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 信 稱 義

-- 生 命 篇



什麽是 生命 ？

什麽是 活 ？



生命 zoe (dzo-ay')



生魂意念 -- 常被翻譯為 生命



什麽是生命？
中文代表字：

為活活生動(為活=生猛活潑=生命)

Strong’s # 2222
zoe (dzo-ay'); from NT:2198; life (literally or figuratively):

Thayer's Greek Lexicon

1. universally, life, i. e. the state of one who is possessed of vitality 

or is animate:

Strong’s # 2198
zao (dzah'-o); a primary verb; to live (literally or figuratively):



生命
中文代表字：

為活活生動(為活=生猛活潑=生命)

是由動詞<活>衍生而來
活活生動(活)

就字義的角度簡單地說，生命是一種“活”，是一種
“活活生動的活”，是一種“生猛活潑的活”。正如
Thayer’s 字義的解釋：

universally, life, i. e. the state of one who is possessed of vitality 

or is animate:

生命，是個體擁有生機活力，或是生氣勃勃的狀態。



有一等人，在肉體中是活的，但從屬靈生命的角度
而言，卻是死的。

提前 5:6 但那好宴樂的寡婦，正活著的時候，也是死
的。

(她)那 然而也 (她)現正持續揮霍享樂了的， (她)現正
持續活了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死亡。



新約聖經對生命的第一個詮釋

約 1:1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約 1:2 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約 1:3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
不是藉著他造的。

約 1:4 生命在他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她)生命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她)那 (她)生命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那
(它)光明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神是光

約壹 1:5 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主
所 聽見，又報給你們的信息。

提前 6:15~16 到了日期，那可稱頌獨有權能的，萬
王之王，萬主之主，就是那獨一不死，住在人不能
靠近的光裡，是人未曾看見，也是不能看見的，要
將他顯明出來。…….

詩36:7~9  神阿，你的慈愛，何其寶貴；世人投靠在
你翅膀的蔭下。他們必因你殿裡的肥甘，得以飽足；
你也必叫他們喝你樂河的水。因為在你那裡，有生
命的源頭；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



日光在那裏？



神以黑暗為藏身之處，隱蔽在至聖所的隱秘處

詩18:10 他坐著基路伯飛行；他藉著風的翅膀快飛。

詩18:11 他以黑暗為藏身之處，以水的黑暗，天空的
厚雲，為他四圍的行宮。

出 33:18 摩西說：求你顯出你的榮耀給我看。

出 33:19 耶和華說：我要顯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經過，
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誰，就恩待誰；要憐憫誰，就憐憫誰。

出 33:20 又說：你不能看見我的面，因為人見我的面不能存
活。

賽 45:15 救主以色列的神阿，你實在是自隱的神。



一條又新又活的路

來 10:19~20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
至聖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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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8:12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
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太 5:14~16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
的。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
家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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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放擺出之道(關聯陳述之語=道理話語 / 盤點清冊)



Strong’s #3056 -- 道



Koine_Chinese 約翰 1﹕1



道
約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
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約 1:18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他
表明出來。

道的特性是鋪放擺出：將這位人不認識，也不知

道的神鋪放擺出，使人可以從不認識到認識，從不
知道到知道----

道，道是話語，話語使人可以因聽到而認識知道；

道，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使人可
以因看到而認識知道。



道成肉身的基督 — 聖經稱祂是…

路 9:20 耶穌說：你們說我是誰。彼得回答說：是神所立的基督。

約 20:31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
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來 1:3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

林前 1:24 但在那蒙召的，……，基督總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西 2:2~3 ……使他們真知神的奧秘，就是基督；所積蓄的一切智
慧知識，都在他裡面藏著。

西 3:4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他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
現在榮耀裡。

來 9:11 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作了將來美事的大祭司，經過那更
大更全備的帳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屬乎這世界的；



道成肉身的基督 — 祂自稱是…

約 5:36 ……這便見證我是父所差來的。

約 6:51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人若喫這糧，就必永遠
活著；……

約 8:12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
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約 10: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約 14:6~7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

約 11:25 耶穌對他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約 10:30 我與父原為一。



道的特性是鋪放擺出：將這位人不認識，也不知

道的神鋪放擺出，使人可以從不認識到認識，從不

知道到知道----

生命在道裏頭，道是神的話語，話語使人可以經

由聽到而認識知道神；

生命在道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使人可以

經由看到而認識知道神。



顯然，

人對神的認識與這個生命有直接而密切的相關。

事實上，

人的生命的光景，反映出他對神的認識的程度；

人對神的認識，也反映出他生命的光景。



新約聖經對生命的第二個詮釋

約 17:1 耶穌說了這話，就舉目望天說：父阿，時候到了；願
你榮耀你的兒子，使兒子也榮耀你；

約 17:2 正如你曾賜給他權柄，管理凡有血氣的，叫他將永生
賜給你所賜給他的人。

約 17:3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

基督，這就是 永生。

(她)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時世
恆久的 (她)生命，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你 到於(他)那 到於(他)僅有單獨的 到於(他)真正實在
的 到於(他)神 並且 到於(他)這個 你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基督。



新人的更新

西 3:10 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
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穿著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
新初年淺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促使成更新了
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清楚認識知道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
(她)表像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創造建立了的 到於
(他)同一者；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

這就是永生。

Vine‘s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Biblical Words 指出，
在新約中，ginosko (認識知道)一字經常表達一個介

於認識知道者與被認識知道者之間的關係；意即，
被認識知道者對於認識知道者具有一種價值或重要
性，以致兩者之間建立了這種關係。

In the NT ginosko frequently indicates a relation 

between the person "knowing" and the object known; 

in this respect, what is "known" is of value or 

importance to the one who knows, and he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加拉太書 4:6~9 

加 4:6 你們既為兒子，神就差他兒子的靈，進入你們
〔原文作我們〕的心，呼叫阿爸，父。

加 4:7 可見，從此以後，你不是奴僕，乃是兒子了；
既是兒子，就靠著神為後嗣。

加 4:8 但從前你們不認識神的時候，是給那些本來不
是神的作奴僕。

加 4:9 現在你們既然認識神，更可說是被神所認識
的，怎麼還要歸回那懦弱無用的小學，情願再給他作
奴僕呢。



林前 8:2~3 

林前 8:2 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甚麼，按他所當知道的，
他仍是不知道；

林前 8:3 若有人愛神，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現已經去
認識知道 到於(它)任何什麼， 尚未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
識知道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
法]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若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愛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認識知道 <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同一者。



生命，不是認識關於神的事，而是認識神：

認識神的獨一，神的真實，及所差來的耶穌基督；

生命，是認識你，神。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

這就是永生。



以色列不認識神

賽 1:2~3 天哪，要聽，地阿，側耳而聽；因為耶和

華說：我養育兒女，將他們養大，他們竟悖逆我。

牛認識主人，驢認識主人的槽；以色列卻不認識，

我的民卻不留意。

耶 8:7 空中的鸛鳥，知道來去的定期；斑鳩燕子與

白鶴，也守候當來的時令；我的百姓，卻不知道耶

和華的法則。



生命，是認識你，神；

認識神的性情

認識神的法則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

這就是永生。



生命： 認識神的性情 認識神的法則

但

神生命的性情，決定神工作的法則；

神工作的法則，反映神生命的性情。



神的性情 -- 愛

彼後 1:3 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
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

彼後 1:4 因此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
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神的性情有分。

彼後 1:5 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
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

彼後 1:6 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
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

彼後 1:7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

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

彼後 1:8 你們若充充足足的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
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



愛是神的生命性情 -- 也是祂兒女的生命性情

約壹 3:1 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使我們

得稱為神的兒女；我們也真是他的兒女；世人

所以不認識我們，是因未曾認識他。



神工作的法則 -- 根據祂的性情 –愛

按照希臘文字的演變，名詞的愛，是由動詞的愛衍生而來。

愛，是一個動作的名詞。沒有行動的愛，不是愛。

約壹 3:14 我們因為愛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
了。沒有愛心的，仍住在死中。

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我們現在已經更
換地方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向內進入 到
於(她)那 到於(她)生命， 是這樣 我們現在持續愛 到
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他)那 不會/不要 (他)
現正持續愛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在內 在
對(他)那 在對(他)死。



生命是一種發表，發表神的性情，

而神的性情就是愛，而這個愛，也就是神行事的
法則，生命的律也在其中。

所以，一個正持續行在愛中的，就是能夠持續行在愛中發
表神生命性情的，就是在生命之中。

而神也是在持續不斷地施行愛中，彰顯祂自己生命的本質。

約壹 3:14 我們因為愛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沒
有愛心的，仍住在死中。

約壹 3:16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
當為弟兄捨命。

約壹 3:18 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
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生命之道 -- 關於那生命的鋪放擺出之道

約壹 1:1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
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

約壹 1:2 （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我們也看見過，現在又作見
證，將原與父同在，且顯現與我們那永遠的生命，傳給你們；）

約壹 1:3 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
相交，我們乃是與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

生命的彰顯是什麽？

我們怎麽知道我們是活在生命之中，而不是活在死亡
之中？



耶穌基督 -- 就是那生命的鋪放擺出之道

約壹 5:12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
子就沒有生命。

而神的生命性情是什麽？

神就是愛，神就是光。

耶穌基督就是神的兒子，祂所鋪放擺出的就是
神的生命性情 ---- 祂，就是我們的生命。



神就是光 – 在光明中相交

約壹 1:5 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主所
聽見，又報給你們的信息。

約壹 1:6 我們若說是與神相交，卻仍在黑暗裡行，就
是說謊話，不行真理了；

約壹 1:7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
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

約壹 2:10 愛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並沒有絆跌
的緣由。

約壹 2:11 惟獨恨弟兄的是在黑暗裡，且在黑暗裡行，
也不知道往那裡去，因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神就是愛 – 是在行動中彰顯愛的神
是在行動中教導愛的神

約壹 4:7 親愛的弟兄阿，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
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

約壹 4:8 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

約壹 4:9 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
神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

約壹 4: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
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約壹 4:11 親愛的弟兄阿，神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
當彼此相愛。



屬靈生命的追求與成長

我們追求屬靈生命的成長，到底是在追求什麽的成長？

生命的本質是一個發表，但許多基督徒今天所發表的，不
是生命，而是死亡。

在我們每天的生活中，我們所發表的是在肉體中的沉沉死
氣呢？還是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

屬靈生命的追求，不是在乎哪種屬靈的感覺，而是在乎我
們在發表什麽。在神面前，基督徒生命的彰顯，在乎怎麽
活；在這生命的道上，藉著在裏面的信不斷地與神互動，
而更認識祂，而生命也因更認識祂而不斷地更新，而能更
多更好地發表祂。

對於一個真正的基督徒而言，生命的成長應該是很簡單的；
也就是說，我們的生命中，是，就説是；不是，就說不是。
而我們在生命追求上的難處，常是在於自己。



保羅的例子

林後 4:8 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
至失望；

林後 4:9 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

林後 4:10 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
在我們身上。

林後 4:11 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
地，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

林後 4:12 這樣看來，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卻在你
們身上發動。



那“持續活”著就是基督

腓 1: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

在對"我"  因為 (它)那 現要去持續活， (他)基督； 並且
(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它)利潤收益。



在肉體中活的“活”是活在信中

在對(他)基督 我現在已經被一同釘十字架； 我現在持續活
然而也 不再地 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活 然而也 在內 在
對"我"  (他)基督； 到於(它)這個 然而也 現在此時地 我
現在持續活 在內 在對(她)肉體 ， 在內 在對(她)信 我現
在持續活 在對(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愛了的 到於
我 並且 從屬(他)那時(也是)交付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

加 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
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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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生命認識 的一點總結 1

生命，是一種“活”，是一種“活活生動的活”，是一種
“生猛活潑的活”。

活，是一種發表，是一種彰顯；並且是將内在素質，以一種
活活生動的方式來發表與彰顯。

而神，是一位現正持續活了的神，是一位將自己内在的生命，
以一種活活生動的方式持續發表與彰顯的神。

由於神的慈愛與恩典，基督徒因信而被稱爲義，在基督裏承
受了神的生命，被稱作是神的兒子。而兒子的生命，就是在
發表父的生命性情，而父的生命性情是在愛中發表與彰顯。

生命就是人的光
認識神，並且認識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對生命認識 的一點總結 2

正如同光是一種發表與彰顯，愛也是在行動中訴説
自己；彼此相愛使得人得以認出我們是主的門徒。

正如同光是一種發表與彰顯，使人得以因看見而認

識，愛在行動中的發表與彰顯，使人得以因經歷而
認識--認識神，認識基督，認識自己。

弗 4: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

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神就是光；神就是愛
認識神，並且認識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