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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我們看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第一章第 30 節上一半，林前

第一章第 30節，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本乎神，我們再看第 15

章，哥林多前書第 15 章， 我們從第 45節念到第 49節，15章 45節：

經上也是這樣記著說，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有靈的活人。末後的亞當，

成了叫人活的靈。但屬靈的不在先，屬血氣的在先。以後才有屬靈的。

頭一個人是出於地，乃屬土。第二個人是出於天。那屬土的怎樣，凡

屬土的也就怎樣。屬天的怎樣，凡屬天的也就怎樣。我們既有屬土的

形狀，將來也必有屬天的形狀。 

請我們低頭禱告，主我們一同在這裏仰望祢，因為祢的話就是真

理，真理能叫我們得著自由，所以我們仰望祢釋放祢的話語，叫祢的

真理能種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裏，叫我們在祢的裏面得著自由，聽我

們的禱告，奉主耶穌的名，阿門。 

早晨我們在這裏交通的乃是在基督裏，我們昨天早晨已經稍微交

通一點在基督裏有些什麽，也可以說我們交通一點基督是什麽。當我

們說到基督的時候，究竟我們所認識的基督有多少，是不是我們所看

見的基督就是一點點的，或者我們看見基督如同神看見基督一樣，我

想在這裏有一個極大的分別，如果神開我們的心眼叫我們能看見基督

如同神看見基督一樣，我相信在我們生活的裏面要有極大的改變。因

為神的話告訴我們說，神一切的豐富都居住在基督的裏面，神本性一

切的豐富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的裏面。我們沒有一個人能完全明

白神的豐富，沒有一個人能完全地明白神本性一切的豐富，神本性的

豐富就是神祂的自己，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能測度祂的豐富是多豐富，

但是所有神本性的豐富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的裏面，神是怎樣的

一位神都居住在基督的裏面，祂一切的性情和性格都居住在基督的裏

面，沒有一點減少，因為父與子原為一。 

我們看見不但神本性的豐富都居住在基督的裏面，我們也看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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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一切的旨意都在基督的裏面，我們可以這樣說除了基督之外，神沒

有旨意。我們也看見說神一切的計劃和祂的工作都居住在基督的裏面，

在基督之外神沒有計劃，神也沒有工作。我們也看見說神一切的應許

都是在基督的裏面，如果不是基督的話，神沒有應許；如果不是藉著

基督的話，沒有一個應許能得以完成的。所以這個就是在基督裏面的

那個豐盛，神要我們能看見這個豐盛，好叫我們能起來追求這位的主。

我們昨天早晨也說過，如果我們在基督之外有所追求的話，好像我們

的基督是不夠，你就要看見我們就被引到那個錯誤的裏面去，所以我

們需要像希伯來書十二章所說的我們要望斷於基督。 

今天早晨我們願意再進一步來看在基督裏，我們要來看說我們怎

樣能得以在基督裏，我們已經看見在基督裏的豐富了，現在我們要知

道怎樣能進到這個基督裏面去，我們需要在這裏看說救恩給我們什麽，

救恩究竟要我們得著什麽，當我們想到救恩的時候，我想我們立刻就

想到我們的罪得著赦免，我相信這是救恩裏面對我們來講是一件很榮

耀的事情。當我們死在罪惡過犯中的時候，當我們被罪的重擔所壓制

的時候，當我們在罪的裏面在那裏嘆息的時候，感謝贊美神，救恩臨

到我們身上，主耶穌為我們的罪流了祂的寶血，當我們接受我們主耶

穌的時候，祂的寶血就把我們的罪全部洗清，叫我們裏面能得著平安，

叫我們真實好像行走在空中一樣。 

我想罪得著赦免實在是一件最快樂的事情，這是救恩所給我們的

一點，或者我們也想到說，救恩不單是叫我們的罪得著赦免，這個是

比較消極的。我們也看見救恩做了積極的工作，好像我們弟兄所已經

提及的能叫我們得以稱義，本來我們不能，不敢也不配來到神的面前，

因為我們如果到神面前的話，我們必定要被擊殺。但是感謝贊美神，

因著主基督耶穌的救恩，祂叫我們在神的面前被稱為義，好像我們從

來也沒犯過罪一樣，叫我們能坦然無懼來到神的面前，我想這個實在

是救恩給我們的一個極大的恩典。 

我們每一次來到神面前的時候，不是憑著我們自己，我們每一次

來到神面前乃是穿戴了基督，因為基督是我們的義，這是救恩所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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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弟兄姊妹有的時候，如果我們早晨起來的時候，我們裏面很平

安，我們來到神的面前，好像我們很有膽量，但是到了晚上的時候，

經過了一天的生活，好像我們有一點軟弱，有一點失敗，當我們來到

神面前的時候，我們的裏面就有點懼怕，我們不知道我們的神會不會

接納我們，我想這是很多基督徒他有的感覺。但是我們要知道這是一

個錯誤，因為我們來到神的面前不是靠著我們自己的好和壞，我們好

也不能到神的面前，我們壞也不能到神的面前，我們今天在神的面前

有一個地位，叫我們能來到祂的面前，不是因為我們自己，因為基督

是我們的義。弟兄姊妹，我們可以改變，但是我們的義永遠不改變，

所以因著祂是我們的義，我們隨時隨刻可以來到神的面前，這個實在

是一個極大的恩典。 

救恩給我們帶來什麽呢？救恩叫我們能進到幔內，本來在舊約的

時候，我們看見沒有人能進到至聖所的裏面，因為神的榮耀在至聖所

裏面，沒有一個人配進神的榮耀，大祭司一年一次，他帶著血，他點

著香，他才能到幔子的後面，在那裏為百姓贖罪，表明進入至聖所的

道路還沒有通達。但是感謝贊美神，因著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祂鋪開

祂自己的身體，祂為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闊的道路，讓我們能坦然無

懼來到至聖所裏面，我們隨時隨刻，我們都能靠著主的血，因著祂的

馨香，我們能來到神的面前，來親近神，來敬拜神，來贊美神的榮美，

弟兄姊妹這是救恩能帶給我們極大的恩典。 

不單是這樣，救恩還帶給我們什麽呢？我想如果我們要數算的話，

恐怕弟兄姊妹要住在這裏等到明天或者後天了。嚴格的說來我們要數

算救恩要帶給我們的，我們在永世裏面我們還在那裏數算，我想還是

等到永世去數算吧，因為我們還活在時間的裏面，我們還受一點時間

的限制，弟兄姊妹，救恩帶給我們這許許多多的恩典，但是這些都不

過是現象而已，這些還不是祂的根源，這些可以說是枝節而已，也不

是祂的根。救恩究竟帶給我們什麽呢？弟兄姊妹，我們看見那個救恩

所帶給我們的那個根源，在神的話語裏面，祂總是要我們回到那個源

頭去，如果我們今天所摸著的不過是一件現象，不過是一點點枝節，

我們得了這個，就失了那個。但是神總是要把我們帶到那個源頭裏頭



 

5 

 

去，因為到你被帶到源頭去的時候，你就看見這一切都在那個源頭的

裏面，你就沒有失落任何的一點。 

所以當神拯救我們的時候，當救恩臨到我們的時候，弟兄姊妹你

知道神做了一件了不得的事情，那件事就是把我們放在基督的裏面，

神把我們放在基督裏，這一個是神在救恩裏面所給我們做的那一個事

情。很多時候我們只知道罪得著赦免的恩典，我們也許經歷一點稱義

的恩典，我們經歷一點能坦然無懼來到神面前的恩典，但是我們沒有

知道說神把我們放在基督的裏面， 因著這個緣故， 在我們屬靈的長

進上就發生了難處。 

所以弟兄姊妹，我們今天早晨要來看神怎樣把我們放在基督的裏

面，因為這個是救恩的根源，我們要知道我們怎樣在基督裏，我想最

容易叫我們明白的，就是我們要知道我們怎樣在亞當裏，我想我們每

個人都有足夠的經歷，所以我們還是要從在亞當裏來開始。在聖經的

裏面，只有兩個人，雖然今天在世界上不知道有千千萬萬的人，在這

個幾千年人類的歷史上面，我們沒有辦法計算有多少的人，但是在神

的面前只有兩個人。頭一個人的名字叫作亞當，第二個人的名字叫做

基督，除了這兩個人，沒有第三個人，神當時創造人的時候，祂就用

泥土來做成一個人身體的形狀，然後他吹氣在人的鼻孔的裏面，這個

人就立刻成為了一個有靈的活魂。我們知道神的氣進到人的裏面，就

成了人的靈，因為氣和靈在原文裏是一個字，當神吹氣在這個泥土造

成的身體裏面的時候，人裏面就得著了一個靈，這是人的靈。然後靈

與體接觸的時候，就產生了一個魂，是一個活的魂，因為我們人就是

一個活的魂，我們外面有一個身體，能接觸在物質界裏面的東西，我

們裏面有一個靈，能接觸神因為神是靈，我們裏面是一個魂，所以我

們能接觸我們自己。我知道我有這個人，因為我思想，因為我有意誌，

因為我有我的情感，這是代表我這個人，所以神所造的頭一個人乃是

有靈的活魂。 

為什麽神給他一個靈呢？我們知道動物他有身體他有魂，但是只

有人為萬物之靈。只有人是有靈的，因為神創造我們的目的是要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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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祂相交，要從祂那裏接受祂非受造的生命，好叫我們在生命的裏面

與神聯合，這個是神造人的目的。但是很可惜，我們的祖宗亞當他違

背了神的命令，神的話說你不能吃這棵知識善惡樹上的果子，因為你

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亞當吃了這個果子，他又活了 900 多歲，並且

生兒養女，是不是神的話，不兌現呢？不是的，因為是他吃那個禁果

的時候，他的靈向著神就死了，他與神之間就不能交通，雖然他是一

個活的魂，但是他的靈向神已經死了。 

所以我們今天稱他為一個天然的人，什麽叫做天然的人呢？你知

道在哥林多前書裏面第二章說到那個屬血氣的人，這是我們中文的翻

譯，屬血氣的人，在原文頭是天然的人，天然的人是什麽意思呢？就

是一個墮落的亞當，他的靈向神已經死了，他今天是活在它的血氣裏

面，他活在那個天然的裏面，所以聖經怎麽說呢？他說一個天然的人

不領會屬靈的事情，因為他認為這些都是愚拙的；一個天然的人他不

知道屬靈的事情，他不但不知道，他也不能接受靈的事情，因為他與

神是隔絕的，這是第一個人。 

聖經告訴我們說第一個人是出於地的，他是從地上出來的，所以

他是屬土的，換一句話說，他的來源是地，他的性質是土，所以一個

屬土的人，這個亞當，他的性情，他的性格，他的行為，他的生活，

一切都是在天然的裏面，一切都是在土裏面，一切都是與世界連在一

起的，這個是亞當，這個就是我們的祖宗。但是聖經也告訴我們，亞

當他不但是一個人，亞當也是一個元首，他不但是個個人，他也是個

團體的人，亞當是一個人，但是他不止是一個個人，因為他是第一個

人，他是我們的元首，所以你就看見說所有從亞當生的都在亞當的裏

面，不然的話你要看見世界上有千千萬萬無數的人了。 

但是因為神在那裏說地上只有兩個人，亞當和基督，所有從亞當

生的，都是在亞當的裏面，弟兄姊妹，我們生到世界上來的時候，不

管今天你姓什麽，實在說來你所承受的乃是一直追蹤到亞當去，我們

所有生到世界上的人，都是生在亞當的裏面。亞當怎樣是屬土的，我

們也照樣是屬土的，亞當的生命是我們的生命，亞當的性情是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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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亞當的性格是我們的性格，亞當的生活是我們的生活。亞當是

一個很大很大的人，他把我們所有的人都包裹在裏面，有的人表現亞

當的這一部分，有的人表現亞當的那一部分，但是不管你所表現的什

麽都是亞當，你天然的忍耐也是亞當，你天然的著急也是亞當，所有

出於天然的都是亞當，凡是亞當說是的就是你所是的。所以實在說來

我們也不能說這個人比那個人好，因為我們都是半斤八兩，弟兄姊妹

是不是這樣呢？ 

凡亞當所是的就是我們所是的，你沒有辦法脫出這個亞當 ，這

個是聖經裏頭那個元首的原則。因為在神的眼中開來，亞當是第一個

人，同時我們也看見說基督乃是第二個人，不但亞當他所是的就是我

們所是的，亞當一切所做的就是我們所作的。亞當在伊甸園裏面，他

吃了這個分別善惡樹的果子，他違背了神的命令，因為他一次的罪行，

我們都死了。弟兄姊妹，亞當所做的就是我們所作的，因為什麽呢？

因為我們在亞當裏面。 

希伯來書第七章裏面，我們可以把他看一看，希伯來第七章，希

伯來書第七章講到亞伯拉罕和麥基洗德的事情，當亞伯拉罕打了勝仗

回來的時候，麥基洗德來迎見他，麥基洗德是永生神的祭司，他就祝

福亞伯拉罕，亞伯拉罕就把十分之一給了麥基洗德，第 9 節，並且可

說 ，那受十分之一的利未，也是借著亞伯拉罕納了十分之一 。因為

麥基洗德迎接亞伯拉罕的時候，利未已經在他先祖的身中。 我們知

道在以色列人的中間呢，利未這個支派是分別出來來事奉神的，當然

今天我們不能再回到那個裏面去，因為神的救恩已經把我們所有的人

都成為祭司。 

彼得前書告訴我們說，我們都是君尊的祭司，不是十二個支派中

只有一個支派來事奉神，這個是神應急的那個辦法，神原來的意思要

所有以色列的百姓都成為一個祭司的國度，今天主的救恩就是把我們

帶到神當初的新約裏去。所以我們所有的弟兄姊妹蒙恩得救的人都是

祭司，祭司就是事奉神，你可以帶著副業，但是你的正業乃是事奉神。

不過呢在舊約的時候，因為利未人在地上沒有產業，神是他們的產業，



 

8 

 

所以以色列人又把十分之一分別出來給利未人， 但是聖經給我們看

見，亞伯拉罕他把十分之一給麥基洗德， 所以那個接受十分之一的

利未在亞伯拉罕的身體裏面也向麥基洗德獻上十分之一，我不知道弟

兄姊妹跟的上跟不上呢？因為亞伯拉罕把十分之一給麥基洗德的時

候，聖經說利未已經在亞伯拉罕的身體裏頭了，因為我們知道利未是

從亞伯拉罕裏面出來的，雖然隔了好幾代，但是神說已經在亞伯拉罕

的身體裏頭了，所以亞伯拉罕獻十分之一的時候，就是利未獻上十分

之一，這個是聖經裏頭代表的原則。 

聖經裏頭有元首的原則，我們已經提過了，在這裏給我們看到聖

經裏有代表的原則，亞伯拉罕所作的就是利未所做的，為什麽我們這

一班生在亞當裏的人生下來就是罪人呢？亞當是因著犯罪而作罪人

的，他沒有犯罪的時候他不是罪人，他也不是一個聖人，他是一個中

和的人，但是他一犯罪就成了罪人了，但是你我呢，我們生下來就是

罪人，因為我們是罪人，所以我們犯罪，這個是亞當不同的地方，那

麽我們在那裏要說了，那亞當他在那裏犯罪，為什麽我們就成了罪人

呢？ 因為我們已經在亞當裏頭了，雖然我們離開亞當也不知道隔了

多少代。 

我在中國的時候我認識一個弟兄，他說我們中國人總是講到這個

周文王，他有 100 個兒子，他把這 100 個兒子分在中國各處的地方 ，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中國人的百家姓了，我碰到一個弟兄他是第 100代。

我們今天都是從亞當傳下來的，當亞當在那裏犯罪的時候，你我在他

的身體裏頭犯了罪，他所作的就是代表我們所作的， 所以我們生下

來就已經是罪人了，我們看看羅馬第五章，第 15 節只是過犯不如恩

賜。若因一人的過犯，眾人都死了，何況神的恩典，與那因耶穌基督

一人恩典中的賞賜，豈不更加倍地臨到眾人嗎？這裏說若因一人的過

犯，眾人都死了，應著亞當一個人的過犯，我們都死了，我們的靈都

死了，所以今天一個在亞當裏生下來的人，靈是死的。他可以是世界

上的一個天才，他能明白天文地理，但是他不能認識神，因為他的靈

是死的，他是一個天然的人，因著一個人的過犯，眾人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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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節：因一人犯罪就定罪，因著亞當一個人犯罪的緣故，我

們都被定罪了，我們今天都在神審判的定罪底下。第 17 節，若因一

人的過犯，死就因這一人作了王 。今天世界上的人雖然活在地上，

但是死是在我們身上作王。我們再看 18 節，如此說來，因一次的過

犯，眾人都被定罪，19 節，因一人的悖逆，眾人成為罪人。所以你在

這裏看見說，因著亞當他犯了罪，我們都被定罪了，我們都死了，這

個是代表的原則，在這裏同時你也看見還有一個原則，其實都是連在

一起的，就是一人與眾人的原則，你在這裏看見一人眾人，一人眾人，

這個一人他說是的就是眾人是的，一人所作的就是眾人所做的，因為

亞當是一個元首。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知道不知道，我們沒有信主的時候我們是

在亞當裏，當我們信主的時候，你為什麽信主？你信主或者是因為你

覺得你的罪很重，聖靈打動你的良心，叫你看見你自己的罪，看見罪

的可惡，看見罪的可怕，或者你在那裏看見罪的結果乃是死，很多人

是怕死，並且知道死後還有審判，不會一死了事的，不是那麽方便的。

因著這些的緣故，你就悔改信靠主耶穌基督，或者你感覺你這個人沒

有義，沒有公義，所以你就要來接受主耶穌做你的公義。 

但是弟兄姊妹有沒有一個人他信主耶穌因為他感覺自己是在亞

當裏呢？我想如果你信主因為你看見你在亞當裏的話，那你的這個得

救是個厲害的得救，這樣你對於救恩的領會，不是皮毛的乃是徹底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的需要是脫離亞當，我們這些人都是在亞當裏

面，如果你在亞當裏，你就沒有辦法，你可以想法子改良改良你自己，

你可以用教育的方法來教育教育，你可以來改進改進，你可以來修行

修行，你可以用各種各樣的方法盼望能改良你自己，但是凡是你所做

的，都是皮毛的。不過是在外面裝飾品裝飾而已，你這個裏面源頭源

頭不變，好像聖經說原味不變一樣。你出來的良善也是亞當的味道，

你出來的修行也是亞當的味道，當然你出來的犯罪也是亞當的味道，

你出來的事奉神也是亞當的味道，你總是脫不出亞當。 

保羅在那裏說我真是苦呀，所以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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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保羅在羅馬第七章 24節說這句話，也是有一個歷史的背景的。

不但是保羅自己的經歷，並且這個經歷還有歷史上的一個背景，聽說

在羅馬的時期，他們有一種的刑罰，如果一個人能謀殺了另外一個人，

他們就怎麽辦呢？就把這個殺人的和被殺的人，把這個屍體和謀殺人

的人綁在一起，面對面，腳對腳，眼對眼，口對口，就把這個屍體和

這個人綁在一起，讓這個屍體汙化的毒慢慢進到那個活人的裏面，直

等到這個人也死了。保羅他在那裏說這句話的時候，他就說我真是苦

呀，誰能救我脫離綁在我身上的這個取死的身體。而這個綁在他身上

的那個屍體，不是別的就是他自己，就是在亞當裏的他的自己，他綁

在一起他沒有辦法能脫離，這一個死的那個毒啊，不斷的在那裏叫他

死，他說我要做的我不能做，我不要做的我偏偏去做，我沒有辦法，

誰能救我脫離亞當？弟兄姊妹，在我們的裏面有沒有這個呼喊的聲音，

誰能救我脫離亞當？親愛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亞當裏你毫無救恩，

沒有救法，有一天你在亞當裏，有一天你要說我真是苦呀。今天我們

的需要是脫離亞當，我們怎麽樣能從亞當裏頭出來？這個是我們最大

的需要。我們怎麽進到亞當裏頭去的，我們進到亞當裏是記作生的，

不是我們加入亞當，如果你知道亞當是怎麽一回事，我想你不願意加

入的，我們是生在裏頭的，我們沒有揀選，我們沒有辦法，我們生下

來就生在亞當裏面，那我們怎樣能脫離亞當呢？如果我們是生入的，

那麽我們死出來，只有一個辦法能從亞當裏出來，那個就是我們死了

如果我們死了，我們就向亞當死了，所以你在這裏看見死是脫離亞當

唯一的辦法。 

但是你我死不得，如果我們死了就是死了。所以你在這裏看見神

奇妙的救恩，有的時候我心裏在那裏想，為什麽神這樣做，一個人犯

了罪，就叫我也定罪了，我又沒有吃分別善惡樹的果子，為什麽我也

要死呢，這個不公平。但是弟兄姊妹，我真的感謝贊美神，因為這個

原則乃是救恩的道路，如果沒有這樣的原則，我這個人完了，我犯罪

我就沈淪了。但是感謝贊美神，神把所有的人都放在亞當裏頭，等到

第二個人來的時候，祂不但是第二個人，聖經說主耶穌基督是第二個

人，同時祂也是末後的亞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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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奇妙的事情，祂是第二個人，祂也是末後的亞當，我們中國

人說我們的祖宗乃是黃帝，所以我們都是黃臉的，我們都稱我們是黃

帝的子孫，那你記得在中國的神話裏面，有一次黃帝與蚩尤戰爭，那

個時候有大霧在那裏，那個就是發明指南針的時候了，那個時候黃帝

他打了勝仗，那假如說那一次勝仗的時候，蚩尤把黃帝殺死了，那麽

弟兄姊妹請問你，我們中國人你今天會不會在這裏呢？如果黃帝死了

就沒有黃帝的後裔了，所以你就看見說幸虧黃帝打了勝仗，所以今天

還有這些黃帝的後裔。我們的主耶穌是末後的亞當，什麽叫做末後的

亞當呢？比方說我姓江，如果今天我是江家末後的一個子孫了，那麽

如果我死了，這個江家就沒有了，今天在大陸裏面，我們知道人死了

之後啊，在墓碑的上面去刻字，如果這個人已經死了，他的字是黑字，

如果這個人還沒有死，先替他預備一個墓的話，他這個字就是紅字。

但是如果這個家這個姓還有人活著的話，那麽這個姓它是紅字。如果

這個姓這家人沒有人了，那麽連這個姓也是黑字了。 

那麽你在這裏看見說基督是末後的亞當，當基督死的時候，亞當

的族類就了結了。亞當就沒有後代了，以後就沒有在亞當裏的人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在這裏看見神奇妙的救恩，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但

是在基督裏眾人都要復活，我們的主乃是第二個人，祂不但是第二個

人，祂也是最末後的亞當，當祂去十字架上的時候，祂就把所有在亞

當裏的人都帶到了十字架上了，當祂死在十字架上的時候，亞當的種

類就結束了。 

所以在羅馬第 6章給我們看見，羅馬六章 6 節，因為知道我們的

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仆。這裏的

舊人就是指著亞當說的，這個舊人是單數的，是指做亞當說的，不管

是你是我，我們都在這個舊人的裏面，我們都在亞當的裏面，所以我

們的舊人，當主釘十字架的時候，我們的舊人，就是亞當，已經與祂

同釘十字架了，因為祂是末後的亞當，那麽這樣就叫罪身滅絕了，這

個犯罪的身體就失業了，叫我們不在罪的裏面了。 

親愛的弟兄姊妹，感謝贊美神，這個一人與眾人的原則，這個就



 

12 

 

是代表的原則，這個就是元首的原則。在神的面前這個原則就實現了，

所以當主耶穌死在十字架上的時候，我們都死了，亞當死了，在亞當

裏的都死了，當主耶穌從死裏復活的時候，我們在基督裏都復活了。

我們今天是在第二個人的裏面，親愛的弟兄姊妹，所以在彼得前書第

一章第 3節說，我們今天得救，得重生，是因著基督耶穌從死裏復活，

祂的死就是我們的死，祂把亞當結束了；祂的復活就是我們的復活，

叫我們能進到第二個人裏面去。 

當我們信主耶穌的時候，不但祂復活的生命進到我們裏面來，神

就把我們放在基督裏面去了，死叫我們脫離亞當，復活叫我們進到基

督裏面去。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今天在基督裏，不是因為你做了什

麽事，不是因為你積了夠多的功德，叫你能進到基督裏面，也不是你

多壞，所以你不能進到基督裏面去。你們得在基督裏是本於神，是神

的恩典，是神的憐憫，是基督耶穌得拯救，把我們生到了基督裏面去

了。 

親愛得弟兄姊妹，這個是救恩，救恩是把我們從一個地方搬到另

外一個地方，從亞當裏跑出來進到基督裏面去。所以救恩是一個地位

得改變，不光是在現象上有一點變化，乃是在基本上，在我們的地位

地方上，已經起了一個極大得改變，就像聖經所說的，神把我們從黑

暗的權勢底下拯救出來，把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度裏面。親愛的弟兄

姊妹，今天你是在亞當裏呢？或者你在基督裏？如果你在亞當裏你毫

無辦法，你沒有盼望，無論你怎麽努力，你沒有辦法脫離這個亞當，

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 

弟兄姊妹，你所有的盼望都是在基督裏頭，所以今天的問題都在

這裏，你在亞當裏呢？或者你在基督裏？如果你在亞當裏，你就不能

在基督裏，如果你在基督裏，你就不會在亞當裏，生命和死亡沒有交

通，光與暗沒有相交。按著真理來說，我們昨天已經說過什麽叫做真

理呢？真理就是神在基督裏為我們做成的，所以就著真理來說，一個

信主耶穌基督的人，神已經把他從亞當裏死出來，叫他生入基督裏面

去了。若有人在基督裏，那裏就是一個新的創造，一個人如果在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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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的話，那裏就是一個新的創造，舊事已過，一切都變成新的，一切

都是出於神。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今天是在基督的裏面，在基督裏面就有一

個新的創造，在基督裏沒有舊的東西，亞當的性情，亞當的習慣，亞

當的行為，不管是好是壞，都過去了，因為在基督裏都是新的，都是

出於神的。就著真理來講，這是絕對的，真理是絕對的，親愛的弟兄

姊妹，我們今天的問題在哪裏呢？就是我們的經歷和真理配不上去，

經歷我們也已經解釋過了，經歷乃是聖靈今天在你裏面，把基督所做

成的做到你裏面去，所以經歷是相對的，真理是絕對的，真理和經歷

應當是合一的，如果不合一的話就有問。弟兄姊妹，今天就著我們的

經歷來講，是不是有得時候在基督裏，有的時候在亞當裏呢，也可能

在亞當裏的時候比在基督裏的時候還多一點，真理來說這是不可能的，

你不在基督裏就在亞當裏，你不在亞當裏，就在基督裏，這是絕對的。

但是可憐我們在經歷的裏面，常常看見這兩個合不起來，原因在哪裏？ 

第一個原因，因為我們對真理不夠認識，如果我們對真理有夠清

楚的認識，我們的舊人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所以羅馬第六章第 11

節說：我就在基督裏我算自己向罪是死了，在基督裏我算我自己向神

是活著的，你怎麽能這樣的計算呢？你的信心從哪裏來的呢？乃是你

看見了絕對的真理，你看見了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功的工作，你看見基

督已經把你帶到十字架去了，既然如此，你就能計算說感謝神我已經

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在的不在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

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以神兒子的信而活，祂是愛我為我舍己。親愛

的弟兄姊妹，我們需要對真理有更深的認識，用信心來接受這個真理，

真理叫我們得著自由。  

第二個原因，我們不夠順服聖靈的引導，聖靈要把基督作成的作

在我們的裏面，但是很多的時候我們不順服，因為不順服的緣故，我

們就不能經歷在基督裏的豐富。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今天需要

用信心站在基督的裏面，什麽時候你不住在基督裏的話，在經歷上你

就落在亞當裏面去了。難怪那些舊事都重演了，在基督裏舊事已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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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變成新的了。所以求主開啟我們的心眼，叫我們看見說神已經

把我們放在基督裏，我們要活在基督的裏面，像我們的弟兄晚上所說

的基督就要活在我們的裏面。 

我們低頭禱告：我們的神我們實在感謝贊美祢，因為祢做了大事，

祢的拯救是何等的徹底，祢把我們從亞當裏拯救出來。能叫我們今天

在基督的裏面，這是何等的地位，這是何等的恩典，我們今天能脫離

亞當，脫離亞當一切的性情，脫離亞當一切的行為。我們今天能接受

基督，接受基督的生命，接受祂的性情，接受祂的工作，我們感謝贊

美祢，把榮耀都歸給祢，奉主耶穌的名，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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