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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交换学习心得的。通过学习和操练，彼此交通与

相劝，使我们在新生命成长的道路上，生命经过“青

草地上”，“高山与低谷”，“白天与黑夜”，心意

不断更新而变化，越来越渴慕和追求以基督耶稣的心

为心，跟随羊群的脚踪往前行。 

为此，我们开辟了“新生命通讯”栏目，盼望成

为弟兄姐妹彼此扶持，彼此安慰，彼此造就，彼此建

立的另一渠道，请弟兄姐妹浏览与供稿。经上说，

“在基督里若有甚么劝勉，爱心有甚么安慰，圣灵有

甚么交通，心中有甚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

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腓

2：1-2）。为使主的心得到满足，愿我们好好学习新

生课程，在基督里彼此建立，荣耀父圣名。 

“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

（林前 16：22）。阿们。 

求主祝福和使用此栏目，求主祝福各位弟兄姐

妹。“我的灵阿，应当努力前行”（士 5：21）。 

期望 
 王叔叔

 2010 年 11 月 8 日

哈利路亚！主耶稣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

得的更丰盛（参约 10：10）。 

新生命课程是根据圣经的真理，使用以经解经

的原则编写的“如何得生命以及生命成长道路”查

经课程。 

感谢主，弟兄姐妹以不同形式在学习新生命课

程和操练新生命的成长。学习的形式有个人自学，

小组查经，主日学上课，举办研讨会；也有彼此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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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 2：1-2】在基督里若有甚么劝勉，爱心有甚么安慰，圣灵有甚么交通，心中有甚么慈悲怜悯，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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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信的是宗教吗 ？ 

 王叔叔 

1、什么是宗教？ 

“宗教是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超

人间的神秘境界和力量，主宰着自然和人类社会，因

而产生敬畏和崇拜。……世界主要的宗教有佛教、基

督教、伊斯兰教等”（《应用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出版） 

“宗教是对神明的信仰与崇敬，或者一般而言，

宗教就是一套信仰，是对宇宙存在的解释，通常包括

信仰与仪式的遵从。宗教常常有一部道德准则，以调

整人类自身行为。”（维基百科） 

“简单地说，宗教是一种对社群所认知的主宰的

崇拜和文化风俗的教化，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是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有其产生、

发展和消亡的过程。……”

（http://www.shenmeshi.com/Social/Social_20080

528151457.html）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

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主要特点为，相信

现实世界之外存在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该神秘

统摄万物而拥有绝对权威、主宰自然进化、决定人世

命运，从而使人对该一神秘的力量或实体产生敬畏及

崇拜，并从而引申出信仰认知及仪式活动。”

（http://www.qxn.gov.cn/Detail/CHX.Info/21031.

html） 

2、基督教不是宗教： 

   从上述概念中，我们知道“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

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 简单来

说，人们看见了自然的物质世界，相信在物质世界背

后有超自然界力量的存在，产生自然宗教（拜物

教）：看见火，就相信火背后有火神；看见太阳，就

相信太阳背后有太阳神……。所以宗教是人造出来，

想出来的。我们信仰耶稣基督，不是宗教： 

（1）我们的信仰，并非人想出来的，相反地，是

神的启示（请参看新生命网站[课程主题式学习大纲]

第三课：如何知道宇宙中有神？如何知道宇宙中只有

一位独一真神？）。 

（2）我们所相信的神，不仅是超自然界的力量，

祂乃是有位格的神。 

（3）我们所相信的神，不仅是主动地关心和掌管

宇宙万有，并且是主动地关心人类。祂在历史上的主

权意志是，要藉着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救赎人类，

叫一切信祂的人得永生。 

（4）我们所相信的不是宗教观念，不是一种宗教

意识，乃是“出死入生”与基督联合的生命之道。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约 6：68） 

 
                                                              2010 年 11 月 14 日

 

【约 6：68】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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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同工的信 
 王恩 

H 姊妹平安， 

自从亚当悖逆，带来人类与神的隔绝，神终日

在呼唤世人，“你在哪里？”赞美耶稣，借着耶稣

基督的救赎，我们诚心回应和祈求：阿爸父，我们

在天上的父……。但是我们悖逆的本性，如同坚固

的营垒“牢不可破”，心中充满了各样的计谋，各

样拦阻人认识神的自高之事，使我们如同“这百姓

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

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参赛 29：13-14） 

感谢主，我们得救了，是祂的爱吸引和激励使

我们愿意“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

主活。”我们既献上心愿，祂就要造就我们，祂要

使用天天的十字架，藉着基督复活的大能——神

能，行奇妙又奇妙的事，废除我们的智慧和聪明，

点点滴滴地来攻破我们坚固营垒。耶稣基督并祂钉

十字架，这块“匠人所弃的石头”，“谁掉在这石

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

砸得稀烂。”（太 21：44）哈利路亚，神并不甘心

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哀 3：33），我们天天的十字

架，是要攻破我们坚固的营垒，目的是“夺回我们

心思意念顺服基督”（林后 10：5）。 

为着我身体的情况（鼻窦炎一直不好，影响喉

咙，耳朵；颈椎骨刺痛；过敏的很厉害；头一直

晕；一个人背都挺不起来……，）总不时在困扰

我：我自以为自己已经什么都不想，什么也都不

要，只想能完成神所托付新生命的事工，该传讲的

地方去传讲，该分享的，好好分享。但我这种“狼

狈相”的身体情况，怎能完成呢？ 

10 月 13 日在灵修时，我对主说，我应该如何正确

看待我的身体情况？感谢主，神藉着一段经文向我说

话。“……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将

残之花。看哪，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像

毁灭的暴风，像涨溢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

地。……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到那日，万

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剩之民的荣冠华冕。”（赛 28：

1-5） 

感谢神，神给我看见：我身体的软弱成为“一阵

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涨溢的大水”要将我的“冠

冕”（神光照我，我为神对我的托付有各种骄傲，以

此为冠冕，其实只是将残的花）摔落于地，夺回我的

心意， “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剩之民的荣冠华

冕。” 万有本与祂，倚靠祂，荣耀归于祂。“眼有

光，使心喜乐”，我服了。我服了，哈利路亚，赞美

主。感谢主，我不断求主继续将我有任何的大大小小

冠冕都“摔落于地”，从“嘴巴上说都是主的恩典，

心却有各种的骄傲；一点一滴认识，我什么都不能，

一切都是祂的恩典。”哈利路亚！“万军之耶和华必

作他余剩之民的荣冠华冕。” 

10 月 14 日，人非常难受，再加上右脸抽筋很厉

害，我祷告，仰望主（叔叔看见一些表面能看见的现

象，我不多说什么），恩膏的教训，“当将你的事交

托耶和华，并依靠祂，祂就必成全”，神负全责（包

括应该看医生，看什么医生等）。是的，我们纵然失

信，祂仍是可信的，因祂不能背乎自己。“你的信实

广大，我神，我天父！”从那天开始，人好了许多。 

【赛 28：1】…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将残之花。 
【赛 28：5】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剩之民的荣冠华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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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新生命课程近况  

 包里斯 

一个周末的早上，当我离开篮球场时，我心里有

个强烈的愿望：我一定要认认真真地拾起久违的新生

命课程 ……… 

 

学习新生命课程的源起 

工作毕业了 3-4 年后，我依然没找到感情上的归

属，并且曾经沉迷于一段网恋而不能自拔，甚至全然

不顾家人、教会的长辈和团契肢体都极力反对。但因

心中出于对神的敬畏，自己实在不敢有出格的举措。

只是内心波澜起伏，时常跌入痛苦深渊，挣扎痛苦。

在一次在回家的车上，很偶然地遇见了一位学习

新生命的肢体，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是她那种与神那

种特殊的亲密深深地感染了我，于是很自然地接触到

了新生命课程。或许因着极度的失意，才加深了我对

神话语的渴慕和学习。 

 

学习新生命的初级阶段 

   当我自己迫不及待地学习时，发现里面讲得内容实

在太过于简单和基础，并没有太用心和在意，但是当

那位姐妹给我分享时，才发现神话语的锋芒和甘甜。

在她的指引下，对新生命课程有了更多的领悟与学

习：就是在圣灵引导下，面对天天的十字架，长成满

有基督的身量。 

  我对课程的好感有：  

1. 注重神的话语，一堂课程里含概了大量的圣经。

这大大加深了我对神的话语的领悟。 

2. 注重实践：天天的十字架操练是如此的真实，生

活上，侍奉上碰到的难处，成为了爱他，为他失

去自己生命的好机会。 

在这样的吸引下，我认真地听了几遍 “以弗所书

2：1-10”的讲座，课程主题式学习大纲也一度自学了

将近 50 课。当我听了课程并实践时，真是越来越觉

得，“舍己”是这个世界上 智慧， 喜乐，也是

美好的教导。一个人如果失去“自己”来侍奉神，与

人相处，学习和工作，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在我身

上这样的见证实在举不胜举，小到请客吃饭，大到人

生重大之抉择，只要呼求主名，选择与主来联合，必

将硕果累累。 

 
学习新生命的重拾 

   当觉得自己已经领悟了课程的核心，加上并没有固

定的学习小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习课程的热

情变得慢慢消减。尽管我一直催促自己，甚至劝说别

人要学习，但是当我一打开来听时，听到讲员说，

“我们再来复习下……”，顿时觉得很枯燥很乏味，

不由地学不下去了。但是在一系列的事面前，神逐渐

地塑造了我对他话语的渴望。看到神家的那么缺乏和

需要，让我深深地盼望自己能成为他话语的执事，成

为祝福的管道。 

【林前 9：25】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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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新生命课程近况（续） 
编者的话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信主以后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我们常常以为自

己知道怎样可以讨神的喜悦。我们常常忘记主耶稣为我们

开的十字架道路。“这条路我们向来没有走过”（书 3：

4）。往往我们以为自己知道什么，行我们自己眼中看为

正的事（申 12：8），无形中又在依靠自己的理解，知识

或经历，而取代了神在凡事上每时每刻的主权。 

我们盼望新生命通讯能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管道，同

走天路的弟兄姊妹们可以借此彼此提醒，彼此劝勉和激

励，对准焦点，调正焦距，“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

耶稣”，使我们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欢迎弟兄姊妹

们踊跃投稿，分享对主的认识以及走十字架道路的心得。

体裁不限，信件，诗词，文章，见证，图画，都可以。篇

幅不宜过长（ 好在 3000 字以内）。如果较长，我们也

可以考虑连载。 

在我接触的肢体中，有许多都是愿意爱主的肢体。

但因活在律法下，服侍得非常灰心疲倦。我曾多次对多

人传讲生命的学习，但就是讲不清楚，他们也听得不清

楚。加上发现自己讲台的话语上的缺乏，给我心里多次

敲警钟。就在那一个普通周末的早上，当我打完篮球后

自己下了决心要好好地学习神的话语。事情是这样的： 

起初是我独自在球场上打篮球，一个人打得非常得

心应手，投中率比平时都要高。后来我就加入一个团队

一起打比赛，尽管我打得非常地积极，但总是不容易进

球。 

那一天，当我汗流浃背地离开球场，我心里一下子

明白过来：一个运动员为了能上场比赛，必须忍受多少

枯燥和艰苦的训练，必须练习到一个程度，就是闭上眼

睛都能进球，方可上场比赛。可是我却不愿意重复练习

新生命课程，难怪不能好好上场传讲和教导。 

于是我对神说：主，为了能上场比赛，我愿意忍受

枯燥和乏味的训练。我愿意谦卑受教，我愿意像个一无

所知的人。在你的话语学习上，扎扎实实地开始………

盼望神记念我的祷告，给我学习的动力。 

 

当我回头看看学习的历程，真是由衷地感慨：一个

人能够持续地学习新生命是要主恩典的，否则早晚是要

当逃兵的。 

2010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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