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神永远的定旨与一个新人

Ⅲ．「“使他们管理……，要……遍满地面，并制
伏这地，也要管理”」（创1:26）：
Ⅰ．永远的定旨—历世历代的定旨—是神在已过的 Ａ．神给人管治权，目的是要征服神的仇敌，那背
永远里所作永远的计划：
叛神的撒但：
Ａ．神在宇宙中的定旨，是要产生一班完全和祂一 １．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预表那蛇撒但，和他的使
样一式的人；这就是圣经独特的题目：
者，以及跟随撒但的鬼。
１．在生命、性情、形像、外表、荣光、荣耀和外 路 10:19看哪，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
在的彰显上，这班人要和神一样一式。
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绝没有什么能伤害
２．神定旨的完成是要借着将神圣的生命分赐到祂 你们。
水
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当神的生命作到祂的子民 ２．创世记一章二十八节的“制伏”含示，神在地
里面时，在他们里面就起了一种新陈代谢的反应， 上与祂的仇敌撒但之间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战；谁
使他们被变化而成为与神一样一式。
赢得地，谁就得胜。
Ｂ．“人”在圣经里是个重大的辞：
创 1:28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繁衍增
１．神的心意在于人，神的思想集中于人，神的心 多，遍满地面，并制伏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也在人身上。
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２．完成神计划的是人，彰显神的是人，击败神仇 ３．神有一个难处，这个难处就是背叛神的天使长
敌的是人，将神的国带到人类中间的也是人。
撒但，成了祂在宇宙中，特别是在地上的仇敌。
３．人是神显现的凭借，人是神行动的凭借，人也 ａ．神给人权柄管理祂所造的万物，为要制伏祂的
是神行政的凭借。
仇敌而解决祂的难处。
结 1:5 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样式来。他们显 ｂ．人特别要治理全地，甚至要制伏这地，因为这
出来的样子是这样：有人的样式，
地已经由神背叛的仇敌所篡夺。
26 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样式，像蓝 ４．神需要人运用神的权柄管理一切的爬物，神也
宝石的样子；在宝座的样式以上，有一位的样式好 需要人制伏并征服背叛的地，使神得以为着祂的国
像人的样子。
度恢复地。
Ｃ．神永远的定旨是要得着一个团体人彰显祂并代 太 6:10 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
表祂；这是神创造人的定旨。
月 同行在天上。
Ⅱ．「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像，照着我们的样式造 Ｂ．神给人管治权，目的是要恢复地：
人」（创1:26）：
１．神造人的用意，乃是要为祂自己恢复地。
Ａ．圣经里对于神和人的关系，有一个奥秘的思想： ２．人被神所造，对地有管治权，要制伏、征服这
１．神渴望成为与人一样一式，并使人成为与祂一 地，因而为神恢复这地。
样一式。
３．神想要得回地；地成了一个有决定性的地方，
２．神的心意是要将祂自己在基督里作到我们里面， 是撒但想要持有、神也想要得回的地方。
使祂自己与我们一样一式，并使我们与祂一样一式。 Ｃ．神给人管治权，目的是要人运用神的权柄管治
Ｂ．“我们要……造人”启示，神格的三者之间， 地，使神的国得以临到地上，神的旨意得以行在地
为着人的创造，举行了会议：
上，神的荣耀得以彰显在地上。
木
１．在已过的永远，三一神决定要创造人，这指明 Ⅳ．召会作为一个新人，就是神心意中团体的人，
人的创造乃是为着三一神永远的定旨。
这个新人要完成双重的定旨，就是有神的形像以彰
２．神造人的心意是要完成祂神圣的经纶，将祂自 显神，并为着神的国与神的仇敌争战：
己分赐到人里面。
西 3:10-11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
Ｃ．神按着祂自己的形像，照着祂的样式造人：
者的形像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在此并没
１．神的形像，指神里面的所是，是神属性内里素 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化
质的彰显，这些属性最显著的是爱、光、圣、义。 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
２．神的样式，指神的形状，乃是神身位之素质与 切，又在一切之内。
性质的彰显。
Ａ．圣经启示一个新人不是一个单独的人，乃是一
３．神造人成为祂自己的复本，使人有盛装神并彰 个团体、宇宙的人：
显神的性能。
１．这一个新人乃是团体的神人：
Ｄ．神按着祂的形像，照着祂的样式造人，因为祂 ａ．第一个神人，就是神的长子，是这团体神人—
的心意是要进到人里面并与人成为一。
新人—的头。
Ｅ．神按着祂自己的形像造人，好使人借着祂的经 ｂ．许多的神人，就是神许多的儿子，是这团体神
纶得着祂的生命和性情，因而成为祂的彰显。
人—新人。
１．因着我们是从神类造的，我们人性的美德就有 ２．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都与基督是一，成
盛装神圣属性的性能。
为这个新人；我们众人乃是这一个新人的各部分：
２．神按着祂的形像造人，意思是神创造人有一个 ａ．宇宙中有许多信徒并有许多地方召会，但只有
心意，要人成为神的复本，神的复制，使神得着团 一个新人。
体的彰显；这个复制使神喜乐，因为祂的复制看起 ｂ．所有的信徒乃是这一个团体、宇宙新人的组成
来像祂，说话像祂，生活像祂。
分子。
金
罗 8:29 因为神所预知的人，祂也预定他们模成神
儿子的形像，使祂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火
(一个新人成就神创造人的定旨）2019/11/11-17

Ｂ．这一个新人乃是战士，与神的仇敌争战：
弗 6:10-12 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祂力量
的权能，得着加力。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
能以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
之人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
暗世界的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
１．战士不是召会的身分，而是召会作为新人的一
方面。
２．召会这团体的新人是一个战士，信徒们一起组
成这新人。
３．我们必须在基督的身体里，在一个新人里，打
属灵的仗，绝不能单独作战。
土
Crucial Point⑴: 人彰显神的荣耀
创 1:26 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像，照着我们
的样式造人，
OL1:神按着祂自己的形像造人，好使人借着祂的经
纶得着祂的生命和性情，因而成为祂的彰显。
OL2:因着我们是从神类造的，我们人性的美德就有
盛装神圣属性的性能。
OL3:神按着祂的形像造人，意思是神创造人有一个
心意，要人成为神的复本，神的复制，使神得着团
体的彰显；这个复制使神喜乐，因为祂的复制看起
来象祂，说话象祂，生活象祂。
人按着神的形像被造，好作神的彰显。神是宇
宙的中心，但祂需要一个彰显，这彰显乃是借着
人。…无数的天使不能作神的彰显。神需要一个团
体人来彰显祂。你绝不该藐视你是人的事实。
我们谈论召会是基督的彰显，但我们也许不领
悟基督的彰显是什么。召会所要彰显的基督，乃是
在宝座上的那人。我们若要彰显基督，就需要领悟
今天基督仍然是人。我们不是仅仅彰显神；我们是
彰显在人里面的神。召会是基督的彰显；这就是说，
召会不仅仅是神的彰显，也是人的彰显。
以西结一章的异象，启示三件关于四活物有人
的样子的重要事情。第一，神的荣耀显在他们身上。
神荣耀的彰显，在于他们有人的样子。他们在哪里，
哪里就有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与他们是分不开的；
离了他们，神的荣耀就无从得彰显。第二，这些活
物是神行动的凭借。神的行动在于他们。他们行动，
神就行动，因为神的行动随着他们。第三，有人样
子的四活物，是神行政的凭借。以西结一章启示，
神坐在宝座上。神的宝座管治地上的一切，和该卷
书里所记的一切。所以，这宝座是神行政的中心。
然而，神行政的中心在于四活物有人的样子。因着
有人的样子，才有神宝座的行政。我们若将这三件
事放在一起，就看见人是神显现的凭借，人是神行
动的凭借，人也是神行政的凭借。在神眼中，在神
手中，人有这样重要的地位。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篇
从神的经伦异象的观点来看的话，就会明白人
是极为重要的。在神的计划中人是宇宙的中心，意
义，VIP。你要向日本的年轻人传扬福音。神爱人，
宝贝人，照顾人。你绝对不可轻看自己，觉得自己
是无所谓的存在。那绝对是错的。在发达国家中，
日本的年轻人(15～34岁)的自杀率是最高的。并且
年轻人的死因的第一位是自杀。因此召会有向年轻
人传福音的责任。
你不可觉得“因为成绩不起眼，或成绩不好，
神不能使用我”。这个想法绝对是错了。基督的身

体的肢体有各种各样的功用，你有你的功用。还有
不管你是怎样的肢体，各肢体有三个相同的点。就
是⑴你是彰显神的荣耀的人，⑵神通过你在地上行
动，⑶神通过你执行行政。因这三个事，你是宇宙
中心，意义，VIP。绝对不可看自己而失望。也不能
看自己而高傲。不管你有什么优点，没有什么比的
上神的荣耀，神的行动，神的行政更好。你应该因
为这个事感谢神并夸耀。
譬如，在你的班级有被欺负的人。你可以为这
个人和欺负他的人们祷告，爱并照顾被欺负的人。
很多的学生为了自己不被欺负，害怕照顾被欺负的
人。因为神的荣耀是被彰显的神，如果你用神的爱
来爱那个人的话，你身上就有神的荣耀。并且如果
能向那个人传福音，那是非常棒的。神是与人一起
出去行动，执行神的行政。所谓神的行政，是为了
分赐而有的安排。将基督的丰富当作福音分配给
人，是执行神的行政。
Oh, I’m a man! I’m the meaning of the
universe!
Yes, I’m a man! I’m the meaning of the
universe!
God made me such, I am so much!
I’m the center and the meaning of the
universe!
祷告：“哦～主耶稣，感谢我在神的眼中是非常重
要的人。因为通过作为人的我，可以彰显神的荣耀，
行动，执行神的行政。我不可轻看自己。我，我的
朋友，都是宇宙的中心，意义，VIP。哈利路亚！愿
我也能向朋友们传扬这个福音！”
Crucial Point⑵: 在团体生活中，回到灵里祷
告，抵挡撒旦争战，管治撒旦，恢复地
OL1:神给人管治权，目的是要征服神的仇敌，那
背叛神的撒但。
OL2:人被神所造，对地有管治权，要制伏、征服
这地，因而为神恢复这地。
OL3:神想要得回地；地成了一个有决定性的地方，
是撒但想要持有、神也想要得回的地方。
神〔给人管治权〕第一面的用意就是对付祂的
仇敌，对付爬物所象征的撒但。在圣经中，爬物是
属鬼的，属撒但的。…蛇象征撒但。在启示录十二
章九节，撒但称为“古蛇”。
我们需要在家庭生活里彰显神，并对付撒但。
…
我在经历中学到这个。有时候，当我看到撒但在我
家人身上彰显时，我一句话也不说。我走到卧房跪
下来，祷告说，“主，捆绑蛇！”有许多次我发现
自己也在彰显蛇。我又跑开去祷告：“哦，主，赦
免我！捆绑蛇。”在许多情形中，神的神圣权柄没
有运用，撒但的邪恶权势反而彰显了。…我们都必
须看见，今天神有这双重的目标要完成—彰显祂自
己并对付祂的仇敌。实在不是你的丈夫发脾气，乃
是蛇。实在不是你的妻子说了什么激动你发脾气，
乃是蛇。不要对付丈夫，也不要对付妻子。这不是
他们的错，我们必须对付在他们背后的蛇。吵嘴永
远不能对付撒但；我们越争辩，撒但越得着地位。
对付撒但唯一的路是跪下来祷告，呼喊主耶稣的名，
求祂捆绑那蛇。
正准备结婚的年轻人必须看见，结婚是一场争
战。我们许多人都由经验知道这个。甚至我们在蜜
月期间，我们就在战场上，和丈夫或妻子打仗；就

是不在外面争战，也在里面争战。生活的每一面— 邪恶的属灵势力。…这黑暗的世界，指今天完全在魔
学校生活、工作生活、家庭生活—都是战场。仇敌 鬼借着他邪恶天使的黑暗管辖之下的世界。管辖这黑
从不睡觉；他整天都在留意，不仅在家庭生活里， 暗世界的，乃是撒但所设立以管辖列国的君王。由于
也在召会生活里。即使在召会生活里，撒但和他所 撒但这黑暗权势的作工，地和其上的天空就成了“这
有的使者也是忙碌的。在地上有一场争战正激烈的 黑暗的世界”。 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指空中
进行着。神的目的是要恢复地。
撒但和他邪恶的属灵势力。召会与撒但之间的争战，
神给人管治权的第三面用意是要带进神的权柄， 就是我们这些爱主且在祂召会中的人，与诸天界里的
运用神的权柄在地上。人必须运用神的权柄，使神 邪恶权势之间的争战。我们必须与这些属灵的势力争
的国得以临到地上，神的旨意得以行在地上，神的 战。
荣耀得以彰显在地上。这一切都要在地上。如果神
新人与神的仇敌争战，不仅要靠在主里得着加
的国只在诸天之上，神永远不会满意。如果神的旨 力，也要靠穿上基督各样的属性，作为神全副的军
意只行在天上，神的荣耀只彰显在诸天之上，祂也 装。神全副的军装是为着基督的整个身体，不是为
不会快乐；祂想望这一切事都能在地上发生。这是 着基督身体上任何单个的肢体。
召会今天的责任。在召会里有神的国，在召会里神
应用：在职青年・大学院生篇
的旨意得以通行，在召会里神的荣耀得以彰显。
世人说“一去公司上班，就有七个敌人”这句话
应用：在职生活，婚姻生活，
来描述在职生活是个争战。这是一句击中要害的表达。
校园生活，召会生活等团体生活篇
但这个谚语没有说明是跟谁的争战以及怎样的争战。
你是盛装神，彰显神的器皿。但在很多情况下， 但是，圣经却明确地阐述着这事。你不是与攻击你的
在彰显神上失败了，却彰显了撒但。当你看到你的 人争战，而是与在人背后作工煽动的撒旦和撒旦手下
同伴或同事彰显撒但的时候，或者自己彰显撒但的 的邪灵们争战。在这争战中，靠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
时候，请认识到撒但在他们的背后及自己的肉体中 能的。你的力量，能力毫无意义。因为撒旦比你强大
活跃。使愤怒爆发的不是那个人而是撒但。请看到， 得多得多。请你在主的大能里得加力，并在基督的身
在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和所有的团体生活中，撒但 体里穿上神全副的军装。
的工作是非常活跃。只有在灵中祷告和留在基督的
撒旦用欺骗人的方法攻击你。然后让你离开召会
身体里才能敌挡这个撒但和邪灵。
生活或者不让你深入召会生活。因为撒旦胜不过被建
你不要留在被撒但攻击的消极而复杂的心思中， 造起来的召会。还有，撒旦煽动你从灵回到魂里。因
请回到灵里，在灵中祷告。请再和同伴一起为捆绑 为灵里只有神的说话，撒旦无法借着窃窃私语攻击你。
撒但祷告。例如，撒但为了在你的心思中注入憎恨
比如，撒旦会说：“说是说神的双重目的，可是
配偶的思想，对你说：“你丈夫太懒了，你应该抱 这圣经的话，对日本的在职生活不适用”，“圣经说
怨。”或者“妻子总是感情用事”。但实际上引起 的漂亮话只是教理上的问题，实际上在日本不中用”，
这种不和的是撒但。请留在召会生活中，不要照着 “最终还是得自己努力，否则就会被公司炒鱿鱼”等
心思，而是在灵中祷告。人的灵是避难所，是逃避 等之类的话。
撒但的窃窃私语和诱惑的唯一地方。如果你继续考
请读《民数记概论》(上册)P.160有关以色列人为进
虑撒但窃窃私语的话，你就会成为撒但的奴隶。请 入美地争战的摘录。“他们若是敬畏神并爱神，便会
你如下祷告，“哦～主耶稣，我不可照着与撒但对 晓得神的心愿，而放胆的宣告说，“迦南地是神所
话而来的感觉走。如果我一直留在被攻击的心思里， 吩咐要我们去得的地，神就要负责任。我们因着爱
就成了撒旦的奴隶。回到作为避难所的自己的灵里， 神的缘故，即使丧命也要进去。”这样，他们的信
祷告。我听从神的话。拒绝撒旦的言辞。在灵里祷 心就会油然而生。然而，他们贪生怕死，不敬畏神，
告，靠着主的名争战，捆绑撒但。阿门！”
结果就失去了信心。”
你不可因为害怕被公司炒鱿鱼而放弃信仰。你在
Crucial Point⑶:为借着信完成神的心意，
公司是应该努力工作并要有好的见证，但绝不可因为
与属灵同伴一同打属灵的仗
害怕被炒鱿鱼而失掉信仰。在公司遇到问题时，请与
OL1:召会作为一个新人，就是神心意中团体的人，这 弟兄姊妹们一同祷告，并为了维持见证与撒旦争战，
个新人要完成双重的定旨，就是有神的形像以彰显神， 对付撒旦。
并为着神的国与神的仇敌争战。
祷告：
“哦主耶稣，以色列子民在进入迦南美地之前，
OL2:这一个新人乃是团体的神人。所有的信徒乃是这 看到迦南人是巨人，非常之强壮，就顾到自己的安危，
一个团体、宇宙新人的组成分子。我们必须在基督的 变得不信而看不到神的心意。这件事对我们是个警告。
身体里，在一个新人里，打属灵的仗，绝不能单独作 不可因为信仰而害怕被公司炒鱿鱼。若持守着信追求
战。
神的心意，神必定祝福我们的在职生活。学习与属灵
召会作为新人乃是战士，与神的仇敌争战，因为 同伴一同灵里祷告，争战。”
新人现正完成神的定旨，彰显神并为着神的掌权，神
的国，与神的仇敌争战。
弗六10-12 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祂力量的
权能，得着加力。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以
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
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
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
这里的血肉之人，指人类。在血肉之人背后，乃
是魔鬼那抵挡神定旨的邪恶势力。因此，我们的摔跤，
我们的争战，必须不是抵挡人，乃是抵挡诸天界里那

人生的奥秘（２）
我们应取的态度:“来”
A.“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祂…… 必医治…… 也
必缠裹…… 祂也必使我们活过来…… 我们务要认
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祂；祂出现确定如晨光，
祂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大地的春雨。” (何
6:1-3)。
B.“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
们得安息。”——为了工作成功而奋斗的劳苦。凡
这样劳苦的，总是担重担的。安息不仅是指从律法
与宗教，或工作与责任的劳苦并重担中得着释放，
也是指完全的平安和完满的满足。 (太 11:28、
Fn1&2)。
C.“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受怜悯，得恩典，作应时的帮助。”——当我
们在可怜的光景中，神的怜悯先临到我们，把我们
带进一种光景，使神能以恩典厚待我們…… 神的怜
悯比恩典够得更远，如同一座桥梁，将我们与神的
恩典连接起来。神的憐悯和恩典对我们总是便利的。
(来 4:16、Fn2)。
D.“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
命的水喝。”——可视为一个呼召，要人取用生命
水，就是赐生命的灵。(启 22:17、14Fn1)。
E.“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
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
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是食物
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能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
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使你们的魂享肥甘
得喜乐。你们要到我这里来，侧耳而听，你们的魂
就必得活。”(赛 5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