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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独特又奇妙的新生命 
 

 

寻   求   福   音 
 
 

1、信耶稣为了得到好处（如：病得医治、找到工作、家庭幸福…），对不对？信耶稣 

最大的福气是什么？ 

2、如果你已经真诚地作过决志祷告，你是否确信你已经罪蒙赦免，得到永生了？ 

3、你决志以后，有没有感觉到什么新奇的、特殊的变化？你真的是神的儿女了吗？ 

4、成为一个基督徒和成为一个佛教徒（或回教徒、印度教徒…），除了所信的客观内 

容不同之外，你认为在个人主观经历方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5、有人说：“福音就是：今生信耶稣，死后上天堂。所以得救以后，信耶稣的任务就 

完成了，因为天堂的入门券已经到手，就等死后兑现了。”你的看法如何？ 
 

 
 

认   识   福   音 
 

哥林多后书 5: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腓立比书 3:20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3:21 祂要按著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祂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重生、得救、信耶稣（信主）、称义、成为基督徒，这些概念表达的基本上是同一件 

事，只是强调的角度略有不同。这件事就是罪人通过恩典的救赎（罪得赦免）与聖洁

的神和好，得到新生命，成为新造的人，作神的儿女。在第一课中我们曾经说过：

“基督徒最大的特权不是去明白神，而是来经历神。神的儿女最宝贵的福气也不是对

神的观念，而是与神的关系，”这就是亲蜜的新生命关系。所以在决志以后，清清楚

楚地确知自己有了新生命，认认真真地培育新生命的成长，在与神亲蜜的生命关系中

来经历神，使灵命不断长进，就十分重要，是每个基督徒当尽的本分，并且是一生的重

要任务。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基督徒得到的最宝贵的恩典，就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以弗所书第一章)。当然，慈爱的天父也时常供应我们日常所需和物质层面的福气，但

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遵照主耶稣的命令，“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马太福

音6:33)。要始终牢记，我们所有地上的福气，都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地上的彰显；

所有物质上的好处 (身体、家庭、事业……)，都是受属灵的原则决定和支配的结果，

而非我们追求的目的。所有地上的福气都是神恩典的赐予，是神加给我们的(马太福音

6:33)，所以是要深深感恩的。这些都是和我们在重生得救以前，对地上福气的所求、

所想、所享本质完全不同的。 
 

一、新生命的确据（得救的确据） 
 

1、什么是新生命的确据——确知自己永不灭亡 

约翰福音  10:28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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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确据的重要性 
哥林多后书  13:5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不被魔鬼迷惑，不受魔鬼控告，不上邪灵和异端的当，不落入自己的糊塗和软弱中。 
 

3、怎样能有确据 

（i）用信心紧紧抓住神的话，不是以自己的感觉或者情绪为根本依据。 
       约翰福音  5:24 我（耶稣）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  
                    不至於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约翰一书 5:13 我（约翰）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ii）时时体验聖灵的内住，常常经历生命的改变。 
     新生命必有聖灵的内住，内住的聖灵必然会赐下罪蒙赦免的平安，同时引起我们

生活表现的改变，与我们同证。 
 

路加福音 7:49 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麽人，竟赦免人的罪呢？” 

 7:50 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歌罗西书 3:15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 

 且要存感谢的心。 

罗马书  8:14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8:15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8:16 圣灵与我们的心（或：灵，新译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哥林多前书  12:3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马太福音  12:33 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 

 

所以关键是真诚地信奉耶稣，这样，就必定能够罪蒙赦免、聖灵内住、到得永生。 

个人的感觉、情绪不是最重要的，是可能因人而异的。你是否真诚地信奉耶稣了？ 
 
 

二、新生命的成长 
 

1、新生命的成长是因信称义必然的继续——因信操练成聖 
 

加拉太书  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著；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祂是爱我，为我舍己。 

以弗所书  3:17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提摩太前书  4:8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惟独操练敬虔, 凡事有益, 享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新译本) 
 

2、新生命的成长需要坚定的心志和终生持续不断的努力 
 

希伯来书  6:1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初步的道理，努力进到成熟的地步，…(新译本) 

腓立比书  3:13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後,努力面前的， 

      3:14 向著标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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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竞赛的运动员，天天刻苦操练、出代价。 

例如：以前我们不认识神，现在要通过聖经来认识神，阅读聖经、钻研聖经、 

   背诵聖经就需要长期地下大功夫、苦功夫。 
 
 
 

3、新生命的成长需要争战 

（i）外面的恶魔、世俗 
 

以弗所书  6:12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或：有血有肉的人，新译本）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
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雅各书  4:4 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 
 
 

（ii）里面的罪性（私欲、旧人） 
 

彼得前书  2:11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 

 

4、新生命的成长需要有为主受苦的心志（因为一生有外争内战） 
 

腓立比书 1:29 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祂受苦。 

  1:30 你们的争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 
 

彼得前书  4:1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志作为兵器，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4:2 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後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或：私欲，新译本）， 

  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 
 

使徒行传 14:22 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 又说：
「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三、新生命成长的秘诀 

1、对神 
罗马书  12:1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12:2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i）寻求、察验、明白神的心意   

      以弗所书 5:17 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原则：聖经的教导(最重要)，顺服的心志，心中的平安，肢体的印证，环境的显明。 
 
 

（ii）完全顺服，努力遵行（在下一课“独特又奇妙的新生活”中要具体讨论） 
 

腓立比书 2:12 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   
             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工夫。 

   2:13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祂的美意。 
 



43 

 

2、对罪恶（外在的魔鬼、世俗，和内在的罪性） 

（i）逃避 
提摩太后书 2:22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ii）抵挡（对抗） 
希伯来书  12:4 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彼得前书 5:8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5:9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 
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iii）治死 
歌罗西书  3:5 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     罗马书  8:12-14 

 
 

牢记：我们离罪越远，就离神越近。对罪越敏感，就对神越亲。对付罪越经常、越具 

体、越彻底，才有可能慕主更切、识主更真、跟主更紧、遵主更正、爱主更深、事主更

诚，新生命成长更好。  

彼得前书 1:15 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1:16 因为经上记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新生命的成长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但是却是必须从一得救就立刻开始的，并且通过 

每天的日常生活坚持不懈地努力，不能停、不该慢，正像婴儿的健康成长，直到成熟 

的大人。这就是下一课要讨论的“独特又奇妙的新生活——成聖之路” 。 
 

我们应该：完全尊神主权，竭力尽人责任。 
 
 

 

信   服   福   音 
 
 

1、请再次回答前面的第一个问题：信耶稣为了得到好处（如：病得医治、找到工作、    

  家庭幸福…），对不对？信耶稣最大的福气是什么？ 

2、你有 100%的把握你已经得到了新生命（得救了），成为神的儿女了吗？为什么？ 

3、什么叫新生命的确据？ 

4、为什么说新生命的成长是每个基督徒当尽的本分和重要任务？基督徒的新生命如果   

  不成长、不成熟，这意味着什么？有什么后果？ 

5、如何体验聖灵住在我们里面？ 

6、新生命的成长为什么需要争战？是与谁争战？争战的目的是什么？ 

7、新生命的成长为什么需要有受苦的心志？是为谁受苦？是受什么苦？受苦的目的是  

  什么？ 

8、新生命成长的秘诀是什么？为什么说对罪的认识和对付非常非常重要？ 

9、请你从前面各课的聖经经文中，选一、两节最感动你，或者你印象最深的经文， 

  尝试着来背诵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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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     洁     活     祭

(罗马书 16 章 1-2 节，按和合本翻译) 

   F 调   3/4  

       

        

一.  献上身 体，   圣洁活 祭，   神所喜 悦，   理所当 然。 

二.  不要效 法，   这个世 界，   只要心 意，   更新变 化。 

三.  察验何 为，   神的旨 意，   善良纯 全，   神所喜 悦。 

         

                                               


一.   献上身 体，   圣洁活  祭，   神所喜 悦，   理所当 然。 

二.   不要效 法，   这个世  界，   只要心 意，   更新变  化。 

三.    察验何 为，   神的旨  意，   善良纯 全，   神所喜  悦。 

 

(1996 年元旦于洛杉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