后当我们思想并考虑事情

时，人就会觉得在我们的思想和考虑中有基督的香气。我们若要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

我们若要我们的心思得更新，就必须爱主。 
 
 

第二，我们要得更新，我们需要留在与主的交通里。我们不但在祷告中该留在与主

的交通里，甚至在我们的日常行动和行事为人，说话里，也该留在与祂的接触里。我们与

人谈话的时候，该与主交通，甚至在我们最忙碌的时候，也该留在与主的交通里，这需要

我们的操练。第三，基督要成形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必须祷告。单单因为有许多事要求问

主而祷告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为了接触主，而运用我们的灵，而简单地来到主面前祷告。

今天我们若要祷告，我们就会自动运用我们的灵，因为祷告就是要运用我们的灵。其实许

多时候，我们开始祷告不再灵里，但也许过了 5 分钟、10 分钟，我们就回到灵里。我们许

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越祷告，就越在灵里，也就越习惯运用我们的灵。我们越运用

我们的灵祷告，就越在我们的里面，为着是灵的主开路，使祂扩展到我们里面的人各部分。

我们若借着这样祷告，运用我们的灵，我们全人就会渐渐被更新。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

以及我们全人在心思的灵里得更新，非常需要依赖这三件事，我们需要爱主，留在与祂的

交通里并祷告。我们越作这三件事，就越被更新。以弗所书 4:20节说：「但你们并不是这

样学了基督。」我们需要注意，学了基督这句话，并且正确地领略它。学基督的意思，不

是因为基督爱人，我们也该爱人。学基督的意思不是我们效法祂，乃是我们这些有基督内

住的人，在我们所作的每件事上，以基督为我们的生命，这意思是说我们思想事情时，主

观地以基督作我们的生命并将祂活出来。 



 

学基督不是客观的，不仅仅是接受我们外面的基督和跟随祂的榜样。反之，学基督

是非常主观的，与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里面，并作我们的生命非常有关系。我们

学基督的意思，是祂的心思成为我们心思，祂的心成为我们的心，我们必须以祂的心思为

我们的心思，并舍弃我们自己的心思，这是学基督正确的路。接着在下一节保罗说：「如

果你们真是听过祂，并在祂里面，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受过教导。」在基督身上

一切的实际，是我们的享受，也必须成为我们的份。譬如说，爱与光是实际，这些实际乃

是在基督里。既然我们得了重生，基督就在我们里面，所以在祂自己里面所有的，是爱、

是光、就成了我们的份。因此我们需要享受在祂身上一切的实际。 
 
 

我们也许在道理、知识上知道，在基督里我们已脱去旧人，并穿上新人的道理，并且

我们也许认识我们是新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但是在我们的经历中，这些事对我

们是实际或者是道理？我们也许经常说到我们如何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的旧人如

何在十字架上被治死，以及我们如何穿上了基督。但是这些事对我们可能仅仅是外面的道

理和教训，我们很可能不知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使这些事成为实际。我们必须自己问自己：

我们所讲的，所谈论的这些道理，对我是实际吗？我的旧人已经被治死吗？我已经穿上新

人吗？这些事对我们是否成为实际，也单单在于我们有否经历在我们的心思里得以更新。

我们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的路是很简单的，首先我们需要爱主。当我们爱祂时，祂就有

立场，我们的心思就会被祂更新。 
 
 

其次，我们与祂的交通，留在与祂的接触里，这样一天过一天，我们就活在祂的

面光中。接着我们借着祷告操练我们的灵。我们越祷告，就越运用我们的灵。当我们实

际地操练这些事，那么这些就不只是道理与知识。而我们就实际地经历到我们的旧人是

在十字架上被治死。在以弗所四章它有两个描绘心思的词，4:17 说到心思的虚妄，

4:23节说到心思的灵。这两处经节描写我们的心思可能在两种光景中。 
 
 

我们或者有心思的虚妄或者有心思的灵？你心思的光景如何？是虚妄或灵呢？世

人的心思里没有别的，只有虚妄，虚妄占有了世人的心思。他们的心思甚至有虚妄的特

征。这个世界的虚妄若占有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思就会留在老旧里，就绝不会被更新。

不仅如此，假如我们的心思满了虚妄，我们就绝不可能在生命里长大，甚至连很小的程

度也不可能。然而如果我们的心思被灵占有，这灵扩展我们的心思里，这时我们就会有

心思的灵。我们的心思就不再被虚妄占有，乃是被灵占有。 



 

我们需要读以弗所书 4:17,24 节。关于这两种心思的光景，要特别留意这两段圣

经的两个部分，从 17,19节，它论到心思的虚妄，但 20节开始却论到心思的灵。当虚妄

占有一个人的心思，这人的悟性就昏暗，心就刚硬，就与神的生命隔绝并且抛弃所有的

感觉，意思就是他抛弃了良心所有的感觉，任凭自己作罪恶的事。然而当我们的灵扩展

到心思里，我们的心思就得更新，随着那更新，就有了脱去旧人并穿上新人的实际。我

们得更新就变化成为主的形像。倘若你有心思中的虚妄，你就可能犯任何一种罪。另一

面倘若你有心思的灵，你就会得更新，变化成为主的形像。 
 
 

但愿圣灵给我们看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了的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受心思

的虚妄，就是受虚妄的心思支配并引导。第二种方式是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就是凭着属

于灵的心思生活并行事为人，我们如果接受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的路，我们就会受领导，

像主的形像，变化成为祂的形像。这奇妙的变化借着我们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而发生。

我们的心思需要从满了虚妄的心思里更新到满了灵的心思，然后我们就会蒙拯救，脱离

所有罪恶的事，被迁到祂奇妙之光的国里，并变化成为主的形像。 



第五章 神在灵里的拯救  
 

上一篇     回目錄 
 
 

使徒保罗写的罗马书可分为好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从一章到五章的十一节，

第二部分是从五章十二节到第八章。第三部分是从九到十一章，第四部分是从十二章

到这卷书的末了。前面两个部分是论到人需要神借着基督而有的救赎和拯救。第三部

分说到神在拣选里的恩典，告诉我们如何照着所蒙的救赎和拯救而行。罗马书第一部

分说到神的救赎。第二部分说到神在基督里的拯救。我们必须看见救赎和拯救之间的

不同。救赎是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作的事。 
 
 

但这件事是在我们外面。另一方面拯救是神在基督里，不仅是为着我们，也是在

我们里面所成就的。因此神的救赎是客观的，神的拯救是主观的。因着我们有两大难

处，于是神成功救赎并拯救我们。首先我们在神面前有许多罪，就是罪恶的行为，我

们犯了这些罪，结果就照着神公义且圣别的律法被定罪。然而我们的罪行并不是我们

在神面前唯一的难处。我们另外的难处是我们是有罪性的罪人。我们不仅犯罪，我们

本身还有罪性，所以是罪人。 
 
 

因着我们的两大难处，神就必须为我们作两件事。首先祂先必须救赎我们脱离律法，

祂必须为我们作一件事来应付祂公义、圣别的要求，并释放我们脱离律法。神在基督里，

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并且为我们死了。基督

救赎的死已经应付神律法一切的要求。因着基督救赎的死，我们已经蒙了救赎并得释放，

免于神公义、圣别、律法的定罪。 
 
 

当我们听见这些信息、喜信，圣灵就在我们里面作工，并且将信分赐到我们里面，

使我们相信基督救赎的死而接受基督作我们的救主。我们信入基督就借着相信那死于十

字架，救赎我们脱离神律法定罪的主耶稣基督，而蒙神称义，我们不再在神的定罪之下，

我们蒙神称义，这就是救赎。我们已经蒙神称义，所以不再受神照着祂公义和圣别律法

的定罪。然而即使我们罪行的难处已经解决，我们还有第二个难处。我们有罪性。神要

拯救我们脱离罪性，就必须再作事。祂救赎我们不够，祂还必须在基督里拯救我们脱离

罪性，祂的救赎对我们是客观的，而祂的拯救对我们是主观的。并且在我们的经历中对

我们更为要紧。倘若没有神的拯救伴随神的救赎，倘若仅仅有神的救赎，我们就无法蒙

拯救脱离我们里面的罪性。虽然我们能够得神称义，但我们绝不能模成神长子的形像。

因此我们不仅必须蒙救赎，我们也必须从我们的罪性，从我们天然的人蒙拯救，而模成

基督的形像。 

http://www.rucoc.com/Selbooks/WitnessLeeCollection/1963/1/5.mp3


 

罗马书第二部分呈明四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第一个人物是亚当，就是在罗马书

五章所呈明的。第二个人物是基督，是在第六章。第三个人物是肉体，在第七章。第

四个人物就是我们在第八章所看见的那灵。我们如果在这以上的每一个人物加上一个

介系词，在…里，那么就有四个：在亚当里，在基督里，在肉体里，和在那灵里。这

四个人物也彼此形成相对的两对。基督对亚当，那灵对肉体。基督解决亚当的难处，

而那灵是唯一能解决肉体难处的。肉体与亚当有什么关联呢？那灵与基督又有什么关

联呢？我们能借着问另一对问题来答覆这两个问题。 
 
 

今天亚当在哪里呢？今天基督又在哪里呢？这两个问题该使我们领悟到肉体与

亚当有关，那灵与基督有关。亚当在肉体里，而肉体是亚当的彰显。换句话说，肉体

是借着我们所活出之亚当的实际。照样基督在那灵里，那灵是基督的彰显。换句话说，

那灵是凭着我们并借着我们所彰显并活出之基督的实际。所以罗马书五章的实际是在

七章，六章的实际是在第八章。罗马书五章记载有罪的亚当，但我们却必须查看第七

章来看亚当的实际和他的生活。 
 
 

同样的，虽然罗马第六章记载基督，但我们必须到第八章寻找基督的实际:那灵，

所以亚当的实际是在肉体里，基督的实际是在那灵里。我们越活在肉体里，我们就越

彰显亚当，我们若看见一个人从早到晚活在肉体里，实际上他就是从早到晚看见亚当。

因为活在肉体里的，就是彰显亚当。凭着同样的标记，我们越活在那灵里，就越彰显

基督。我们若活在那灵里，人就会看见我们里面和我们身上的基督。 
 
 

原则上我们只要在圣灵里的生活，就会模成基督的形像，变化成为基督的样

式，并且我们会在日常生活中彰显基督。我们蒙神救赎并称义，但若单单只有神的

救赎和称义，神就仍然在我们外面。我们不仅蒙了神的救赎，神的自己还在基督里

借着那灵进到我们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在罗马书第二部分的末了，我们发现基督在

你们里面，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住在你们里面，这

些的发表。基督拯救我们时，救赎我们的神对我们就不再是客观的。 
 
 

相反的，救赎我们的神对我们成为主观的神。祂现今不仅是在诸天之上的神，

也是在我们里面的神。现今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能进到我们里面，现今我们与神

调和为一，祂作为那灵能与我们的灵同作见证，拯救是在那灵里，拯救绝不能在那

灵以外得着实际。 



 
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在那灵里实化神的拯救。拯救不在于教导或改正，乃在于那灵。

罗马书强调，灵神现今在我们的灵里作我们活的拯救。我们如果要实化神的拯救，就必

须在那灵里，认识生命之灵的律，认识如何照着调和的灵而行，并认识如何与那灵合作。

让我们更详细地看我们蒙拯救这件事。所有的孩子都从他们的父母承受某些事物。作为

亚当的子孙，并在亚当里的人，我们主要承受的两样事物：罪与死。罪在 
 
神的定罪之下，并且总是带进死。因着我们是罪人，并且是有罪的，我们就受制于死，

并且注定罪中要死。不仅如此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死了，因此作为亚当的后裔，并

在亚当里的人，我们乃是罪人，我们也是有罪的。不仅如此，我们在死的之下，我们是

死的，我们将来也会死，所以我们从亚当承受的两件主要事项就是罪和死。 
 
 

正如在亚当里我们有承受，照样在基督里我们也有所承受。基督与亚当相对。

在亚当里我们承受罪，在基督里我们承受义。在亚当里我们承受死，在基督里我们承

受生命。义和罪相对，生命和死相对。义带给我们救赎、生命拯救我们脱离罪性。我

们现今蒙了作我们义之基督的救赎，并蒙了作我们生命之基督的拯救。因着我们生为

人，我们就在亚当里，我们借着死与复活，从亚当里迁到基督里。借着死我们能从亚

当里迁出；借着复活我们能迁到基督里。我们可以说借着死，我们死而从亚当出来；

借着复活，我们复活进到基督里。 
 
 

我们如何能死而复活呢？死而复活不是一件简单小可的事。这里我们必须看见奇

妙的事，这死与复活都已经由基督成就。我们如果与基督联结并与祂联合为一，祂已

过所经历的就会成为我们的经历。一旦我们与基督联结并联合为一，我们就会有一个

漫长的历史。一旦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背景就远超过我们在基督里之前的背景，既

然我们现今在祂里面，我们就必须领悟，我们已在耶路撒冷城外，钉在十字架上，埋

在坟墓里，并从死亡和坟墓里复活。基督所经历的现今就是你的历史，祂的历史就是

你的历史。祂死在十字架上时，你在祂里面死了；祂被埋葬时，你在祂里面被埋葬了；

祂复活时，你在祂里面复活了。 
 
 

你在祂里面与祂联结，与祂联合为一，因为这是事实。所以使徒保罗就可以宣告

我们的旧人已经与祂同钉十字架，并且我们和祂一同埋葬。神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

同复活。在基督里，我们已经钉十字架、埋葬并复活。我们需要有这异象，这事实已

在基督里完成。你若在圣经里看见这事实而有所领悟，这是你的立场。没有 
 
任何人事物可以摇动你。要确信发生在基督身上的，也发生在你身上，要接受这事实
作你的立场。 



 
我们天然的心思可能相当难以领会基督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圣灵没有空

间或时间的问题，我们是否经历基督的历史，在于我们是否在圣灵里；我们若在圣

灵里，基督的死与复活对我们就会非常真实。这是因为这些事实借着那灵，并在那

灵里传输给我们。唯有在那灵里，我们才能实化基督死与复活的实际。 
 
 

我们不在亚当里，乃在基督里，这是事实。然而我们必须领悟我们的历史是非常复

杂的，在我们的历史里，除了基督的十字架，死和复活以外，还有摩西的历史。摩西是

颁赐律法的。神的律法是借着他颁赐的。亚当给我们罪和死；基督给我们义和生命，但

在亚当和基督之间，有另外一个人名叫摩西，律法是借着他颁赐的。律法是个难处。虽

然神的律法非常美妙，但我们需要忘掉它，要忘掉神的律法，因为照着神的话，律法与

我们无关。实际上对我们信徒来说，律法是不相干的。我们已经从亚当被带出来，现今

我们在基督里，在基督以外的任何事物，我们都不该想要接触。既然律法是在基督以外，

我们就不该想要接触它。然而忘掉律法不是这么简单。就着事实说，我们虽然想要忘掉

律法，但我们忘不了。可能我们昨天能忘记它，但今天也许有人到我们这里来提醒我们，

照着律法我们必须爱我们的邻舍。这样的教导使我们记得律法。 
 
 

我们常使自己想起律法，我们早晨向主祷告，也许将自己带回律法。我们也

许祷告求主帮助我们遵守这样的律法，行善、孝顺父母、服从丈夫、爱妻子等等。

你也许提醒我，这样的律法是使徒保罗所教导的，然而我却反过来要提醒你，保罗

告诉作儿女的要顺从父母时，乃是告诉他们要在主里这样作。不论是顺从父母、爱

妻子、或服从丈夫，我们绝不可在基督以外作这些事。反之，我们必须在基督里，

在基督的范围里作这些事。今天我们最大的难处就是想要遵守律法。 
 
 

在我的生活中有一件事我特别难以胜过，就是我的骄傲，或者说我倾向于轻看

别人，骄傲是我最难的问题。我快三十岁时，每天向主祷告，求祂帮助我谦卑。然而

我始终必须为着我的骄傲向主悔改，并求祂赦免。一个早晨又一个早晨，一天又一天，

我就为着我的骄傲恳求主。但有时候，甚至才吃过早餐，我就必须为着我的骄傲向主

悔改。有时候我会祷告：「主啊！刚才早餐后，我又骄傲了，我轻看弟兄们，赦免我。

主帮助我从现在一直到中午不要骄傲。」但我的经历证明，主从来没有在这件事上帮

助我。主不仅从来没有答应我的祷告，还经常差遣人到我这里来引起我的骄傲。有时

候我快到中午还不会骄傲，就会喜乐地告诉主：「主啊！只剩下几分钟就到中午了，

有你的帮助，我一定会成功，我不会骄傲。」但在我结束这样的祷告之前，有一位非

常乖僻的弟兄到我这里来，我的骄傲就被激起来。 



 

不久，我就察觉我无法帮助自己，在骄傲的事上我永远不会成功，我的故事是

失败，而不是成功的故事。我虽然一直努力，却一直失败。然后有一天，我读罗马书

时，主给我看见，我们不仅向罪死了，也向律法死了。罗马书 7:4 节说：「你们向着

律法也已经是死了的。」死人既然不能犯罪，也不能遵守律法。遵求律法不是死人的

本分，死人没有义务遵守律法。因为他们既是死的，就与律法无关。死人与罪无关，

也与律法无关，主在这一节圣经里对我说话的那天，我的眼睛得了开启。我赞美主我

不仅向罪死了，也向律法死了。照着罗马书七章，每当我们想要遵守律法，就指明我

们是运用我们的己仍然活在肉体里。换句话说，这意思是我们忘了我们是死的。 
 
 

要一直记得，你若想要遵守律法，你就在肉体里，就是罪又活了，你就死了。就

着我们与基督同死的意义说，死是好的，但罪复苏所带来的死是不好的。每当你要遵守

律法，并活在肉体里，罪就活了，并且与你交战。罪总是胜过你，把你掳去。主必须开

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看见，我们是死了的人，与罪和律法无分无关。这样的死不仅

释放我们，也使我们脱离罪，也脱离律法。借着死与复活，我们从亚当出来，并且现今

在基督里，我们与律法无分无关。绝对不要努力遵守律法，只要记得你已经与基督同死

同复活，现今主的灵活在你的灵里，只要跟随祂，与祂同行，然后你里面最强，最有能

力的律，就是生命之灵的律，就会照顾你，并且使你得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