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一个新人成就神创造人的定旨
Ｃ．整本圣经的中心点乃是：神心头的愿望是要将
(2019.10.ITERO） 2019/12/30-2020/1/5
祂自己分赐到人里面：
Overview:神的经纶那是通过管家的服事来执行， １．神的经纶是要实施将祂自己分赐到人里面这事。
所以迫切的需要管家的职分成为执行经纶的速率控 ２．那能完成神永远定旨的一个新人，接受神不断
制阶段。(Ⅰ,Ⅱ)。恩典的管家职分乃表示管家需要 并永远的分赐：
把恩典供应给人。恩典是指神圣的三一传输到人的 弗2:15 在祂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
里面并成为享受，所以管家要享受恩典，被恩典充 法，好把两下在祂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成
满并将其分赐给他人。(Ⅲ)。众召会的责任者和服 就了和平；
事者要担起看顾诸召会的责任，有分与管家的职分。 ａ．神好像一道稳定的水流，将祂自己一点一点地
(Ⅳ)。神的经纶和管家的职分的目标是为了实现宇 分赐到那些是新人各部分的人里。
宙的一个新人，所以忠信的管家们要带着新人的感 ｂ．神那不断、稳定并永远的分赐，将我们构成、
觉，将基督作为恩典并分赐给有着不同背景的所有 配搭并建造在一起。
周二
人，让他们成为一个神的家人和一个新人。(Ⅴ)。 Ｄ．保罗的管家职分乃是要完成神的话，好将基督
Ⅰ．为着完成神的经纶，神必须有管家来服事、供 带同祂所有的丰富，分赐到众召会里面：
应、管理并执行祂的经纶：
西1:25-27 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管家职分，作了
林前4:1-2 这样，人应当把我们看作基督的执事， 召会的执事，要完成神的话，就是历世历代以来所
和神的奥秘的管家。还有，在此所求于管家的，是 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祂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
要他显为忠信。
他们知道，这奥秘的荣耀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丰富，
Ａ．
“管家”的原文与提前一4和提前一4的“经纶” 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
同字根：
１．虽然保罗是在许多世纪之前被神使用，完成了
提前1:4 也不可注意虚构无稽之事，
和无穷的家谱； 神圣的启示，今天神圣的启示仍然需要在实行上得
这等事只引起辩论，对于神在信仰里的经纶并无助 着完成：
益。
ａ．神的仇敌撒但一直在寻找机会，破坏神的话的
弗1:10 为着时期满足时的经纶，要将万有，无论是 完成。
在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督里归一于 ｂ．仇敌的诡诈就是要蒙蔽那借着保罗所完成的话。
一个元首之下；
ｃ．神的话若没有完成，神的定旨就不能得着成就，
１．这辞意指“分配的管家”，“家庭的管理人， 基督就不能得着祂的新妇，也不能带着祂的国度而
将家中的供应分配给家里的人”。
来。
２．管家是分赐者，将神圣生命的供应分赐给神的 ２．我们今天所供应的，乃是那赐给保罗之神圣启
儿女：
示的完成。
ａ．使徒受主选派，作了这样的管家。
３．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需要更多能完成神的话的
ｂ．这分赐的事奉，管家的职分，就是使徒的职事。 管家。
周三
Ｂ．在新约所启示之神的经纶中，主要有两个奥秘： Ⅲ．神的管家职分乃是恩典的管家职分：
１．第一个奥秘启示于歌罗西书，就是基督是神的 弗 3:2 谅必你们曾听见那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神恩
奥秘。
典的管家职分，
２．第二个奥秘启示并说明于以弗所书，就是召会 8-9 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
是基督的奥秘。
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
Ｃ．在分赐的职事上，管家最重要的是显为忠信。 人，并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
周一 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周四)
Ⅱ．在神新约的经纶里，迫切需要神管家的职分： Ａ．恩典的管家职分乃是恩典的经纶，要执行神新
Ａ．管家职分是神的神圣安排，以完成祂新约的经 约的经纶。
纶。
Ｂ．恩典是神自己在基督里成为那灵赐给我们，为
Ｂ．神的经纶成了神管家的职分，赐给所有的信徒： 我们所得着并享受：
１．在以弗所三章，保罗用oikonomia（奥依克诺米 １．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在世界起始之前
亚）这个字来指两件事：
就赐给我们的。
ａ．关于神，“奥依克诺米亚”指神的经纶。
提后1:9 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了我们，不是按我
ｂ．关于我们，“奥依克诺米亚”指管家职分。
们的行为，乃是按祂自己的定旨和恩典；这恩典是
ｃ．神管家的职分乃是照着神的经纶；就着神来说 历世之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是经纶，就着我们来说是管家职分。
２．太初的神在时间里成为肉体，作为恩典，给人
２．恩典的管家职分，就是将基督的丰富分赐到我 接受、得着并享受，使神成为可接触、可摸着、可
们这人里面，使我们能以长大成为召会。
接受、可经历、可进入并可享受的。
弗3:8 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 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乃是三一神（具体化身
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 在子里，又实化为赐生命之灵）的全备供应，借着
人，
我们人灵的运用，给我们享受。

４．恩典乃是神圣三一传输到我们里面，作我们的 OL2: 在分赐的职事上，管家最重要的是显为忠信。
享受，也就是三一神在父、子、灵三方面化身里的 OL3: 为着完成神的经纶，神必须有管家来服事、供
显现：
应、管理并执行祂的经纶。
ａ．主的恩就是主自己作我们的生命，给我们享受； OL4: 神那不断、稳定并永远的分赐，将我们构成、
神的爱就是神自己，作主恩的源头；那灵的交通就 配搭并建造在一起。
是那灵自己，作了主恩同着神爱的传输，给我们有
天使每逢看见一个罪人得救，就歌唱；当他们
分。
看见整个召会，他们当然更要歌唱。然后他给我们
林前15:10 然而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 看见，基督在祂的死与复活里，用祂神圣的成分为
并且神的恩临到我，不是徒然的；反而我比众使徒 材料，创造出一个宇宙的新人。末了，这个杰作，
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这个能完成神经纶的新人，在一位灵里被带到神那
ｂ．林后十三14先说主的恩，因为这卷书是着重基 里，和神完全亲近，毫无间隔，就活在神的面光中，
督的恩。
接受神继续不断、永远的分赐。神好象一道稳定的
林后13:14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 水流，将祂自己一点一点地分赐到那些是新人各部
通，与你们众人同在。
分的人里面。神那继续不断、稳定、并永远的分赐，
ｃ．圣灵作为基督的恩同着父爱的循环、传输，乃 将我们配搭在一起，结构在一起，并建造在一起。
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中的供应。
这个建造的召会就是神在地上实行祂政权的国，也
５．奇妙的神圣传输应当天天都在发生：神丰富地 是祂施爱的家；并且成为神在我们灵里永远的安居
供应恩典的灵，我们该不断地接受并分赐恩典的灵。 之所。
Ｃ．神恩典的福音乃是恩典的管家职分，要将神分
保罗…指明他自己是神家中的管家。神极其丰
赐到人里面作他们的享受；保罗在他的职事里，郑 富，祂有极大的仓库，愿意把所有的丰富分配到祂
重见证神恩典的福音，将神供应到人里面。
的儿女里面。但这种分配需要一个管家，因此，管
Ｄ．基督徒的生活是恩典的生活，是对恩典的经历， 家就是分赐者，将神圣生命的供应分赐给神的儿女。
使我们能尽恩典的管家职分，就是分赐恩典。
神心头的愿望，是要将祂自己分赐到人里面。
Ｅ．基督身体实际的生活和建造，乃是从内里享受 这是全本圣经的中心点。神的经纶就是要实施将祂
基督作神的恩典而产生的。
周四、周五 自己分赐到人里面这事。我们乃是借着管家的职分，
Ⅳ．那些在召会中承担责任的人，需要有分于神管 就是借着分赐基督丰富的职事，有分于这个经纶。
家的职分：
基督的丰富分赐到我们里面以后，我们就需要接受
Ａ．长老们应该领头，将基督的丰富分赐给人。
负担，将这些丰富分赐到别人里面。在神来说，这
林后13:14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 些丰富是祂的经纶；在我们来说，是管家的职分。
通，与你所有在主的恢复里领头，并负责照顾众召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篇
会的人，都需要领悟，他们在这样神圣的管家职分
青少年们，为了能留在主的同在和那灵稳定的
里有分。
水流里，⑴与属灵同伴一同留在召会生活里、⑵为
Ⅴ．保罗是神经纶里忠信的管家，因着他有一个新 福音和牧养祷告，并每周实行传福音和牧养。
人的感觉，在他心中的就不是只有某个地方的召会， ⑴主的同在和那灵稳定的水流只有在有着属灵同伴
或是某位圣徒，乃是一个宇宙的新人：
和带领弟兄姊妹的召会生活中才有。你不可在召会
弗1:10 为着时期满足时的经纶，要将万有，无论是 生活中寻找与你天然个性合得来的人，而要联结于
在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督里归一于 带领你，供应你，成全你，往前的并在灵中燃烧的
一个元首之下；
弟兄姊妹们。向他们敞开，宝贝他们的教导并顺从
Ａ．“我们若有一个新人的感觉，就不该再认为我 他们。你的观念和价值观不同于神的观念和价值观，
们本国的召会与别国的召会毫无关系，反而会看见 所以弟兄姊妹们也不是照着你的观念和价值观来服
今天所有的召会乃是一个新人。愿我们仰望主，叫 事你。请你敞开你的心，关于他们的教导祷告。比
我们一点也不分门别类。不论是作为个别的信徒， 如，当你觉得比起读圣经聚会，与朋友一起出去买
或是作为团体的地方召会，我们都不分门别类。相 东西或在家里打网络游戏更有趣时，服事者弟兄姊
反的，我们众人，在众召会中的众圣徒，乃是一个 妹就会鼓励你劝你赎回光阴读圣经。他们是为你得
新人。”
益处才有这样的交通。
Ｂ．“我们也该欢乐，今天在地上有另一个人，就 弗 5:16 要赎回光阴，因为日子邪恶。请你年轻时
是新人，包括所有的信徒在内。新人借着耶稣基督 就赎回光阴，爱主，享受主，学习将基督供应人。
的死而复活生出来了，如今在全地扩展并长大。赞
同时，为了你在召会生活中往前，请你要有同
美主，我们乃是新人的一部分！”。
周六 年龄的属灵同伴。碳单独烧的话烧不起来，但一同
连在一起就能持续燃烧起来。
Crucial Point⑴:为了成为忠信的执事、持续留
提后 2:21 所以人若洁净自己，脱离这些卑贱的，
在稳定的水流中(OLⅠ,Ⅱ)
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分别为圣，合乎主人使用，
OL1: 为着完成神的经纶，神必须有管家来服事、供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22 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同
应、管理并执行祂的经纶。
那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信、爱、和平。

⑵为福音和牧养祷告，并实行传福音和牧养。你也
许很软弱，但福音朋友和刚得救的新人们，没来聚
会的弟兄姊妹们比你还更软弱。为他们祷告，并与
同伴一同实行每周传福音和牧养。
祷告：“哦主耶稣，我有分于神的职事，赞美主。
为了实行这职事，将基督的丰富供应人，我要与带
领我的弟兄姊妹们联结，并与同龄的属灵同伴一同
过召会生活。因为这样，我就能留在与主的亲密同
在和稳定的那灵水流里。愿我在神圣的分赐下享受
并流到其他人里。”

告的氛围中读。
林后 3：15 是的，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
候，帕子还留在他们心上；
16 但他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
17 而且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那里，
那里就有自由。
圣经是启示神的经纶，是关于基督和由基督的
分赐而产生的召会、基督身体的书。圣经里写了很
多事，但是它的中心点是基督和作为基督身体的召
会。如果你能抓住这个中心点来读圣经的话，整部
圣经就会向你敞开。
读圣经时的重点是，⑴要有鸟瞰的观点，⑵找
Crucial Point⑵:读圣经时，操练心向主敞开，
出 Crucial Points。这对你大学院的研究和事业都
运用灵，带着 Bird’s Eyes View 和 Crucial
是一样的。所以，你要除去自己观念的帕子，按照
Points 来读圣经 (OLⅡ-D,Ⅲ)
神经纶的路线追求圣经的真理，这会在你的在职生
OL1:仇敌的诡诈就是要蒙蔽那借着保罗所完成的 活中，给你亮光和智慧，让你成为卓越的职场人。
话。
在全球商务的世界，欧美企业的经营者指出“日
OL2:神的话若没有完成，神的定旨就不能得着成就， 本经营者的经营判断太慢，或者是不做决定是他们
基督就不能得着祂的新妇，也不能带着祂的国度而 商务上的很大损失”。这是由于日本人的文化习性
来。
中的，
“太注意小问题，而错失重要的事”的倾向。
OL3: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乃是三一神（具体化身 日本人的这个习性对产品的严格品质管理是好的，
在子里，又实化为赐生命之灵）的全备供应，借着 但是不适合要抓住时机的商务决定。你作为主恢复
我们人灵的运用，给我们享受。
里的基督徒，
请你操练学习李弟兄学习圣经的方法，
神的话就是神的启示，在新约以前并未完成。 就是要有 Bird’s Eyes View 和 Crucial Points。
在新约时，使徒们，特别是使徒保罗，在神的奥秘 这会对你的工作和研究有很大帮助。
（基督），以及基督的奥秘（召会）这两点上，完 祷告：“哦主耶稣，愿我能够在读圣经时，心向主
成了神的话，将神的经纶完满地启示给我们。根据 敞开，操练灵，不错过作为中心点的基督和召会，
西一26，神的话就是……奥秘……。这隐藏的奥秘 而能明白真理。请除去我的宗教观念和价值观。感
是关乎基督与召会（弗五32），就是头和身体。使 谢主，去除先入之见，带着鸟瞰的观点，并且抓住
徒保罗揭开这奥秘，乃是完成神的话这神圣启示的 重点读圣经的学习，有助于我的工作和研究。
阿门！
”
主要部分。……关于基督与召会的奥秘，
是从永远，
从各时代以来一直隐藏着，直到新约时代才显明给
Crucial Point⑶:为着一个新人，长大到基督
圣徒，包括我们众人，就是在基督里的信徒。
里，从文化里出来，执行管家职分(OLⅣ,Ⅴ)
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需要更多能完成神的话的 OL1:所有在主的恢复里领头，并负责照顾众召会的
管家。对这件事我们都必须有负担。我们需要花更 人，都需要领悟，他们在这样神圣的管家职分里有
多的时间在主的面光中，使祂能成为我们的分，作 分。
我们的享受，好使我们能有基督的丰富供应别人。 OL2:“我们若有一个新人的感觉，就不该再认为我
这样，我们便成为完成神话语的人。
们本国的召会与别国的召会毫无关系，反而会看见
当众肢体都尽管家职分，供应基督的丰富时， 今天所有的召会乃是一个新人。愿我们仰望主，叫
基督的身体就被建造起来。但愿在我们中间有这样 我们一点也不分门别类。不论是作为个别的信徒，
彼此互相的管家职分。你将基督的丰富供应别人， 或是作为团体的地方召会，我们都不分门别类。相
别人也将基督的丰富供应你。
反的，我们众人，在众召会中的众圣徒，乃是一个
神的仇敌撒但，诡诈地图谋废止神话语的完成。 新人。”
仇敌也许容让基督徒传讲旧约、四福音和使徒行传
所有在主恢复里领头，
并负责照顾众召会的人，
里所启示的，但他不能容忍人教导基督是那包罗万 都需要领悟，他们在这样神圣的管家职分里有分。
有赐生命的灵，或者召会是基督的奥秘。谁循着这 我们在这里不是从事一种普通的基督教工作。比如，
条路线来尽职事，谁就要受到仇敌的攻击。
我们不是只关心在外面教导人圣经；我们乃是渴望
这恩典的管家职分乃是为着神的分赐。我们已 将基督的丰富供应给神家中所有的人。在我们彼此
经看见，神的心意乃是要把祂的丰富，实际上就是 的交谈中，我们需要供应基督的丰富。甚至我们应
祂自己，分赐到祂所拣选的人里面。
邀到圣徒家中用餐的时候，也需要分赐基督的丰富。
应用：青职・大学院生篇
这就是神的管家职分。
虽然保罗的执事是完成神的话，但是今天因为
我们有许多机会将基督的丰富供应给圣徒。假
撒旦的诡计，保罗要完成的执事被颠覆。当你读圣 设我们帮人搬家，我们不该只顾着搬家具，也该将
经的时候，你不能按照自己的宗教观念和价值观来 基督的丰富供应给那家的人。在这样的服事上，我
读。读圣经时，应该常常向主敞开心，操练灵在祷 们所有的举动都该带着基督。

另一个将基督的丰富供应人的机会，是接待人
或是被人接待。主人和客人都该供应基督的丰富。
应用：服事者篇
新约服事者的你，请有分于神管家职分的服事。
在堕落的人的观念里，“自己是服事者，所以想要
让自己看起来很厉害”，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管家
对人执行权柄，不是“让人看起来很厉害”的人，
而是服事人的人。被大家族雇用的管家是，将家里
的丰富分配给家庭成员的人。管家要服事、供应、
管理。请读下面《关于长老职分的学习第一卷
pp.258～259》的节选。
“看见管理和辖制的不同会很受帮助。辖制人
的意思是，代替他们做决定，告诉他们要做什么，
或者不要做什么。那是将人置于你的指挥之下。在
主的恢复，我们必须憎恶这种辖制。……但是需要
管理。……在聚会中，必须要有管理。譬如，假设
有人拜偶像，并主张有这样的自由。这就必须要排
除。”
管家职分是将基督的丰富分赐到神的选民。那
是为了产生一个新人。地方召会是一个新人的一部
分，所以应该有新人的感觉。
弟兄的见证：来参加 12 月 22 日主日下午举办的
“福
音诗歌、新人见证、一个新人的信息”聚会的不仅
有日本人和中国人，还有来自非洲博茨瓦纳和印度
的朋友。我在讲信息的时候，下面的经节的一部分
用英文讲的时候，特别感觉到膏油的涂抹。“在此
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
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
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歌 3：11）”
，
“因为犹太人和
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众人同有一位主，祂对一切
呼求祂的人是丰富的。因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
得救。’
（罗 10：12-13）”
。
我们因着撒但，成了分裂且分散的，但是主把
我们聚集在一起要做成一个新人。我们要越过语言
和文化的障碍，一同享受主，同被建造。神户召会
不是只为着日本人的召会。召会没有日本人、中国
人、韩国人、印度人、非洲人、美国人的分别，而
是要实行一个新人。讲到这些的时候，知道博茨瓦
纳的弟兄、印度的弟兄和福音朋友非常高兴。为了
他们来聚会，一同享受，被基督吸引，我们需要从
日本的文化里出来。我们实行日本人的召会生活，
其结果就是在拒绝他们。
祷告：“哦主耶稣，我们有分于恩典的管家职分，
无论做什么的时候，都需要将基督的丰富供应给神
家的所有成员。在召会里没有国籍人种的分别。求
你使我能够从日本人的文化里出来，有一个新人的
感觉，过新人的召会生活”。

人生的奥秘（２）
我们应取的态度⑦:“望”
A.转离其他各种目标，
“以专一的注意力注视耶稣，
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
（来十二 2FN1）。
B.“人仰望祂，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
（诗篇 34:5）。
C.“我的魂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我还要赞美祂，祂是我脸上的救恩，
是我的神。”（诗篇 42:11）。
D.“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仰望你的
话语。”（诗篇 119:114）。
E.“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的慈爱，因我信靠你。求
你使我知道当行的道路，因我的魂仰望你”（诗篇
143:8）。
F.“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诗篇
146:5 下）。
G.“蛇若咬了什么人，那人一望这铜蛇就活了。”―
铜表征审判。铜蛇是主耶稣的预表；祂在罪之肉体
的样式里被钉十字架，作我们的代替和顶替，使我
们能“望”（信入）、祂而得永远的生命。（民 21:9
下 FN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