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特會＃3）
神按著祂的形像造人
是為了彰顯神的榮耀
Ⅰ．神按著祂的形像造人是要人彰顯祂並帶著祂的權柄來代表祂：
創1:26 神說，我們要按著我們的形像，照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
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27 神就按著自己的形像創造人，乃是按著神的形像創造他；創造他們有男有女。
以弗所書3:11 這是照著祂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所立的永遠定旨；
Ａ．神為著祂的定旨創造了人。墮落的人是絕無可能完成神創造人的定旨。
羅馬書3:23 因為眾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約翰一書3:4 凡犯罪的，也行不法；罪就是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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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宇宙裏神有仇敵。就是背叛的受造之物。我們知道那是魔鬼撒旦。牠破壞了為著
神的定旨而被造的人。
我們從新約的經節可以知道這件事。那經節定義了罪。羅馬書三章二十三節說，『因為
眾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榮耀是彰顯出來的神。虧缺神的榮耀，就是在彰顯神
的事上失敗了。罪的這個方面是與神要我們彰顯他自己的形像這目的相對。在約翰一書
三章四節裏有對罪的第二個定義。約翰說，『罪就是不法』。罪就是拒絕服從某種法律或
權柄。這與創世紀一章二十六節的管治權這件事相對。
請記住，沒有什麼能夠推翻神的定旨。神在祂的預知裏，知道要發生什麼。所以時期滿
足時祂差遣了兒子。神的兒子主耶穌作為人完成了神的定旨。祂一直彰顯神，順從神至
死。…祂沒有罪。所以祂可以為著我們的救贖而死，對付宇宙裏一切消極的事物，解決一
切的問題。祂在十字架上的時候，作了解決罪以外的事，就像以弗所書二章所啟示的那
樣。他在自己裏面創造了一個新人。
1・月

Ｂ．我們必需傳基督榮耀的福音和國度的福音，為了要帶墮落的人歸回神好完成祂永遠的
定旨。
以弗所書3:11 這是照著祂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所立的永遠定旨；
提摩太後書1:9 神救了我們，以聖召召了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為，乃是按祂自己的定旨
和恩典；這恩典是歷世之前，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的，

最近我訪問了波士頓的訓練中心。我知道了一件很傷心的事，事實上是悲劇。在劍橋市
有哈佛大學，也有麻省理工大學。那或許是世界上最好的工科大學。在某個年度有幾位學
生自殺了。學校當局非常擔心。所以他們設立了一面牆，使學生們可以把感覺到的事寫在
上面並表達出來。有一個學生寫下了自己在麻省理工大學是怎麼樣受教導的。他所受教
導的事是關於人是什麼。他只不過是由水所構成，腦袋裏面有帶著電的神經細胞而已。然
後他們就作了決定，就是為什麼還有活的必要。在麻省理工大學的世界裏，最優秀的學生
們聽了屬撒旦的福音。在那自殺後不久，就有福音隊進入校園的公共場所，唱了關於基督
的福音。有一個教授聽見他們所唱的就過來聽了那詩歌。在這篇綱目裏有關於憑著創造，
人類所是之神的眼光。我們應當把這篇信息告訴給我們所接觸的所有的人。
神按著祂的形像造人是要人彰顯祂並帶著祂的權柄來代表祂。這件事是照著神的定旨。
神知道我們的身體是由許多水構成的。神知道我們有腦袋，在那裏面有中樞神經。神知
道我們有靈。神知道他把我們創造成活的魂。我們有靈、魂、身體，按著神的形像被造而
彰顯祂，帶著祂的權柄來代表祂。日本的所有的人都是為著這個定旨被造的。
神為著祂的定旨創造了人。墮落的人是絕無可能完成神創造人的定旨。…我們雖然是
為著這個被造的，現在卻沒辦法實行。但是福音是神的信息，得以解決這個問題，使你
為著神的定旨而活。
2・火

Ⅱ．「神說，我們要按著我們的形像，照著我們的樣式造人…神就按著自己的形像創造人，
乃是按著神的形像創造他」 （創1:26 前半，27 前半） ：
Ａ．『我們要…』啟示，神格的三者之間，為著人的創造，舉行了會議：
１．在已過的永遠，三一神決定要創造人，這指明人的創造乃是為著三一神永遠的定旨。
以弗所書3:9 並將那歷世歷代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裡的奧祕有何等的經綸，向眾人照
明，10 為要藉著召會，使諸天界裡執政的、掌權的，現今得知神萬般的智慧，11 這是
照著祂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所立的永遠定旨；
２．神造人的心意是要完成祂神聖的經綸，將祂自己分賜到人裏面。
提摩太前書1:4 …對於神在信仰裡的經綸…
羅馬書8:11 然而那叫耶穌從死人中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裡面，那叫基督從死人中
復活的，也必藉著祂住在你們裡面的靈，賜生命給你們必死的身體。
Ｂ．神就按著祂自己的形像，照著祂的樣式造了人：
１．神的形像，指神裏面的所是，是神屬性內裏素質的彰顯，這些屬性最顯著的是愛、（約
壹四8、）光、（約壹一5、）聖、（啟四8、）義。（耶二三6。）
約翰一書4:8 …因為神就是愛。1:5 …神就是光，在祂裡面毫無黑暗；
啓4:8 四活物各個都有六個翅膀，周圍和裡面統滿了眼睛；他們晝夜不歇息的說，聖哉，
聖哉，聖哉，主神是昔是今是以後永是的全能者。
耶利米書23:6 在祂的日子，猶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然居住；人要稱呼祂的名為，耶和
華我們的義。
２．神的樣式，指神的形狀，乃是神身位之素質與性質的彰顯。
腓立比書2:6 祂本有神的形狀，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之珍，緊持不放，
３．神的形像和神的樣式不當視為兩個分開的東西：
ａ．人內裏的美德受造於人的靈裏，乃是神屬性的翻版，也是人彰顯神屬性的憑藉。
ｂ．人外面的形狀受造為人的身體，乃是神形狀的翻版。
3・水

４．神造人成為祂自己的複本，使人有盛裝神並彰顯神的性能：
ａ．其他一切活物都是『各從其類』造的，（11 ～ 12，21，24 ～ 25，）人卻是從神類造的。
創1:12 於是地生出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各從其類，並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
果子都包著核；神看是好的。25 於是神造出走獸，各從其類；牲畜各從其類；地上一
切爬物，各從其類；神看是好的。
使徒17:28 …就如你們中間有些作詩的說，原來我們也是祂的族類。29 我們既是神
的族類，就不當以為那神聖的，像人用手藝、心思所雕刻的金、銀、石頭一樣。
ｂ．既然神與人同類，人就有可能與神聯合，而在生機的聯結裏與祂同活。
約翰15: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住在我裡面的，我也住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
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羅馬書6:5 我們若在祂死的樣式裡與祂聯合生長，也必要在祂復活的樣式裡與祂聯合
生長；11:17 若有幾根枝子被折下來，你這野橄欖得在其中接上去，一同有分於橄欖
根的肥汁，18 你就不可向那些枝子誇口；縱然誇口，也不是你托著根，乃是根托著你。
哥林多前書6:17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全本聖經是怎樣結束的。是由一個婚姻結束的。誰是丈夫？羔羊，救贖的神是丈夫。
誰是作妻子的新婦？妻子是蒙救贖、重生、變化、得榮的人。為了結婚，兩者必須是同
樣的族類。請回想人還是一個人的時候。神說，『人獨居不好』。…『你想與這個宇宙中
最美好的婚姻發生關係嗎？你知道神在基督裏想和你約會嗎？』。我們不知道主如何
帶領我們。但是我們知道主心中的一件事。祂希望新婦與祂一致、表現祂、代表祂、與
祂成為一，只是無分於祂的神格。
4・木

參 神的定旨在按著祂的形像，照著祂的樣子造人上就是使人接受祂作生命並彰顯祂所有
的屬性：
創2:9 耶和華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裏長出來，…園子當中有生命樹，…。
一 因著祂的心願是來進到人裏面與人成為一，神就按著祂的形像並照著祂的樣子造了人。
以弗3:17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裡，
二 神按著祂自已的形像造了人好使人能藉著祂的經綸接受祂的生命和性情因而成為祂
的彰顯。
約翰3:16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入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遠
的生命。
彼後1:4藉這榮耀和美德，祂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你們既逃離世上從情
慾來的敗壞，就藉著這些應許，得有分於神的性情。
林後 3:18但我們眾人既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
變化成為與祂同樣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三 神照著那樣方式造人好使人有性能得以盛裝神的愛、光、義和聖。
約一4:8不愛弟兄的，未曾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
1:5 神就是光，在祂裡面毫無黑暗…
以弗4:24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在那實際的義和聖中所創造的。
5:2也要在愛裡行事為人，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作供物和祭物獻與神，成
為馨香之氣。 8 你們從前是黑暗，但如今在主裡面乃是光，行事為人就要像光的兒女，9
（光的果子是在於一切的善、義和真實，）

神照著那樣方式造人好使人有性能得以盛裝神的愛、光、義和聖。…在我們的生活裏我
們渴望活在光明中。包含了真實、誠實、單純、正直和透明。我們有性能盛裝神的義，並且
有性能盛裝神的聖。所有的人墮落虧損了被造的所是，但經過福音他們得以恢復。我們可
以作見證，從墮落罪惡的人可以蒙拯救並得恢復。
5・金

四 因著我們是照著神類被造，我們屬人的美德有性能得以盛裝神聖的屬性。
林後 10:1然而我保羅，就是那如你們所說，在你們中間，見面的時候是卑鄙的，不在的
時候，向你們卻是放膽的，親自藉著基督的溫柔與和藹勸你們，11:10基督的真實在我裡
面，…
五 神按著祂的形像造人的意思就是神帶著心願使人成為神的複製、神的複本為著祂團體
的彰顯；這複本使神喜悅因為他看起來像祂、說話像祂並生活像祂。
約翰12:24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
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羅馬8:29因為神所豫知的人，祂也豫定他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
作長子。
約一3:1你們看，父賜給我們的是何等的愛，使我們得稱為神的兒女，我們也真是祂的兒女。
…2親愛的，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曉得祂若顯現，我們必要像
祂…
肆 神與人的關係在聖經裏是個奧秘的思想：
一 神的渴望乃是成為與人一模一樣並使人與祂一模一樣。
二 神的心願乃是在基督裏將祂自己作到我們裡面，使祂與我們一模一樣並使我們與祂一
模一樣。
以弗3:17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裡，叫你們在愛裡生根立基
三 神的經綸是要使祂自己成為人，並使我們—祂的受造物—成為神，好使祂神－「人化」並
使我們人－「神化」。
羅馬1:3論到祂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4 按聖別的靈
說，是從死人的復活，以大能標出為神的兒子；

神好像這樣說，『這也正是我想要的，我的兒子是長子，也希望有更多像他一樣的兒子
們。不管我看哪裏，都是基督。我看日本的時候，也是看見基督。在札幌也是基督，在富
山也是基督，在神戶也是基督，在東京也是基督，在印度也是基督，在俄國也是基督，在
巴西也是基督。基督在所有的地方』。神說，『我喜歡這樣』。這就是神的目的。
6・土

經歷：婚姻生活篇
① 創2:18 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幫助者作他的配偶。20 那人便給一
切的牲畜、空中的飛鳥、和野地各樣的走獸都起了名，只是亞當沒有找到一個幫助者作他
的配偶。21耶和華神使那人沉睡，他就睡了，於是取了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在原處合起
來。22 耶和華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個女人，領她到那人跟前。23那人說，
這一次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這為女人，因為這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

基督徒的结婚表现基督与召会的结婚。人人（有独身恩赐的人除外）、都应该在神的带领
下与配偶结婚，结合。未婚的年轻弟兄姊妹不应该害怕谈论结婚的事情。根据神的命定你
单独一个人是不好的。所以关于结婚应该要好好祷告，要有主的带领。结婚的第一个条件
是，对方要是基督徒。第二个是负担和志向要一致。这些条件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是附
属的。如果对方还不基督徒，要向他传福音。
这样在神命定中的基督徒的婚姻是为着神建造的基础。爱主，彼此相爱，彼此帮助的夫
妇能够在召会中为着建造发挥功用。
② 所有正常的結婚都是男人和女人的結婚。我的年輕弟兄們，我承認女性是很奧秘的。女性也覺
得男性很難。但是請記住。我們都是屬於同一種類的。神把我們按照神的種類被造這個事實，
表示神可以與我們成為一，我們也可以與神成為一。…如果不是這樣，婚姻豈不會變成很奇怪
嗎？
羅馬書6:5 我們若在祂死的樣式裡與祂聯合生長，也必要在祂復活的樣式裡與祂聯合生長

在婚姻生活里为了夫妇彼此相爱，彼此帮助，有必要享受神，与神合一，过神人生活。如
果不这样，男女就不能互相理解，不要说彼此帮助了，会彼此妨碍。如果夫妇跟从神的命
定过召会生活，就会给召会带来莫大的祝福。但是为此你里面有必要受十字架死的对付。
在婚姻生活里的不平，不满和不和是你没有经历十字架，在活你天然的生命的证明。要通
过与主亲密、个人的交通，经历十字架，成为在复活里表现神，代理神的夫妇。

7

１ えい遠の過去から 永遠の未来まで、時かんをけい過し、御むね成就する。
ときの経過のなかで、 われらはたびびと。えいえんのために われら存在する。
２ ひとくみのひとが 建造、調和されて、あたらしいひと、また うつわとされた。
補933
かみ、いのち、せいしつ、 そのうつわに入れ、霊と霊をミングリングし、 かん喜で満たす。
望みと備え
３ かみのご計かくは 三方向で成就す。父、子、霊ご自身を われらに分与す。
―
その背景として 全被造ぶつはある。霊、たましい、からだの ひと創造された。
神の永遠
４ かみのご計かくの 中心はひとの霊。御名を呼びもとめ、 主とミング リングされる。
の定めら
中心から円しゅうへと かみは浸とうして、わがこころのなか ホームをつくる。
れた御旨
５ いのち、愛のなかで ともに建造され、かみはご計かくを 開始し、終わらす。
わがうちでぞう加し、 われらを建ぞうし、主、大きく表現する うつわとなせや。
６ しょう会建ぞうされ、 御むね完成する。えい遠の御むねは かんせいされる。
かみ、団体のうつわに かみの栄光入れる。主よ、御むねのため、 われらもちいよ。

補925
永遠之神
榮耀定旨

1 永遠之神榮耀定旨，已過永遠早立定，跨越時間作為橋梁，將來永遠必達成。
漫長歲月乃是過程，全為成功祂心意；我們居此不過客旅，無終永世為目的。
2 一個新人是神所要，照祂計畫被建造；我們在此相聯相調─ 團體器皿何榮耀！
神的生命、神的性情 調進其中時增添；神靈、人靈調為一靈，叫祂榮耀得稱讚。
3 三一之神三方工作，乃為達成祂定旨；父、子、聖靈何等奧妙，將神自己來分賜。
天地宏偉不過背景，三部分人是標的─ 靈、魂、身體何等美妙，為盛裝神作實際。
4 我們的靈乃是中心，是神計畫的關鍵；耶穌大名敞開呼求，人靈與祂就結聯。
心中各房讓祂安家，始於中心達圓周；更新心思、情感、意志，每一部分祂浸透。
6 最終召會，身體，新人，要顯現於榮耀裏；永世計畫終極完成，神的智慧顯無遺。
神終得著團體器皿，將祂榮耀盡顯明─ 為此我們奉獻自己，求使主旨速完成。

4
1 God eternal has a purpose,
Formed in His eternal past,
Spreading to eternal future;
’Twixt these ends all time is cast.
For with time there is the process,
Time for His accomplishment;
And in time we’re merely travelers—
For eternity we’re meant.

As the center, as the kernel,
6
Of God’s plan our spirit is;
Calling on the name of Jesus
Makes our spirit one with His.
From the center to circumference
God would saturate each part;
Feeling, mind, and will renewing,
Making home in all our heart.

As the product, the fulfillment,
Will the church in glory stand,
Consummation of the purpose
In eternal ages planned.
God will have His corporate vessel,
All His glory to contain;
Lord, we’re wholly for Thy purpose
All Thy goal in us at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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