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
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
些事、神的忿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
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
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忿怒、恶毒、毁谤、并
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
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
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在此并不分
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
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一
切、又住在各人之内。(西3:5-11)



一.脱去旧人
•(一)何为旧人?
•墮落后活在老亚当里，属肉
体(血气、情欲)的人
•被肉体(私欲)辖制、管控、奴
役的人



一.脱去旧人
•何为肉体?
•肉体(sarx:血气、情欲)是指
堕落后以自我为中心、被私
欲管控的旧造性情与生命



一.脱去旧人
1.属肉体的(旧人)外在的、明

显的表现
•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

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
、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
、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
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
受神 的国。(加5:19-21 )



有结党、有分争、
有犯奸淫的、有
拜偶像的



醉酒、荒宴



拜偶像



一.脱去旧人
• 属肉体的(旧人)外在的、明

显的表现
• 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
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
一样。(西3:5)



一.脱去旧人
• 属肉体里面、不明显的表现-自私、
自义、自傲、自尊、自卑、自怜、
自顾、自救、自虑、自主

•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
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
，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
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
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太23:27-28)



自以为义
我不像这个税吏、勒
索、不义

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
凡我所得的、都捐上
十分之一



忧虑

忧虑
忧虑

所以不要忧虑、说、
吃甚么、喝甚么、穿
甚么。这都是外邦人
所求的．(太6:31-32)

忧虑



自私



自主



自傲或自卑



自我保护



形容'我’的中国字特别多:

我、俺、咱、吾、寡人、孤王、孤、朕、洒家、臣
、微臣、本官、本老、本宫、本女子、本人、本王
、本座、本道爷、本娘娘、余、予、区区、属下、
下官、在下、晚生、晚辈、小生、小道、小子、小
僧、小弟、小女子、鄙、鄙人、弟子、为父、为师
、学生、不才、不佞、不肖、老子、老夫、老朽、
老衲、老者、老臣、老身、老奴、老粗、老娘、贫
僧、贫道、贫尼、愚、愚兄、愚弟、哀家、妾、贱
妾、妾身、民女、民妇、草民、奴、奴家、奴婢、
微臣、卑职、仆、哀家、阿拉（上海方言）、
饿（陕西）



后现代，个人主义到了顶峰, 手机把每个人都封闭在自我的小天地中



狗年說狗

你看這個小皇帝:你如果不让他看电视, 他就拿卧轨来威胁妈妈



不要责怪指针，
毛病是在更深处



(二)为何要脱去旧人

•神要刑罚一切罪恶和悖逆之子
• 因这些事、神的忿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西3:6)



(二)为何要脱去旧人
新人一定要弃绝旧有的
习惯、世俗的影响、管
控、奴役，与新人相称

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
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
切的事…因你们已经脱
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穿上了新人… 
(西3:7-10)



(二)为何要脱去旧人
旧人无法承受神的国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
见的．就如奸淫、污秽、
邪荡、拜偶像…我从前
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
你们、行这样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加
5:19-21)



(二)为何要脱去旧人

• 旧人是与圣灵为敌、彼此相争的
•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作所愿
意作的。 (加5:17)



美国南北战争时，南军穿灰色军服，北军穿蓝色军服



(三)如何脱去旧人

• 靠着主和圣灵脫去旧人-摆脱肉体
对我们的影响和辖制

• 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
、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 (西3:5)

•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
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罗8:2)



(三)如何脱去旧人

• 靠着主、弃绝(摆脱)肉体对我们的
影响

•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
、忿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
。不要彼此说谎．(西3:8)

>求主不要叫我们陷在试探之中
• 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太6:13,新译本)



(三)如何脱去旧人
• 马丁路德说的好：「你不能阻止雀鸟从你头上

飞过，但你能阻止牠们在你头上筑巢。」



二.穿上新人
(一)何为新人
•生命源头之新-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罪恶的
权势、把我们牵入祂爱子的国度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
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
得以赦免。 (西1:13-14)



(一)何为新人
• 生命本质之新-生命恢复了起初以神为
本的样式，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 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他的创造者的形
象渐渐更新，能够充分认识主。
(西3:10-新译本)

• 又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
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
的仁义、和圣洁。 (弗4:23)



(一)何为新人
• 生命内涵之新-赐下圣灵来住在我们里
面

•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约14:16)



(二)如何让新人长大
• 借着圣灵、靠着主道来认识基督、经
历基督、让主的生命渐渐长大

• 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他的创造者
的形象渐渐更新，能够充分认识
(epignosis)主。 (西3:10-新译本)

• Epignosis-经历上的认识、关系上的认
识



(二)如何让新人长大
• 借着圣灵、靠着主道来认识基督、经
历基督、让主的生命渐渐长大

•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
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
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
的心志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
着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弗4:21-24)
•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

的真理…(约16:13)



(二)如何让新人长大
• 住在主里-离了主我们就做不了甚么
• …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

(西3:11)
•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

也住在他里面，他就结出很多果子；因为离开
了我，你们就不能作甚么。(新译本-约15:5)



(二)如何让新人长大
• 靠着圣灵生活、靠着圣灵行事
• 如果我们靠圣灵活着，就应该顺着圣

灵行事。(加5:25，新译本)
•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

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
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罗8:9)



三.总结与应用
• 旧人与新人有生命本质之区别，是
彼此相争、为敌的



三.总结与应用
• 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我们成圣之必

须，是承受神国之必须，是持须的、
每天的工作，是渐渐更新的。



脱去(have put off)旧人、穿上(have put on)新人，时态虽然是现
在完成时，但动作的果效会影响到现今，是个持续的动作



人活在罪恶之中是痛苦的，
但是人要从痛苦的罪恶之中
转移到圣洁的自由中，其过
程更是痛苦。许多人因不愿
意承受这种过程，而甘愿继
续留在罪恶之中。唯有那些
决意彻底改变生命的人，他
们情愿忍受黑夜般的煎熬，
就能体尝早晨的欢呼。一宿
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
。（诗30:5）

要脱去旧人的过程是痛苦的，却是成圣的必经过程



三.总结与应用
• 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一定要靠着主和

圣灵、住在主里和圣灵里，才能完成



周金凤姊妹的见证
两周前的教会祷告会结束后，我收到这份关于口
舌的宣告词。第二天早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开
始一项一项地宣告,还没想到会那么有果效。因为
对付自己的旧习惯不容易，尤其是一些脱口而出
、说完就后悔的话。因为每次说都不是故意的，
说出来也不易察觉，说完才发现不是基督徒应该
说的，所以总是事后后悔，到神面前去认罪。可
是再遇到同样的环境，还会再次不知不觉地脱口
而出，说完就后悔，再去跟神认罪。其实很多事
上都是这样，明知道不对，也不愿意做，但是“
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越想
做到就越是做不到。



保罗说：“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了。”（罗7:18-
25）可是，靠基督，怎么靠呢？我用过很多办法：
禁食、认罪、交托心志、求圣灵充满，也收到过不
同方面的果效，却依旧犯罪。这令人灰心！怎样才
能突破这个属灵生命的瓶颈而结出圣灵的果子来？
我拿着这份口舌宣告词在宣告了两天之后，发现那
些脱口而出、说完就后悔的话好像都被拦截了，话
到嘴边却没有出口。人为什么会不知不觉中讲出不
当讲的话？因为不当讲的话都是伴随着当讲的话悄
悄溜出来的，这会给人找到很多犯罪了却能安慰自
己的借口，甚至令人感觉不到犯罪了。但是有圣灵
在施力拦阻的时候，当讲的话讲完了，好像就有提
醒：后面的话不用讲了。



就这样，圣灵拦截了一些不同类型的不当讲的话
。所以现在每天宣告，也从中体会到圣灵是怎样
做工的。我们活出神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
靠的不是自己的心志，乃要靠圣灵。因为争夺我
们心思意念的是圣灵或邪灵，我们一旦奉耶稣基
督的名宣告，便举起了圣灵的宝剑，断开仇敌的
工作，而直接支取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的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