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使徒行传的继续―在人类历史中活在神
圣历史里

也就是见证的器皿，祂的儿女就必须被带到对基
督身体的感觉里，并学习过身体生活；否则，他
们在神手里就没有用处，就绝不能达成神的目标。
(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 2018/11/19-25
Ｇ．甚至得胜者的见证也是为着全召会；工作是
Ⅰ．使徒行传启示一班人作为行动的神，在人类 他们作的，好处是全召会都得着的。
历史中活在神圣历史里；他们在生命、性情、彰 Ｈ．得胜者不是为着他们个人；他们乃是站在召
显和功用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为着扩展 会的地位上把召会带到完全的地步；甚至得胜者
并建造召会，作基督团体的显现：
的得胜也是团体的得胜。【水】
Ａ．在使徒行传里彼得头一次宣扬福音时，引用
Ⅲ．神的话仍在扩长并繁增，作为使徒行传的继
了约珥书；该书启示外在的人类历史里内在的神
续：
圣历史。
珥2:28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一切属肉体的人 徒6:7 神的话扩长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
大为繁增，也有大群的祭司顺从了这信仰。
身上；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作异
梦；你们的青年人要见异象。32 那时，凡呼求耶和 12:24 但神的话却日见扩长，越发繁增。
Ａ．行传六章七节的“扩长”指生命的长大，这
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
指明神的话是生命的事，如同种子撒在人的心里，
山、在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余剩的人中，
为着基督的扩增—神的增长—而在我们里面长
必有耶和华所召的。
Ｂ．在人类历史里的神圣历史，乃是基督“从太 大。
初而出”，通过时间的桥梁，进到将来的永远， Ｂ．行传十二章二十四节的“繁增”指基督在人
使祂能将自己分赐到祂所拣选的人里，作万国所 数上的增加；事实上，门徒的繁增在于话的扩长。
Ｃ．新的门徒“加添归主”成为基督的各部分，
羡慕的，为着祂团体的显现和祂完满的得荣。
就是基督的肢体。
Ｃ．约珥书说到经过过程、终极完成、复合之灵在五
徒5:14 信的人越发加添归主，连男带女很多。
旬节那天的浇灌；这灵就是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也是
Ｄ．我们要鼓励初信者“立定心志，一直与主同
基督的实化，为着基督的显现。【月】
在”；意即坚定不移地忠于主，依附主，活在与
Ⅱ．使徒行传这一卷书是没有结束的，因为这卷 主紧密的交通中。
书仍在继续着，作为在人类历史中的神圣历史： Ⅳ．使徒行传启示一班人借着呼求主的名，在人
徒28:30 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 类历史中活在神圣历史里，他们为主的名受苦，
欢迎一切前来见他的人、31 全然放胆宣扬神的国， 并在主的名，就是在耶稣的名里说话：
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毫无阻碍。
Ａ．约珥关于神新约禧年的预言及其应验有两面：
Ａ．主说，“我父作工直到如今，我也作工”（约 在神那一面，祂在复活基督的升天里，将祂的灵
五17）；这表明自从撒但背叛和人堕落以来，神作 浇灌下来；在我们这一面，我们呼求这位成就一
工直到如今，并且主也作工。
切、达到一切并得着一切，升天之主的名：
Ｂ．使徒行传是记载神的工作，在二十八章以后，还 ①我们在人类历史中的神圣历史，乃是呼求主名而享
有许多神的器皿在作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正在继续下 受基督的丰富，以建造基督的身体作基督丰满的历
去，没有停在那里。
史。
Ｃ．神的工作还要一直往前去，一直到国度，一直到 ②借着呼求主名，我们就保守自己在神那金的神
新天新地，神都是往前进，绝不停止；我们如果知道 圣历史里；这历史开始于以挪士，继续于旧约和
并相信这事，我们就要赞美主；甚至到新耶路撒冷， 新约，结束于圣经中最后的祷告。【木】
祂的众奴仆仍要作祭司事奉祂。【火】
Ｂ．当我们活在神圣的历史里，我们就在人类历
Ｄ．圣灵借着基督的信徒传扬基督，使基督得到 史里为主的名受苦；为着人所羞辱、神所宝贵之
繁殖、繁增并开展的工作，还没有完毕，还需要 耶稣的名受辱，乃是真正的尊贵。
继续很长一段时间。
徒5:41 他们欢欢喜喜从议会跟前走开，因被算是
Ｅ．这种使基督扩增、繁殖、繁增并开展的福音工 配为这名受辱。
作，乃是照着神新约的经纶，为神产生许多的儿子， Ｃ．我们借着“在耶稣的名里放胆讲说”，实现
作基督的肢体，构成基督的身体，以完成神永远的 在人类历史里的神圣历史；这名乃是主在祂身位
计划，成全祂永远的旨意；这是使徒行传以后，二 和工作上，一切所是之总和的表明。
十一卷书信以及启示录所接着详尽启示的。
徒9:27 惟有巴拿巴接受他，领他到使徒那里去，
罗8:29 因为神所预知的人，祂也预定他们模成神 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
儿子的形像，使祂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大马色怎么在耶稣的名里放胆讲说，都向他们述
12:5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 说出来。
各个互相作肢体，也是如此。
Ⅴ．使使徒行传启示一班人借着作为一个身体而
Ｆ．既然神所要得着的是一个团体、发光的器皿，

生活、行动并活动，在人类历史中活在神圣历史
里；他们作每一件事，都是在身体里、借着身体
并为着身体：
Ａ．主耶稣受死、复活并升天之后，继续在地上
千万人里生活、行动、行事并工作，因为祂借着
祂的死与复活，将祂自己分赐到他们里面。
Ｂ．四福音给我们头的图画，而使徒行传让我们
看见身体；使徒行传实际上乃是基督凭着那灵，
在召会，就是祂的身体，祂的繁殖与复制里的行
动。
Ⅵ．使徒行传启示一班人借着弃绝己并凭另一个
生命，就是基督这神圣的生命活着，而在人类历
史中活在神圣历史里；基督这团体的生活，乃是
基督身体的实际：
Ａ．行传五章二十节里的“这生命”，指彼得所传
讲、供应、活出的神圣生命，这生命胜过了犹太首
领的逼迫、恐吓和监禁；彼得的生活和工作，使神
的生命在他的处境中，既真实又现实，甚至天使都
看见并将其指出。
Ｂ．保罗凭着耶稣包罗万有的灵，在他的灵里（神
圣的灵与他这人的灵调为一灵），活基督并事奉神；
他活在幔内（在他那作为实际至圣所的灵里），并
出到营外（在属人的宗教组织之外）。
Ｃ．我们要在人类历史中活在神圣历史里，并在我们
的人生里凭神圣的生命而活，就需要成为向主敞开的
器皿，爱祂，接受祂，被祂充满，让祂作我们的一切，
并且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为着我们作每一件事。
【金】
Ⅶ．使徒行传启示一班人借着坚定持续地祷告并尽
话语的职事，在人类历史中活在神圣历史里；这就
是活在使徒的职事里，与作我们大祭司之基督天上
的职事配合：
来8:1 …作了圣所，就是真帐幕的执事；这帐幕
是主所支的，不是人所支的。
Ａ．借着祷告，我们就思念在上面的事，成为基
督在诸天之上职事的返照；我们靠祷告作人所无
法作的，明白人所无法明白的，讲说人所无法讲
说的。
Ｂ．借着尽话语的职事，我们将基督分授到人里
面作属天的生命和能力，使他们因基督的丰富得
着维持，而在地上活基督作他们属天的生命。
罗15:16 使我为外邦人作基督耶稣的仆役，作神
福音勤奋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在圣灵里
得以圣别，可蒙悦纳。
Ⅷ．使徒行传启示一班人在人类历史中活在那见于诗
篇六十八篇的神圣历史里；这诗篇给我们看见基督乃
是神在地上行动的中心，也是神借召会之活动的实
际：
Ａ．我们需要天天享受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
一神作分赐生命并浇灌的那灵。

Ｂ．
我们需要住在基督里，
以祂为传福音者的
“海口”
，
为着传扬福音的输送和扩展；五旬节那天，至少一百
二十艘福音“船”（他们全是加利利人），从这“海
口”出发去扩展福音。【土】

经历①：Boys, be ambitious in Christ & in God’s
economy!
年轻人，在基督里，在神的经纶里，要立大志！
人常常有一个错误，就是以为自己所处的时候，
是召会最不行的时候。路德马丁的时候，有人这样
想；卫斯理约翰的时候，也有人这样想。但是，我
们说，路德马丁的时候好得很，卫斯理约翰的时候
也好得很。我们在这里说他们所处的时候是好的，
再过五十年，人又要说我们所处的时候是好的。我
们是怕人要停止，但是，神是不会停止的，…神是
一直往前进的。阿利路亚！神是一直往前进的！
神往前进的时候，都有祂的器皿。在使徒行传
里，神有祂的器皿；在路德马丁的时候，神有祂的
器皿；在卫斯理约翰的时候，神有祂的器皿；每一
次有一个属灵的复兴的时候，神都有祂的器皿。那
么，今天神的器皿在哪里？不错，我父作工直到如
今，但是什么人继续下去与神同工？什么人说“我
也作工”？这是要紧的问题。
如果神给我们一点亮光，能看见一点神的事实，
我们就必须承认，神今天所要求的器皿，就是祂在当
初所定规的器皿，就是祂的召会。换句话说，今天神
所要求的器皿，不是个人的器皿，而是团体的器皿。
所以我们要学习活出身体的生命。要活出身体的
生命，就必须拒绝天然的生命，必须在神面前深深受
对付，受审判，学习顺服，学习交通，叫我们有机会
作神的器皿。
中高生/大学生篇
主从黑暗的时代开始为了领人类出来，在改
革的期间兴起了路德马丁。主为了福音化世界，
在教会历史上，使用了像查理·卫斯理一样的宣
教士们，在美国带来了大复兴。无论什么时候有
属灵复兴时，都有器皿被找到。神一直都是往前
的。今天，神的器皿在哪里？与神一起持续工作
的是谁呢？
北海道大学的克拉克博士，是虔诚的基督徒，
向 年 轻 的 学 生 们 说 "Boys, be ambitious in
Christ."。从年轻时开始，要有出色的目标。基于
神的经纶的异象，为了建造基督身体的召会生活，
是有永远价值的。为此的四大建设（祷告小组，福
音农场，1 对 1 牧养，人人尽功用）的实行，是为了
建造的详细施工图。
其实不管是学校的学习，还是将来的工作，
都是为了你照着施工图服事的准备。诸位年轻人，
愿你在年轻时在与主的交通中，能答应主的呼召。
可以更新奉献，照着四大建设一点一点往前。愿
主祝福诸位的前途！阿门！
祷告：“哦，主耶稣，我倒空我自己，完全向你
敞开，奉献我自己。主啊，我爱你。请据有我，
占有我。神所寻求的是团体的器皿。愿我在基督
的身体中，为了基督身体的建造，长到元首的基
督里，成为正常尽功用的肢体。”

是的范围和元素里。
在新约里，彼得在五旬节那天，首次提起呼
求主名，应验了约珥的预言。约珥书 2:32 那时，
凡呼求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
这应验是关乎神在经纶一面，将包罗万有的灵
浇灌在祂所拣选的人身上，使他们能有分于新约的
禧年。约珥关于神新约禧年的预言及其应验有两面：
在神那一面，祂在复活基督的升天里，将祂的灵浇
灌下来；在我们这一面，我们呼求这位成就一切、
达到一切并得着一切，升天之主的名。我们这些在
基督里的信徒，要有分于并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
和祂所成就、所达到、所得着的一切，呼求祂的名
是极其需要的。在神新约的经纶里，这是一种主要
的作法，使我们能享受这位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叫
我们完全得救。早期的信徒在各处都呼求主名。
新人篇
新人们，相信基督的我们，为了有分于并享受包
罗万有的基督，和祂所成就、所达到、所得着的一
切，就必须要呼求主名，在呼求主名的时候，就可
以经历神一切的丰富。具体要怎样呼求主名呢?
1. 大声呼求：使徒 2:21 那时，凡呼求主名的，就
必得救。
这里的“呼求”的希腊语是由“上面”和“(名
字)呼叫”组成。这样呼求使人能听到、像司提
反所作的那样、只是大声的呼求。我们要大声
的呼求主名。
2. 深呼吸的呼求：哀歌 3:55 耶和华阿，我从极深
的坑里呼求你的名。
56 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求你不要掩耳不听我的
呼吸，我的呼吁。
深呼吸的时候，你很缓慢的，呼出不必要的二氧化
碳，吸入必要的氧气。呼求主名就如同深呼吸，你
能安静下来，将你的烦恼、罪、焦虑、悲伤、疲劳
等消极的东西都吐出去，吸入主的丰富，也就是生
命、平安、安息、喜乐、活力。
3. 同清心呼求主的人和属灵同伴一同呼求：
提后 2:22 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
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信、爱、和平。
你不是一个人呼求，应该和你的属灵同伴一同
呼求。团体的呼求会使你更得加力。
4. 祷告：“哦主耶稣，每天操练灵，训练呼求主
名。呼出自己的苦恼，罪等消极的东西，吸入
主的生命、平安、安息、喜乐、活力。另外、
参加每周的小组聚会和主日聚会，和弟兄姊妹
一起呼求主名，经历基督的丰富。”

经历③：成为西布伦和拿弗他利，为了传福音
讲说佳嘉美的言语
西布伦…预表基督作为传福音者的“海口”，为
着传扬神福音的输送和扩展。基督成就了一切要当作
福音传扬的事之后，五旬节那天，至少有一百二十艘
福音“船”（他们全是加利利人），从这“海口”出
经历②：呼求主名，经历神一切的丰富
发去扩展福音。
这名乃是主耶稣在祂身位和工作上，一切所是
按照创世记四十九章二十一节，…拿弗他利
之总和的表明。在耶稣的名里，意即在主一切所 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嘉美的言语。拿弗他利预

表基督是在复活中从死里得释放的一位，…祂出
嘉美的言语，为着传扬祂的福音。按预表，西布
伦和拿弗他利形成一组，为着扩展并推广基督为
着神的救恩所成就之救赎的喜信。西布伦和拿弗
他利的百姓都是加利利人，基督的福音是从他们
得着扩展、传扬并推广。
保罗到以弗所织帐棚，他还是使徒，…织帐
棚也好，行医也好，都是为着叫他能够作使徒，
不是叫他不能作使徒。也许不织帐棚，就不能作
使徒，这一点你们在神面前要看清楚。许多时候，
神让保罗在这里作了一点事，是叫保罗更能作使
徒。
我作任何的事是为着事奉神。不赚钱是为着事奉
神，赚钱也是为着事奉神。我们自然而然有一种误会
的思想，以为同工总是在职业上都放掉，在经济上都
是从在职业之外有收入的人。请你们记得，没有这件
事。同工的意思就是说，在神面前有一个心意、一个
志向、一个雄心，大家都在这里事奉神，讨神的喜悦。
不管这些人手里作的是什么事，只要目的相同，这些
人在主里面就都是同工。
青职/大学院生篇
1. 主的恢复不是人的恢复，所以要理解神的行动、
进入圣灵的工作中、在生命的水流里与神的行
动同工。圣灵为着召会建造的益处，在环境背
后作工。
2. 你应该让你的工作有leverage效果（利用杠杆
的力量）。同样的，即便是召会中的服事，也
不是在圣灵之外服事，而是应该理解圣灵的行
动、跟随圣灵的行动。这一点极其重要。否则，
你的服事就会变成自己的服事，没有任何有力
的情况、杠杆力量。
3. 政府为了解决人口减少问题，正在积极接受受过教
育的外国人。这个举措是为着一个新人的出现。借
着外国人进到社会中，日本的文化会被削弱，容易
对日本人传福音。另外，通过得救的外国人进到召
会生活中，会帮助说日语的圣徒们从日本文化中得
救。这会帮助你在一个新人的感觉中过召会生活。
4. 日本经济，经过泡沫经济、世界经融危机、东
日本大地震之后变削弱。虽说现在正在一点点
恢复，但是不再像泡沫经济之前那样强大。还
有，中国的经济正变得强大。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人失去自己，开始从高傲中得救。其结果
是，日本人容易得救。
5. 你无论是上班还是全时间服事，都是主的同工。
你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帮助你更与主同工。
6. 你作为主的同工，应该成为西布伦和拿弗他利。
西布伦预表基督作为传福音者的“海口”，为
着传扬神福音的输送和扩展。拿弗他利预表基
督是在复活中从死里得释放的一位，拿弗他利
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嘉美的言语。
7. 祷告：“哦主耶稣，我要成为西布伦和拿弗他
利，在复活中以及通过复活的大能，为要释放
被撒旦俘虏的人们，传讲嘉美的言语和释放。”

詩歌 662 传扬福音─涌流生命
1. 荣耀福音向外推广，乃是生命的涌流；
藉着我们活的见证，失丧罪人蒙拯救。

(副)
求主使我涌流生命，使你生命显于我；
藉我作你活的器皿，将人灵里来点活。
2. 生命见证，使人心服，人才肯来相信主；
藉我生命涌流供应，人才接主进心府。
3. 永远要像葡萄树枝，住在主里结果子；
藉着里面生命涌流，将主向人来分赐。
4. 愿我生活就是传扬，使人在我看见祂；
不仅用话宣传道理，更将生命来种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