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秋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應付神的需要和主恢復中當前的需要
(Meeting God’s Need and Present Needs in the Lord’s Recovery)

篇數 篇 題

第一篇 神在今時代的需要

第二篇 神的喜悅

第三篇 需要發展我們在主裏的信和我們對祂的愛

第四篇 禱告吸取神並發表神—藉着和神作朋友的禱告，使我們能與神同工

第五篇
我們需要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在靈的新樣裏服事，並且裏面的

人日日得更新

第六篇
進入基督天上職事裏美妙的牧養，作神的奴僕牧養神的召會，使神的

夢得着應驗

第七篇
我們需要經營包羅萬有的基督，好得着出產，在召會中展覽基督，並

得着基督的富餘帶到召會聚會中，而團體的敬拜我們的父神

第八篇
接受、經歷並享受基督作我們的王、我們的主、我們的頭和我們的丈

夫，爲着建造基督的身體，以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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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秋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應付神的需要和主恢復中當前的需要

第五篇

我們(的)需要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
在靈的新樣裏服事，並且裏面的人日日得更新

(Our Need to Walk in Newness of Life, to Serve in Newness of Spirit,

and to Be Renewed in Our Inner Man Day by Day)

羅6:4 所以我們藉着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好叫我們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像基督
藉着父的榮耀，從死人中復活一樣。

羅7:6 但我們旣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現今就脫離了律法，叫我們在靈的新樣裏服事
，不在字句的舊樣裏。

林後4: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壞，我們裏面的人卻日日在更新。

神是靈
神的靈
三一神

(父-子-聖靈)

神 人 神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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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靈

重生的 被靈浸透的
[心思的靈]



『坐寶座的說，看哪 (Behold)，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啓二一5上。
啓21:5 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make all things new)。又說，你要寫上，因

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

我們這些在基督裏的信徒，已成爲新造 (have been made a new 

creation) —一個人得了重生，有(with)神的生命，不活在外面的人裏
，乃活在裏面的人裏—林後五17，加六15，約三3，5～6，15，林後四16。

林後5:17 因此，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舊事已過，看哪，都變成新的了(have 

become new)。
加6:15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乃是作新造。
約3:3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約3:5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
約3:6 從肉體生的，就是肉體；從那靈生的，就是靈。
約3:15 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遠的生命。
林後4: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壞，我們裏面的人卻日日在更新。

 我們外面的人漸漸銷毀，但我們裏面的人日日在更新—林後四16：
• 外面的人是以我們的身體爲其器官，以我們的魂爲其生命和人位。
• 裏面的人是以我們重生的靈爲其生命和人位，以我們更新的魂爲其器官。

※[壹&貳] 神永遠的心意—藉神聖永遠的生命帶進建造

外面的人 裏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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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作爲在基督耶穌裏的新造，需要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
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to walk)，意卽在復活的範圍裏生活，並在生命中作
王—羅六4節，五17。[定義]
題到生命，羅馬五章十節說到要在神兒子的生命裏得救，十七節說到在生命中
作王，六章四節宣告我們和基督同死同葬，好叫我們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

羅6:4 所以我們藉着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好叫我們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像基督
藉着父的榮耀，從死人中復活一樣。

羅5:10 因爲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着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旣已和好，就更要在祂的
生命裏得救了。

羅5:17 若因一人的過犯，死就藉着這一人作了王，那些受洋溢之恩，並洋溢之義恩賜的，
就更要藉着耶穌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

我們受浸以後，就成了在復活裏的新人；復活不僅是將來的光景，也是現在的
過程—林後五17，腓三10～11。

路11:25 耶穌對她(馬大)說，我是復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腓3:11 或者我可以達到那從死人中傑出的復活。

我們與基督一同埋葬，進入祂的死裏，並且我們復活了，像祂復活一樣；因此
，我們應當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西二12，弗二5，羅六4。[經歷死與復活]

生命的新樣與賜生命的靈(在復活裏的基督自己/末後的亞當/活的人位)密切相
關；那靈乃是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的路(the way to walk) —林前十五45下。
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乃是一種生活(the kind of living)，對付我們裏面屬亞
當的一切，直到我們完全變化，模成基督的形像—羅八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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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肆] 復活的生命與那靈—成就新樣的生活與服事



我們作爲在基督耶穌裏的新造，需要在靈的新樣裏服事—七6：
羅7:6 但我們旣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現今就脫離了律法，叫我們在靈的新樣裏服事

[serve, 作奴僕服事]，不在字句的舊樣裏。

我們的生活應該有生命的新樣，我們的服事應該有靈的新樣—6節：
• 我們的生活也罷，事奉也罷，都不該有老樣。
• 以我們的事奉[serve, 在敬拜中事奉]來說，不該有律法字句的舊樣，乃該有靈的新樣。

在羅馬六章四節，生命的新樣來自與基督復活的聯合(being identified)，是爲着
我們日常的生活行動。
在七章六節，靈的新樣來自脫離律法/字句的舊樣，歸與復活的基督，是爲着
我們服事神。
靈的新樣與生命的新樣，都是舊人釘十字架的結果—六6。
羅6:6 知道我們的舊人已經與祂同釘十字架，使罪的身體失效，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在七章六節，『靈的新樣』指我們重生之人的靈，有主，就是那靈，住在其
中—提後四22：

提後4:22 願主與你的靈同在。願恩典與你們同在。
羅8:16 那靈自己同(with)我們的靈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 凡與我們重生之靈有關的，一切都是新的；凡出於這靈的，也都是新的。
• 我們重生的靈是新樣的源頭，因爲主、神的生命與聖靈，都在這裏。
• 我們事奉神，應當像保羅一樣，在我們重生的靈裏，憑着內住的基督，就是賜生命的
靈，而不在我們的魂裏，憑魂的能力和才能—羅一9。

羅1:9 我在祂兒子的福音上，在我靈裏所事奉[serve, 在敬拜中事奉]的神，可以見證我怎
樣在禱告中，常常不住的題到你們，

約5:39 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其中有永遠的生命，為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
約5:40 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裡來得生命。 5



基督徒生活是被更新的(being renewed)生活；我們裏面的人需要日
日得更新(to be renewed …day by day) — 林後四16，羅十二2，弗四23：

林後4: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壞，我們裏面的人卻日日在更新。
羅12:2 不要模倣這世代，反要藉着心思的更新(the renewing, 名詞)而變化，叫你們驗證何

爲神那美好、可喜悅、並純全的旨意。[AD60]
弗4:23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be renewed)，[AD64]

我們外面的人漸漸銷毀(being consumed)，但我們裏面的人日日在更新。
在經歷上，我們是藉着破碎和更新(by being broken and renewed)，在成爲新造的
過程中—五17，四10～12，16，弗四22～24：

林後4:10 身體上常帶着耶穌的治死，使耶穌的生命也顯明在我們的身體上。
林後4:12 這樣，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命卻在你們身上發動。
弗4:22上在從前的生活樣式上，脫去了舊人，這舊人是照著那迷惑的情慾敗壞的…；
弗4:24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實際的義和聖中所創造的。
• 就着我們是在基督裏的意義說，我們是新造；但事實上，我們在日常生活裏卻不是那
麼新，因爲我們沒有讓基督作惟一佔有我們、充滿我們，並作我們生命、性情、外表
、和彰顯的一位—加二20，四19，林後三18，弗三16～17。

• 我們雖然得了重生，但在日常生活裏仍有攙雜，因爲我們的生活有一部分是新造，更
大一部分還是舊造—林後五17，羅八4，14。

• 雖然我們的靈已經得了重生，但我們的魂連同魂裏心思、意志、情感的功能仍在舊造
裏，需要得更新—十二2，弗四23。

• 十字架是爲我們成就更新的最大幫助—太十六24，林後四10～12。
• 得更新就是得着神常新的素質分賜到我們裏面，頂替並排除我們老舊的元素。
• 藉着(Through)更新的過程，我們從舊造的範圍遷到新造的範圍裏，成爲新耶路撒冷。6

※[伍] 漸漸得更新的祕訣—神聖元素(性能)+破碎+苦難



在基督徒生活裏，我們爲着神的定旨需要經過更新的過程(to pass through the

process)—這乃是一個包含苦難的過程(a process that involves suffering) —羅八
17～18，林後一7，四10～11，17，彼前四13，五9：

羅8:17 旣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只要我們與祂一同受苦，
好叫我們也與祂一同得榮耀。

羅8:18 因爲我算定今時的苦楚，不配與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相比。
林後1:7 我們爲你們所存的盼望是確定的，知道你們旣是同受苦難，也必照樣同受安慰。
林後4:11 因爲我們這活着的人，是常爲耶穌被交於死，使耶穌的生命，也在我們這必死的

肉身上顯明出來。
林後4:17 因爲我們這短暫輕微的苦楚，要極盡超越的爲我們成就永遠重大的榮耀。
彼前4:13 倒要照着你們有分於基督苦難的多少而歡樂，使你們在祂榮耀顯現的時候，也可

以喜樂歡騰。
西1:24 現在我因着爲你們所受的苦難喜樂，並且爲基督的身體，就是爲召會，在我一面，

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
加4:19 我的孩子們，我爲你們再受生產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裏面。
彼前5:9 你們要抵擋他，要在信上堅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遭遇同樣的苦難。
• 我們命定要受苦，爲要叫我們得更新；一切苦難都是叫我們得更新的過程—西一24，
腓一29，林後一6，四17。

• 神所分派給我們(has assigned to us)的一切苦難只有一個[獨特的]目的(one unique

purpose)，就是要更新我們(to renew us) —羅十二2，弗四23，多三5。
• 我們所經過的苦難，乃是一個[神聖遷移]過程，將我們從舊造的範圍遷到新造的範圍。
• 我們爲了得更新所經過的苦難，與我們得更新的榮耀不能相比—林後四17～18。
• 我們經過患難的時候，在我們裏面需要日日不斷的有更新(to be a continual renewing 

taking place in us day by day…)，使神能完成祂的心意—弗一4～5，9，11～12。 7



當裏面的人因基督復活生命新鮮的供應而得着滋養(is nourished with the fresh

supply)時，裏面的人就更新了—約十一25，腓三10：
約11:25 耶穌對她說，我是復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腓3:10 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 我們外面的人因着死的殺死工作逐漸銷毀；我們裏面的人—我們重生的靈，連同我們
裏面的各部分—卻因復活生命的供應，得以日日新陳代謝的更新—耶三一33，來八10，
羅七22，25，十二2，林後四16，弗四23。

• 我們裏面的人越得更新，我們魂[被靈所浸透的]的功用也越得更新—羅十二2。
• 我們調和的靈(mingled spirit)擴展(spreads into)到我們的心思裏，成了我們心思的靈；
在這樣的靈裏，我們得以更新而變化(we are being renewed for our transformation)。

因爲我們已經從神而生，成爲神的兒女，有神的生命和性情，我們眾人都有神
聖的元素(element)在裏面加力(energizing)—約一12～13，三15，約壹五11～12，彼

後一3～4：
• 在這神聖的元素裏有[是]更新的性能(is the renewing capacity)—羅十二2。
• 在基督的復活生命裏，這神聖的生命有更新的性能(has the renewing capacity)。
• 神聖生命裏的性能(capacity)在我們一切的行動上(all our actions)更新我們。
• 我們需要經歷並享受(experience and enjoy)基督復活生命裏更新的性能(the renewing 

capacity)，使我們裏面的人能日日得更新—林後一9，四16。
林後1:9 自己裏面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復活的神；
林後4: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壞，我們裏面的人卻日日在更新。
加2:20上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
弗3:16 願祂照着祂榮耀的豐富，藉着祂的靈，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
弗3:17 使基督藉着信，安家在你們心裏，叫你們在愛裏生根立基，
腓1:21 因為在我，活著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 8



Katzung et al. Basic & Clinical Pharmacology, 15e

intravenous infusion of 28 mg/h. (t1/2 = 8.1/h  8.1 x 3.3 t1/2)

the doses for 24-hourly administration are 672 mg.

the doses for 8-hourly administration are 224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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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維持並持續在靈中的關鍵與祕訣

破碎且包含苦難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