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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课：独特又奇妙的新生活 

——成聖之路 
 
 

 

寻   求   福   音 
 
1、吸引你来查经的主要原因，是基督教的教义，还是基督徒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2、基督徒都是聖人吗？你有没有碰到过表现很差的基督徒？有何感想？ 

3、既然得救是因信称义不靠行为，那么信了耶稣以后，为什么还要强调好行为呢？ 

4、成为基督徒以后，是不是就无灾无病无苦难，一帆风顺福满满？ 
 

 
 
 
 

认   识   福   音 
 

加拉太书 5:25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以弗所书 4:1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4:2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4:3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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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唯靠聖灵因信称义，不靠任何自己的行为，也可以说是因信成聖，这是指身份、 

地位上的成聖(哥林多前书 1:2，6:11)，得到新生命，这是一次性的成聖。接着每个有 

新生命的人还需要继续不断地靠圣灵行事，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这就是我们 

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必须要走的因信操练成聖的道路，活出新生命，这是一辈子要 

实践的成聖，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有的独特又奇妙的新生活。 

 

一、新生活与新生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1、新生命是根，新生活是果；新生命是里，新生活是表。 
 

马太福音  12:33 （耶稣说）你们种好树就结好果子，种坏树就结坏果子；  
        凭着果子就能认出树来。（新译本） 

诗篇 1:3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2、新生活是新生命带来的真自由。 
 

约翰福音 8:31 耶稣对信祂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 

8:32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8:36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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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生活是新生命健康成长的保证。 

彼得前书 2:2 像初生婴孩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好叫你们靠它长大，进入救恩。（新译本） 

提摩太前书 6:18 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或作：体贴）人， 

6:19 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4、新生活不是出世的：是在世并胜世的，不是一帆风顺，是会有苦难和要付出代价的。 
     约翰福音 16:33 （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约翰福音 14:27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马太福音 16:24 於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16:25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或：灵魂，下同）的，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 

16:26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麽益处呢？人还能拿什麽换生命呢？ 

16:27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著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 
 

基督徒的特权和福气不是再没有苦难，基督徒同样会有疾病、同样可能遇到灾害、同 

样早晚要死。基督徒的特权和福气乃是在苦难中能有神宝贵的同在，以及祂所赐的属 

天平安、喜乐和力量来承载苦难，更能胜过苦难，在苦难的地上活出属天的新生活。 
 
 

二、新生活的内容 

1、读圣经——属灵的粮食、成聖的真理 
提摩太后书 3:15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3:16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 
於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3:17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原文为:装备好,见新译本及各英译本）,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彼得前书  2:2 像初生婴孩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好叫你们靠它长大，进入救恩。（新译本） 

約翰福音   17:17 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i） 读经的功能：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 

（ii） 读经的目的：叫属神的人得以装备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iii）读经的实行： 

a. 每日灵修：与祷告、默想结合，不一定很多，按计划进行，可适当参考灵修 

材料，最好清晨(No Bible, No Breakfast！) 

b. 时时处处有空： 

   就读(多读、通读，可从读经一年一遍开始) 
   就问(问神、问人、问书) 
   就想(反复、认真) 
   就写(及时记下亮光、领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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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背(从少、从重要的经文开始) 
   就用(从日常生活、从近处、从小事、从容易的事开始) 

 
读经一定要持之以恒:不论做得好坏、不论进步快慢,永不灰心、永不懈怠、永不放弃。
要把经文牢记在心，并应用到祷告和生活见证中。 
 
 

2、祷告——属灵的呼吸 

以弗所书 6:18 靠著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腓立比书 4:6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著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4:7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帖撒罗尼加前书 5:16 要常常喜乐，5:17 不住的祷告，5:18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提摩太前书 2:1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 

2:2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约翰福音 9:31 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的祈求，只听那敬畏神、遵行他旨意的人。（新译本） 
 
 

（i） 什么是祷告——与神相交：双向、从属、敬虔、亲蜜、不拘形式和时间地点。 

（ii） 祷告的内容：认罪、敬拜(讚美)、感恩、祈求：为他人和自己。 

（iii）祷告的原则:一定要按照聖经的教导,而不是人的片面甚至错误的想法、要求。 

照神旨意、时时处处、清洁热诚、凭信不疑、谦卑顺服、恒切专一。 
 
 

3、教会生活——属灵的环境，人人应参与 
希伯来书 10:25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原文作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i）教会是神的家——家人不应自外于家 
提摩太前书 3:15 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以弗所书 2:19 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ii）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肢体不能独自生存，炭块不能独自燃烧。 
以弗所书 1:23 教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4:7  我们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 

4:12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罗马书 12:4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12:5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也是如此。 
 

（iii）教会生活的内容：学习奉献、灵命长进、操练事奉、彼此相爱、传扬福音。 

（iv）教会生活的目的、中心——敬拜神、事奉神、荣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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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主作见证（传福音、在日常生活中荣耀神）——属灵的争战（参看第十一课） 
罗马书 1:16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後是希腊人。 

马太福音 10:32 (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 

10:33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马太福音 5:13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後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5:14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5:15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5:16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哥林多后书 2:14 感谢神！常帅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  
                并藉著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几点建议： 

 从对家人、亲人、熟人作起，向外扩展。 

 从自己的生命改变, 生活见证作起(身传),牢记我们是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 

 要紧紧依靠神，祈求神赐下属天的爱心、温柔、谦卑和智慧。 

 不断努力学习真道，时时操练传福音。 
 常常反省，知错就改，永不灰心。 

 

谨记：无论是读经祷告还是教会生活、作见证，都是完全以神为中心，完全依靠神， 
也完全是归于祂，完全是为了神的荣耀，这是基督徒的责任，也是基督徒最宝贵的福 
气，是基督教和其它宗教的根本区别。 

 

罗马书 11:36 因为万有都是本於祂，倚靠祂，归於祂。愿荣耀归给祂，直到永远。阿们！ 
 
 

三、新生活的标志——结出聖灵的果子 
 

加拉太书 5:22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5:23 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5:24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5:25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加拉太书 6:7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麽，收的也是什麽。 

6:8 顺著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著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6:9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6:10 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 
 

以弗所书 5:8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5:9 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 

5:10 总要察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5:11 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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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服   福   音 
 

 

以弗所书 4:21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或:教导，新译本)，学了他的真理， 

4:22 就要除去你们那照着从前生活方式而活的旧人(新译本)，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 

4:23 又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 

4:24 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1、什么是基督徒的特权和福气？ 

2、如何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有神的生命？是真正的基督徒？ 

3、新生活与新生命有怎样的关系？过新生活对得救的基督徒是可有可无的吗？ 

4、新生活有哪些内容？请谈谈你对祷告、读经、教会生活和为主作见证的认识。 

5、其它宗教也有讲祷告的，你认为他们讲的祷告和聖经讲的祷告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6、你打算如何开始过新生活？有什么问题或者困难吗？  

   你今天就可以也应该开始操练敬虔的新生活，让新生命快快地成长、成熟。 

后面所附的表格，可以帮助你常常回到神面前享受祂的恩典，经历祂的同在。 

7、什么是聖灵所结的果子？你最需要学习操练的是什么？ 

8、请挑选一节你喜欢的经文背诵。（建议：加拉太书 5:22－25; 或者 彼得前书 1:15－16 ） 

 
加拉太书 5:22-25 

5:22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5:23 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5:24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5:25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彼得前书 1: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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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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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罪 感恩 祷告、心愿 生活见证 读经心得、问题 

 

 

星期天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