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徒的生活 

梁家聲弟兄 

徒 11:26 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首。 
徒 17:28 我們生活、動作、存留、都在乎他．就如你們作詩的、有人說、我們

也是他所生的。 
林後 5:14 原來基督的愛激勵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了．

15 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不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

死而復活的主活。 
加 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不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

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 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

我、為我捨己。 
 
第一堂、幔內的生活─進入幔內瞻仰榮耀基督 

 285 我已得佳美信息; 269 進入幔內出到營外 
一、舊約時代幔子的阻隔 
利 16:2 要告訴你哥哥亞倫、不可隨時進聖所的幔子內、到櫃上的施恩座前、

免得他死亡、因為我要從雲中顯現在施恩座上． 
來 9:6 這些物件既如此豫備齊了、眾祭司就常進頭一層帳幕、行拜 神的

禮．7 至於第二層帳幕、惟有大祭司一年一次獨自進去、沒有不帶著

血、為自己和百姓的過錯獻上． 
 
二、永遠的大祭司為我們進入幔內 
來 6:17 照樣、 神願意為那承受應許的人、格外顯明他的旨意是不更改的、

就起誓為證．18 藉這兩件不更改的事、 神決不能說謊、好叫我們這

逃往避難所、持定擺在我們前頭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勵．19 我們有

這指望如同靈魂的錨、又堅固又牢靠、且通入幔內。20 作先鋒的耶

穌、既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成了永遠的大祭司、就為我們進入幔

內。 
 
三、幔子裂開活路開通 
可 15:37 耶穌大聲喊叫、氣就斷了。38 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裂為兩半。 
來 10:19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20 是藉著他給我

們開了一條又新又活的路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21 又有

一位大祭司治理 神的家．22 並我們心中天良的虧欠已經灑去、身體

用清水洗淨了、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來到 神面前． 
 



四、幔內的生活 
(一) 親近神的生活 
雅 4:8 你們親近 神、 神就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哪、要潔淨你們的手。

心懷二意的人哪、要清潔你們的心。 
 
(二) 進入內室的生活 
太 6:5 你們禱告的時候、不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愛站在會堂裏、和十字路

口上禱告、故意叫人看見．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了他們的賞

賜。6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你

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這個「暗中」不是在黑暗中，乃是在幔

內) 
 
(三) 住在主裏的生活 
約 15: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

多結果子．因為離了我、你們就不能作甚麼。 
 
(四) 瞻主榮面的生活 
詩 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

殿中、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裏求問。 
林後 3:18 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見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裏返照、就變

成主的形狀、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靈變成的。 
 

 



第二堂、營外的生活─出到營外跟隨卑微耶穌 
H269 進入幔內出到營外; H295 我今轉身背向俗世   

一、一個住在幔內的人，乃是一個出到營外的人 
來 13:10 我們有一祭壇、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帳幕中供職的人不可同喫的。11

原來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帶入聖所作贖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燒在營

外。12 所以耶穌、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聖、也就在城門外受苦。13
這樣、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了他去、忍受他所受的凌辱。14 我們在這

裏本沒有常存的城、乃是尋求那將來的城。 
 
(一) 城與營的意義 
1. 世界的城 
約一 5:19 我們知道我們是屬 神的、全世界都臥在那惡者手下。 
2. 將來的城 
來 11:10 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 神所經營所建造的。 
 
(二) 在這裏沒有常存的城─我們在世上是客旅、是寄居的 
約一 2:17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行 神旨意的、是永遠常

存。 
來 11:13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見、且

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旅、是寄居的。 
 
(三) 出到營外就了祂去 
羅 12:2 不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更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

良、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約一 2:15 不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若愛世界、愛父的心就不在他裏面

了。 
 
二、同行的生活 

(一) 同在的應許 
約 14:16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或作訓慰師下同］叫他

永遠與你們同在、17 就是真理的聖靈、乃世人不能接受的．因為不見

他、也不認識他．你們卻認識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裏

面。 
 



(二) 同行的朋友 
約 15:15 以後我不再稱你們為僕人．因僕人不知道主人所作的事．我乃稱你們

為朋友．因我從我父所聽見的、已經都告訴你們了。 
路 24:13 正當那日、門徒中有兩個人往一個村子去、這村子名叫以馬忤斯、離

耶路撒冷約有二十五里。14 他們彼此談論所遇見的這一切事。15 正談

論相問的時候、耶穌親自就近他們、和他們同行。16 只是他們的眼睛

迷糊了、不認識他。 
路 24:30 到了坐席的時候、耶穌拿起餅來、祝謝了、擘開、遞給他們。31 他們

的眼睛明亮了、這纔認出他來．忽然耶穌不見了。32 他們彼此說、在

路上、他和我們說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豈不是火熱

的麼。 
 
(三) 恩膏的教訓 
約一 2:24 論到你們、務要將那從起初所聽見的常存在心裏．若將從起初所聽見

的存在心裏。你們就必住在子裏面、也必住在父裏面、25 主所應許我

們的就是永生。 
約一 2:27 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裏、並不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

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不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

膏的教訓、住在主裏面。 
 
三、服事的生活 
約 12:26 若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那裏、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裏．

若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 
路 9:23 耶穌又對眾人說、若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來、跟從我． 

(一) 若有人服事主、就當跟從主 
 
(二) 若有人要跟從主、就當捨己 
 
(三) 主在那裏、服事主的人也要在那裏 



第三堂 人前的生活 

H637 我不過是祢運河 

太 5:15 人點燈、不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亮一家的人。16 你們的

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見你們的好行為、便將榮耀歸給你們

在天上的父。 
西 1:10 好叫你們行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悅、在一切善事上結果子、

漸漸的多知道 神． 
加 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不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

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 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

我、為我捨己。 
 
一、見證的生活 
賽 43:10 耶和華說、你們是我的見證、我所揀選的僕人。 
徒 1:8 但聖靈降臨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力．並要在耶路撒冷、猶太

全地、和撒瑪利亞、直到地極、作我的見證。 
 
(一) 光的見證 
太 5:14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不能隱藏的。15 人點燈、不放在

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亮一家的人。1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

人前、叫他們看見你們的好行為、便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二) 愛的見證 
約 13:34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令、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

也要怎樣相愛。35 你們若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

的門徒了。 
 
(三) 聖別的見證 
利 20:26 你們要歸我為聖、因為我耶和華是聖的、並叫你們與萬民有分別、使

你們作我的民。 
林後 6:17 又說、『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來、與他們分別、不要沾不潔淨的

物、我就收納你們。18 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女。』這是

全能的主說的。 
約 17:15 我不求你叫他們離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離那惡者。16 他們不屬

世界、正如我不屬世界一樣。 
 



(四) 榮神的見證 
林前 10:31 所以你們或喫或喝、無論作甚麼、都要為榮耀 神而行。 
彼前 2:12 你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行端正、叫那些毀謗你們是作惡的、因看見

你們的好行為、便在鑒察的日子、［鑒察或作眷顧］歸榮耀給 神。 
 
二、成長的生活  

(一) 家庭的生活 
西 3:17 無論作甚麼、或說話、或行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著他感謝父 

神。18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這在主裏面是相宜的。19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不可苦待他們。 

西 3:20 你們作兒女的、要凡事聽從父母、因為這是主所喜悅的。21 你們作父

親的、不要惹兒女的氣、恐怕他們失了志氣。 
弗 5:22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23 因為丈夫是妻子

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24 教會怎樣順

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25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

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二) 社會的生活  
西 3:22 你們作僕人的、要凡事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不要只在眼前事奉、像

是討人喜歡的、總要存心誠實敬畏主．23 無論作甚麼、都要從心裏

作、像是給主作的、不是給人作的．24 因你們知道從主那裏、必得著

基業為賞賜．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25 那行不義的、必受不義的

報應．主並不偏待人。 
西 4:1 你們作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僕人、因為知道你們也有一位主在天

上。 
西 4:5 你們要愛惜光陰、用智慧與外人交往。6 你們的言語要常常帶著和氣、

好像用鹽調和、就可知道該怎樣回答各人。 
 
(三) 同伴的生活  
箴 18:24 濫交朋友的、自取敗壞‧但有一朋友、比弟兄更親密。 
提後 2:22 你要逃避少年的私慾、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信德、仁愛、

和平。 
傳 4:12 有人攻勝孤身一人、若有二人便能敵擋他‧三股合成的繩子、不容易折

斷。 



第四堂 教會的生活 

676 榮耀教會; 696 聖徒眾心,愛裏相繫 

弗 2:19 這樣、你們不再作外人、和客旅、是與聖徒同國、是 神家裏的人

了． 
太 18:20 因為無論在那裏、有兩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

間。 
 
一、聚會的生活 

(一) 教會的意義  
「教會」 (Ekkleesia) -  指一群特別被  神召出來之人的聚集 
弗 1:23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二) 聚會的重要 
徒 2:41 於是領受他話的人、就受了洗．那一天、門徒約添了三千人．42 都恆

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 
來 10:25 你們不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了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

那日子臨近、就更當如此。 
 
(三) 身體的生活 
羅 12:1 所以弟兄們、我以 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

潔的、是 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理所當然的。 
羅 12:5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裏成為一身、互相聯絡作肢體、也是如此。 
林前 12:12 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

督也是這樣。 
 
二、事奉的生活 

(一) 救贖的目的 
出 8:1 耶和華吩咐摩西說、你進去見法老、對他說、耶和華這樣說、容我的

百姓去、好事奉我。 
 



(二) 配搭的事奉  
林前 12:20 但如今肢體是多的、身子卻是一個。21 眼不能對手說、我用不著你．

頭也不能對說、我用不著你。22 不但如此、身上肢體人以為弱

的、更是不可少的．23 身上肢體、我們看為不體面的、越發給他加上

體面．不俊美的、越發得著俊美．24 我們俊美的肢體、自然用不著裝

飾．但 神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 
 

(三) 合一的見證  
約 17:11 從今以後、我不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我往你那裏去。聖父阿、求

你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叫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樣。 
弗 4:3 用和平彼此聯絡、竭力保守聖靈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1. 彼此接納 
羅 15:7 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 神。 
 

2. 彼此饒恕 
西 3:13 倘若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了你

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 
 

3. 彼此相愛 
羅 13:8  凡事都不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完

全了律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