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慕主南灣分堂◆基督徒的成長路◆麥子牧師 2 

跨越新年新季節： (利23:23-25; 民 29:1-6) 

釋放5779猶太新年的五個先知性祝福給你 

在這特別的先知性時刻（2018.9.9-9.11）-

5779猶太新年（吹角節）， 

以薩迦代禱團特別將領受的猶太新年祝福/應

許經文釋放給你，祝福你在 

新的一年5779年/2019年 

極大的興起發光！ 

進入加倍翻轉-得勝的一年！ 

更關鍵的是進入一個華人興 

起發光的世代和季節！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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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新年的五個先知性祝福 

第一個祝福：領受先知的看見，進入豐盛的呼召

和產業！(徒2:17；弗 1:17-19) 

第二個祝福：領受新酒新油，進入猶大君王身份

的覺醒和翻轉！(撒上16:13；徒 9:17) 

第三個祝福：我和我整個家族都要領受救恩的好

消息！(林後5:21；民21:9；徒16:31；創 1:4) 

第四個祝福：歡呼慶祝進入—生養眾多，在地上

昌盛繁茂！(賽54:1；創9:7 ) 

第五個祝福：籃子中孕育出多結果子-倍增昌盛

的財務祝福！(創 9:7；申26:10；申28: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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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成長之路，就是一條「天路歷程」。 

教會歷史中，有一部古典名著就是本仁約翰的

天路歷程；聖經摩西五經裡記載了另一個天路

歷程就是以色列人在曠野經過的四十二站，今

天就邀請大家一起漫遊這四十二站，來看我成

為基督徒的成長之路。 

14+14+14 

舊人＋新舊交替＋新人長成 

從重生成熟達到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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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長路的三個階段 

第一個個階段 

1.舊人(天然人) 重生 

2.新舊交替 

3.新人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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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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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猶太人的官。 

2 這人夜裡來見耶穌，說：拉比，我們知道你是由神那裡

來作師傅的；因為你所行的神蹟，若沒有神同在，無人

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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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尼哥底母說：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豈能再進母

腹生出來嗎？ 

5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

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 

6 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 

7 我說：你們必須重生，你不要以為希奇。 

約翰福音 第三章 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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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風隨著意思吹，你聽見風的響聲，卻不曉得從哪裡來，

往哪裡去；凡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 

9 尼哥底母問他說：怎能有這事呢？ 

10 耶穌回答說：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還不明白這事嗎？ 

11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我們所說的是我們知道的；我們

所見證的是我們見過的；你們卻不領受我們的見證。 

12 我對你們說地上的事，你們尚且不信，若說天上的事，

如何能信呢？ 

13 除了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沒有人升過天。 

14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 

15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約翰福音 第三章 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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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信耶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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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邀請耶穌成為你生命中每一個層面的主宰」。 

(在我們的身心靈，包括工作、家庭、事業…) 

我們信耶穌就是因為聽了道。我們信耶穌必須

是聖靈把上帝的話傳到我們的耳中、心裡。 

2.相信祂是神，聖靈感孕、由童貞女瑪麗亞所生。 

3.為我們釘死十字架上代贖，第三日復活、升天、

現坐在全能父神的右邊，將來還要再來審判。 



耶稣答说：「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見神的國。」（約3:3） 

2.重生才能見神的國，人必须透過生命的更新和

内心的改變，才能進入神的國。 

重生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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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生的原意就是「從上面被生」。人若要到天

父那裡去，就必需有從上面被生的經歷。 

很多人信了耶穌的名(約2:23)，耶穌却不將自己交

托他們(約2:24)，這些人没有得着耶穌，他們的生

命没有被耶穌更新，他們的『信』並不能使他們進

入神的國。 



人若不重生，不僅不能進神的國，而且也

『不能見神的國』，連想見也見不到。因

為沒有重生的人，原有屬肉體的本性都帶

有原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

聖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約3:5） 

重生的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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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所說的重生是指心靈的徹底悔改說的，這

種悔改卻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所能作得到的。

只有聖靈能使我們產生深切悔改的心，並潔

淨我們的靈。（徒5:31） 



所以，人必须要重新認識耶穌基督，因為 

重生的方法 

因此主耶穌在此實在已經顯示了自己的神性，並代

表三位一體真神上帝和已重生的眾聖徒，為重生經

驗的真實性作了有力的見證。 

人若不能真正地認識耶穌基督， 

不能真正借着從天降下的耶穌基督 

＝人就不能「從上面被生」＝人就不能進神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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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藉著耶穌… 

沒有人能到父神面前 

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
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讓我們來到主的面前， 

「信而悔改」，求得 

『重生的經驗』吧！ 

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要藉著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

叫他從死裡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徒17:31) 

重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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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没有重生？人自己是可以知道的，周圍的人

也是可以感覺到的。 

「重生」是從神生的(約1:13)，表示人生命的更

新都是神作成的工，都是神的恩典；對人而言，

也就是一種超自然的經歷，所以每個人的重生，

可以說都是一個神跡。 

重生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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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是關乎生命的問題，生命是活的，生命

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生命也不是一勞永逸的事。 



Helen 张宏 重生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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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裡； 
    他也不能犯罪，因為他是由神生的。」 (約壹3:9) 

人若有重生的新生命的「聖靈的痕跡」 

1. 就不會慣性的犯罪。   

一個重生的人他為了追求離罪成聖會不斷

和肉體情慾、眼目的情慾、和今生的驕傲、

這些老我進行的屬靈爭戰。 

重生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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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有重生的新生命的「聖靈的痕跡」 

2. 他會信靠主耶穌基督。羅4:20-21 

「凡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從神而生，凡愛生他
之神的，也必愛從神生的。 」 (約壹5:1) 

由於離罪成聖是一生的工夫，是沒有止境的，

因此一個重生的人必定是活到老，悔改到老的。

悔改的深度和成聖的工夫都是沒有止境的。時

時不斷靠主的寶血赦罪稱義，時時不斷求靠主

的聖靈離罪成聖，並聖而又聖。 讓我們一同

追求活出神的道，成為神所喜悅的兒女們。 

重生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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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有重生的新生命的「聖靈的痕跡」 

3. 有實踐公義的行為。 

「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卻不是屬我們的；若是屬我們的，

就必仍舊與我們同在；他們出去，顯明都不是屬我們的 。」 

(約壹2:19) 

我們接受了耶穌所成就的救贖，得到了公義。 

新約聖經提到兩種公義。 

1.成為神家裏的人後，我們便從神那裏領受公義。 

2.我們在生活中所實踐出來的公義。（羅8:4） 

我們從神那裏領受了第一種的義之後，使我們 

能在生活中活出第二種的義來。 

重生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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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有重生的新生命的「聖靈的痕跡」 

4.有愛弟兄姊妹的心（philadelphia）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這就是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的信

息；...我們因為愛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

不愛弟兄的，仍住在死中。 」 (約壹3:11,14) 

愛弟兄的心: 就算他與你教育、文化、脾氣、家庭、

意見、看法都不一樣，但是你愛他。就是因為他是

你的弟兄姊妹、是你的家人，你就自然而然與他有

交通，對他有一種主耶穌聖潔的愛在你們中間。這

就是你出死入生的憑據。 

重生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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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有重生的新生命的「聖靈的痕跡」 

5. 可以勝過世界。 

「因為凡從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
是我們的信心。」 (約壹5:4) 

我們有能力勝過世界，因為真正認識神、渴慕

神的話，願意信靠祂。有神生命特質和力量，

就有能力勝過世界，勝過所有罪惡的引誘、打

擊、迷惑，能勝過所有問題。 

所以我們不要停留，當我們越發認識神，我們

更多被神充滿，被神改變。 

重生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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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有重生的新生命的「聖靈的痕跡」 

6. 謹慎持守自己在神的聖潔中。 

「我們知道凡從神生的，必不犯罪，從神生的，必保
守自己，那惡者也就無法害他 。」 (約壹5:18) 

神要求祂的兒女聖潔，因為聖潔是祂的本性。所

以在生命中著重聖潔比一切世俗的成就更為重要，

並且要肯定一切的成就都是因為聖潔而有的。  

親愛的弟兄姐妹，若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 

重生的表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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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

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

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太7:13-14) 



真正重生之人的改變 

1.對罪的敏銳度增強(約壹1:8；提前1:15) 

2.渴慕更深更多的認識耶穌(詩42:1；林前12:3) 

3.對神話語的順服與遵守(約14:21；15:10； 

    約壹14:15-16) 

4.明顯看見生命上所結的果子(加5:22-23) 

5.神的話常在心裡，不敢犯罪(詩119:11； 

    約壹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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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情況檢查重生了沒？ 

  1.如果我們確有以上所說的一切屬靈經驗，就

說明我們已經重生，有了屬靈的生命。 

  2.，如果我們發現自己過去曾有過上述種種經

驗，而目前只有其中部分的經驗。例如我們現在

雖有禱告、悔改認罪、追求成聖的生活，但在讀

經和為主工作方面卻比以前冷淡了，就說明我們

的屬靈生命已處在疾病、軟弱中。 

  3.如果我們沒有上述的種種經驗，特別是沒有

天天不斷禱告、悔改認罪和追求成聖的經驗，就

說明我們還沒有重生，還沒有獲得屬靈的生命。 

重生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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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發覺自己的屬靈生命生病了，怎麼

辦？那就讓我們立刻到主面前求得醫治。主

耶穌是我們身體、靈性的大醫師。千萬不要

拖延，因正如身體的疾病相似，小病不治會

變大病，大病不治會送命。 

重生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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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發覺自己還沒有重生，怎麼辦？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

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

得有人自誇。」（弗二8-9） 

(1)本乎恩、(2)信 a認識信的對象b悔改、接受。 



成長之路的第二階段 : 「新舊交替」 

基督徒對聖經應有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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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4:21-32 
21 如果你們聽過他的道，領了他的教，學了他的真

理， 
22 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

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 
23 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 
24 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

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25 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各人與鄰舍說實話，因為

我們是互相為肢體。 
26 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27 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25 



成長之路的第二階段 : 「新舊交替」 

基督徒對聖經應有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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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4:21-32 
28 從前偷竊的，不要再偷；總要勞力，親手做正經

事，就可有餘分給那缺少的人。 
29 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

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 
30 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記，

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 
31 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嚷鬧、毀謗，並一切的

惡毒（或作：陰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 
32 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

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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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十多年來，我在灣區各教會宣講聖經真理 

、培訓同工，盡心竭力建造榮耀神的教會。 

在這些教會的服事中，我會觀察基督徒通

常怎樣活出他們的聖經。 

「態度決定高度」在我的牧養博士論文和

培訓教導中，我都將聖經在生活的各個層

面的教導和運用教清楚、講明白，因這對

神的兒女蒙福、蒙恩，非常有幫助。 

基督徒對聖經應有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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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要有屬天的價值觀 
基督徒對處世應有的態度 

2. 憑信心而活      
     天天憑信心、喜樂的靠主恩典而活(來3:1a) 

3.活出神的美德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主同行(彌6:8) 

    世上的光，好行為榮耀神(太5:14－16) 

    基督徒發光必須擺在燈台上，燈台預表教會。 

    投入教會生活，連於基督，他就有能力活出神的美德。 

4.成為和平之子 

    a.使人和睦必稱為神的兒子 (太5:9) 

     b.如世上的鹽調和(太11: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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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世而不屬世 
    a.是客旅，要禁戒肉體的私慾 (彼前2:11a) 

    b.有根有基永久更美的家鄉－新天新地(來11:10a) 

    c.心不連於地－以基督為滿足(腓4:12b) 



B.查考聖經時，相信兩個非常重要的教義， 

1.「聖經無誤」(doctrine of infallibility) 

    所有經文啟示出於神，完全無誤(提後3:16-17) 

    當它講到作為基督徒的信心應如何實踐出來， 

    我們不可挑食－只相信自己能接受的，拒絕 

    接受其它的部份，要照單全收，而且運用在生 

    活每個層面。 

2. 「聖經的完備性」(sufficiency of scripture) 

     這是以「聖經無誤」為前提，沒有需要加添或 

     減少。(啟22:18-19) 

基督徒對聖經應有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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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對處世應有的態度 

C. 處世的原則 

1. 凡事榮耀神      
     無論做什麼都要為榮神益人而活(林前10:31) 

2.造就人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林前10:23) 

     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的人得益處(弗4:29) 

3.愛惜自己-神的殿 

    犯罪之外的凡事都可作但吃喝有節制(林前10:23)  

4.不受轄制 

    凡事都可行，但無論哪一件我總不受他的轄制 (林前6:12b)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   

    了。(林前9:27)  

    為福音的緣故向什麼樣的人，我就作什麼樣的人(林前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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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生命和信心如何成長？如何聖經生活化？

我們應該相信聖經裡有我們需要的所有教導。 

基督徒對聖經應有的態度 

很多基督徒把聖經和生活分開兩回事，生活裡找

不到聖經的影子，也不相信聖經中有生活的所有

準則，就如教養孩子，只按照最新理論或延續上

一代的教法，並不 

因此要學習把生活個個層面都帶到聖經裡去，看

看我們是否按著聖經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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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到底神怎麽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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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

的智慧。16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

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17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

事。」 

                                                        (提摩太後書 3:15-17) 

基督徒對聖經應有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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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卿 
生命成長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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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 : 新人長成

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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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廣傳福音 



慕主南灣分堂◆基督徒的成長路◆麥子牧師 

a.佈道得人的第一步--  

1.解決自己罪的問題禱告 

我們要先經歷罪得赦免、得著平安，跟主有好的

連結，只有耶穌的寶血、赦罪恩典臨到我們的時

候，我們才會滿有神的同在、同工、做成祂的工 

2.使用天國的鑰匙，釋放神的祝福 
假如神感動我，知道在這地有仇恨，就求主釋

放「慈愛跟饒恕的靈」；假如這地方有謊言的
靈，就求主釋放「真理跟真實」。 

3.為我們所代禱的人的得救禱告， 

「祂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提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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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學習耶穌捨己的榜樣 

(1)花時間和精力 

(2)更多地裝備和思考上面的事 

●裝備。 

●順服神、順服在上掌權者。 

●贏得靈魂 : 與人建立聖潔的關係。 

關係的建立則重在「換位思考」 

「接」 (接納)、「送」 (送上祝福)。 

在鼓勵與扶持中，在溫馨如家的感覺中， 

小家與教會都可以顯現不一樣的氛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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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在別人的罪上有分 

結黨是華人教會裏非常

普遍的一種現象。帶頭

結黨的人罪很重，但是，

跟著起哄的人不是無辜

的。無知不等於無罪。

他們至少是在別人的罪

裏有分，罪是整本聖經

的主題之一。 

「罪作王叫人死」 

                            (羅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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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暗昧無益的事不要

與人同行，倒要責備行

這事的人，」 (弗5:11) 



B. 要有得救的確據。 

只要我 

(1)保守在聖靈裡， 

(2)行走在救贖的道路上，就可以確信，是在

通往天堂的道路上，因為這道路只會通往天堂。 

得救的確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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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要我們有這確據，在整個聖經新約裡都不斷

的教導這個課題，這確據來自聖靈還有良知。

「主的靈與我們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我們的

良心也印證，就是藉著我的生活方式印證。  



可是如果偏離了這救贖的十字架道路， 

如果停止憑著信心向前走， 

或者我回到我過去的生活方式裡， 

第一個失去的就是「確據」。 

但當我回到這個道路上時，繼續在聖靈裡面行，

我正通往天堂的道路。這是我對新約的理解。 

「一次得救永遠得救」這不合乎聖經的教導進到教

會裡，這樣的教法、論述，給很多基督徒一個錯誤

的安全感。甚至讓我們進入到一個屬靈跟道德觀的

一個安逸。  

得救的確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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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繼續走在錯誤裡，就很有可能失去回到正

確道路的力量。新約裡有80處的經文提醒我們不要

失去我們的救恩，每一個新約作者都有這方面的提醒。 

「只要你長久在祂的恩慈裡，不然你也會被砍下來。」

(羅11:22) 

「倘若他們因認識主─救主耶穌基督，得以脫離世上

的污穢，後來又在其中被纏住、制伏，他們末後的景

況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們曉得義路，竟背棄了。傳

給他們的聖命，倒不如不曉得為妙。俗語說得真不錯 

：狗所吐的，他轉過來又吃；豬洗淨了又回到泥裡去

滾；這話在他們身上正合式。」(彼後2:20-22) 

得救的確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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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才能健康成長，以致長大成熟呢？我們

必須要： 

(1)在基督裏天天不斷禱告、讀經、默想主

的聖言； 

(2)天天不斷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因信稱

義，靠主成聖，作主聖工， 

(3)凡事感恩，靠主喜樂。 

這樣就能使我們的屬靈生命日益健壯長大，

以致能不斷多結果子，榮耀上帝。 

長大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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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2:12「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是順服的， 

  就當恐懼戰兢， 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  

「作成」的希臘原文是「一直做到完成為止」 

。 

保羅教導:救恩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在這

過程中，我們的信心不斷增長。「恐懼戰兢」 

指的是在我們每日謙卑靠主、盼望美好未來

的時候，我們內心該存有敬畏神的心，順服

在上掌權的正確態度，因權柄都出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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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站了，你還醒著嗎? 

沒有提前下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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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明白重生的意義嗎?你重生了嗎? 

2.有重生的新生命有何表徵? 

3.到底信耶穌是「信」什麼? 

4.基督徒對處世應有的態度又是甚麼? 

5.如何健康成長，以致長大成熟呢？ 

6.WWJD對你有何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