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
感謝节特別聚会 2020/1/27-2/2
Overview: 整个世界局势都在天上之神的诸天掌权
之下，以配合神在祂经纶里的心意；基督是这经纶
的中心。在神属天的掌权下，祂正在使用环境，使
基督成为我们的中心（第一位）和普及
（一切）(Ⅰ)。
基督居首位的，意思是说，祂乃是一切。基督既然
在宇宙中和召会中都居第一位，祂在宇宙中和召会
中就必是一切(Ⅱ)。基督应该、a) 在我们个人的宇
宙中、b) 在我们的爱上、c) 在我们三部分的人里、
d) 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中、e) 在我们的为人生活中
居首位。我们都该在主的名里行事，就是在那灵里
行动 (Ⅲ～Ⅶ)。
Ⅰ．神行政管理的心意，乃是要使基督在万有中居
首位，使基督在凡事上居第一位：Ａ．整个世界局
势都在天上之神的诸天掌权之下，以配合神在祂经
纶里的心意；基督是这经纶的中心。但7:9-10 …
那亘古常在者坐下了。祂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
纯净的羊毛；祂的宝座乃是火焰，其轮乃是烈火。
从祂面前有火河流出。事奉祂的有千千，侍立在祂
面前的有万万…。
Ｂ．要使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神就需要一班子民；
神若没有一班子民，就无法使基督成为居首位的。
Ｃ．在神属天的掌权下，祂正在使用环境，使基督
成为我们的中心（第一位）和普及（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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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在神的经纶中，基督居第一位，居首位：
Ａ．基督是居首位的，祂在凡事上都居第一位。
Ｂ．基督在三一神格中居首位；第一者，父，高举
子；第三者，那灵，总是为子作见证。
腓2:9 …神将祂升为至高，又赐给祂那超乎万名之
上的名。
Ｃ．基督在神对祂的高举上居首位：
弗1:22 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并使祂向着召会作
万有的头。
1．基督已被高举到三层天上神的右边。2．在神对
基督的高举里，神已使基督作万有的头。
火
Ｄ．在旧造和新造中，在宇宙和召会中，基督都居
第一位，居首位。西1:15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
像，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
18 祂也是召会身体的头；祂是元始，是从死人中复
活的首生者，使祂可以在万有中居首位。
Ｅ．基督居第一位，意思就是，祂乃是一切；基督
既然在宇宙中和召会中都居第一位，祂在宇宙中和
召会中就必是一切。
Ⅲ．基督应该在我们个人的宇宙中居首位：
Ａ．我们蒙神拣选作祂的子民，为使基督居首位，
我们乃是在神属天的掌权之下。
Ｂ．在我们的召会生活、家庭生活和日常生活中，
基督这居首位者必须是中心与普及。
Ｃ．在神属天的掌权下，万有都互相效力，叫我们
得益处；在我们个人的宇宙中所发生的事特别是这
样：1．我们个人的宇宙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
以及召会。2．在我们个人的宇宙中，每一天都发生
许多事，目的乃是要使基督居首位；我们需要看见

这事，并顺服神属天的掌权。
Ｄ．我们要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就必须愿意受
调整、被破碎、成为无有，使主在我们里面、借着
我们并在我们中间，能有路建造祂生机的身体。
Ｅ．我们若看见基督居首位的异象，我们的生活和
召会生活就会有彻底的改变，因为我们会领悟，基
督必须在凡事上居首位。
水
Ⅳ．基督应该在我们的爱上居首位：
启2:4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了起
初的爱。
Ａ．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就是用起初的爱来爱祂；
我们需要维持并发展我们向主起初的爱。
Ｂ．人无论爱什么，他的全心，甚至全人，都是摆
在所爱的上面，被其霸占并得着。
提后4:8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
主，那公义的审判者，在那日要赏赐我的；不但赏
赐我，也赏赐凡爱祂显现的人。
Ｃ．召会究竟会不会有得胜的荣耀日子，还是败落
的痛苦日子，乃在于我们是哪一类的爱者。
Ｄ．我们对主的爱必须绝对；我们不该爱任何人或
任何事物过于爱主。
Ｅ．我们爱主，因为祂先爱我们，将祂爱的素质注
入我们里面，并且在我们里面产生出爱来，使我们
能用这爱爱祂。Ｆ．我们爱主乃是照着神圣三一作
为爱的神圣分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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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基督应该在我们三部分的人里居首位：
西1:27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的荣耀在外邦
人中是何等的丰富，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
的盼望。3:4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祂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Ａ．我们敬拜在诸天之上登宝座的基督，但我们经
历、享受并有分于我们灵里内住的基督；我们非常
主观的与祂是一：1．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不
是小的、有限的基督，乃是包罗万有、延展无限、
居首位的基督。2．我们需要被包罗万有、延展无
限、居首位的基督注入、浸透、充满，直到我们经
历祂是我们的一切。
Ｂ．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祂所有的一切、祂所
达到并所得着的一切，对我们就都成为主观的；就
宇宙一面说，基督是延展无限的，但在我们的经历
中，祂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所是。
Ｃ．我们的内容和构成成分该单单是包罗万有、延
展无限的基督。
Ｄ．我们应当让基督充满我们的全人，并以祂自己
顶替我们天然生命的每一方面。
Ⅵ．基督应该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中居首位：
Ａ．基督的历史乃是基督徒的经历，并且基督的经
历就是基督徒的历史：1．基督的历史成为我们的
经历和我们属灵的历史。
2．在与基督生机的联结里，凡基督所经过的，都
成了我们的历史。
Ｂ．在歌罗西书中许多重要的辞句指向我们对基督
的经历；这些发表给我们一幅正确经历基督的完整
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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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基督应该在我们的为人生活中居首位：
西3:17-21 凡你们所作的，…都要在主耶稣的名
里，借着祂感谢父神。作妻子的，要服从丈夫，这
在主里是相宜的。作丈夫的，要爱妻子，不可苦待
她们。作儿女的，要凡事顺从父母，因为这在主里
是可喜悦的。作父亲的，不要惹你们儿女的气，免
得他们灰心丧志。
Ａ．神渴望基督能借着人性生活得着彰显。
Ｂ．信徒的生活必须与基督联合；这意思是，在我
们的生活中，我们必须与祂是一:1．我们需要与主
耶稣是一，正如祂与父是一。2．我们现今与基督该
同有一个生命并同过一个生活；子的生命成为我们
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成为子的生活。3．我们现今与
基督该同有一个生命并同过一个生活；子的生命成
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成为子的生活。
Ｃ．凡我们所作的，都该在主耶稣的名里：
1．名指人位，主的人位就是那灵。2．在主的名里
行事，就是在那灵里行动；这就是活基督，并让祂
在我们的为人生活中居首位。
土
Crucial Point⑴:心思置于灵，拒绝内里的野兽
和敌基督，使基督居首位
OL1:整个世界局势都在天上之神的诸天掌权之下，以
配合神在祂经纶里的心意；基督是这经纶的中心。
但 4:35 地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但在天上的
万军和地上的居民中，祂照自己的意旨行事；无人能
拦住祂的手，或对祂说，你作什么呢？
弗 1:10 为着时期满足时的经纶，要将万有，无论是
在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督里归一于一
个元首之下；
OL2:要使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神就需要一班子民；神若
没有一班子民，就无法使基督成为居首位的。
OL3:在神属天的掌权下，祂正在使用环境，使基督成为我
们的中心（第一位）和普及（一切）。
但以理书……启示基督借着神选民的环境，成
为他们的中心与普及。借着列国作环境，神在要来
的日子里，至终要使基督成为以色列的中心与普及。
今天这原则对我们也是一样。在现今这奥秘时代（这
是但以理书所没有启示的），神正在使用环境，使
基督成为我们的中心与普及。
我们不是简单的。一面，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
徒是神的选民；另一面，我们仍是旧造的一部分。……
我们是神的选民，需要基督作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
的中心与普及。然而，在我们里面的旧造有时是一只
〔如但以理七章中的〕兽，有时又像尼布甲尼撒或敌
基督，企图要打败、掳掠、据有并利用神的选民。因
着我们是这样复杂，所以我们也需要作但以理，把我
们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祷告要基督进来，把我们里
面一切天然、属旧造的东西割断、了结。
我们蒙神拣选作祂的子民，为叫基督居首位，我
们乃是在神属天的掌权之下。就这件事来说，旧约和
新约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在神属天的掌权下，万有都
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罗八 28）。在我们个人的
宇宙中所发生的事特别是这样。我们的宇宙包括我们
自己、我们的家庭以及召会。在我们的宇宙中，每一
天都发生许多事，目的乃是要使基督居首位。我们需
要看见这事，并顺服神属天的掌权。…属天掌权的目
的，是要完成神的选民，使基督得以居首位，就是使
祂成为首先的（中心），并成为一切（普及）。

应用：青年在职・大学院生篇
请你明白你自己本身是非常复杂。在你的肉体里面
有野兽，反对属神的和有着神圣经纶的召会生活，也有
着破坏召会的尼布甲尼撒和敌基督。但是在灵里有真的
但以理之基督。同样在你的魂里，你自身也有这样的疑
惑，是将心思置于肉体，还是置于灵。
从你的肉体出来的反对基督和召会的感觉其实并
不是来自你，乃是来自撒但和罪。如果不明白这件事情，
那你就会停滞在这个复杂和混乱当中。罗 8:6 因为心思
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心思
置于肉体，就会在心思里面注入撒但的死，心思就会被
死充满。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将心思置于肉体的话就
会慢慢的使你与基督和召会分开。还有，你会停留在魂
里，换句话说如果不积极的将魂的主要的部分之心思置
于灵的话，就会开始在魂里徘徊。最终，魂里面的心思
就会置于肉体。将心思置于灵，凭着灵而行的生活乃是
单纯的有喜乐的，被主引导的生活。
例如你有这样摆脱不了的念头和担忧：“如果
不像同事一样频繁的参加晚上与上司和同事的酒会
的话，就会被大家晾在一边。现在不是参加祷告聚
会和传福音的时候。”这是从置于肉体的心思而
来。请你把这些念头卸给主，不要烦恼，单纯的跟
随主。彼前 5:7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祂
顾念你们。8 务要谨守、儆醒。你们的对头魔鬼，如
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祷告：“哦哦主耶稣，住在我肉体里面的撒但经常恐
吓的跟我说“过召会生活的话，你就会和其他的人不
一样被社会晾在一边”，诱惑我让我变的不信。我不
信撒但的话，而是相信神的话语。魔鬼撒但，退下
去！我要彻底消除因着心思置于肉体而带来的死的感
觉。为了能将心思置于灵并单纯的跟随主，请增强我
内里的人和重生的灵。将基督作为我的工作生活中的
中心和普及。阿门！”
Crucial Point⑵:为使基督在你的个人宇宙中
居首位，顺服属天的掌权，
用上好的爱爱基督
OL1:在我们个人的宇宙中，每一天都发生许多事，
目的乃是要使基督居首位；我们需要看见这事，并
顺服神属天的掌权。
OL2:我们若看见基督居首位的异象，我们的生活和
召会生活就会有彻底的改变，因为我们会领悟，基
督必须在凡事上居首位。
OL3: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就是用起初的爱来爱祂；
我们需要维持并发展我们向主起初的爱。
我们爱主，
因为祂先爱我们，将祂爱的素质注入我们里面，并
且在我们里面产生出爱来，使我们能用这爱爱祂。
神殿荒凉的原因是什么？表面看来是因为以色
列人邪恶、有罪。然而，荒凉的内在原因，乃是基
督没有被神的百姓高举；他们没有在凡事上让祂居
首位。事实上，他们没有让基督居首位，没有尊荣
并高举祂，这是他们成为有罪、邪恶的原因。今天
我们在召会生活中的原则也是一样。我们若没有以
起初的爱爱基督，让祂在凡事上居第一，使祂在我
们中间居首位，召会就会荒凉。作为神殿的召会之
所以荒凉，总是由于神的子民忽略了对基督的经历。
复兴的路就是高举基督。每当神的子民高举基
督的时候，就会有恢复和复兴。……召会若有点冷

淡、老旧，而渴望复兴，就该让基督居首位，承认
祂是在神右边的一位。……凡呼求祂的，必得恢复
和复兴。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婚姻生活、家庭生活、
召会生活中，基督需要在神的右边。祂若在我们生
活的每一面被高举，到处就都会有复兴。高举基督
乃是复兴和恢复的路。
我们重生的人需要在召会的聚会中，借着赞美、
歌唱并呼喊来高举基督。我们不该静默，反而该运
用我们属灵的长子名分高举基督。我们该宣告：
“主
耶稣，你在神的右边。你在我的个人生活、婚姻生
活、家庭生活、召会生活中居首位。”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篇
西1:15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一切受造
之物的首生者。16 因为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
在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
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都是在祂里面造的；万
有都是借着祂并为着祂造的；17 祂在万有之先，万
有也在祂里面得以维系；18 祂也是召会身体的头；
祂是元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使祂可以在
万有中居首位；19 因为一切的丰满，乐意居住在祂
里面，20 并且既借着祂在十字架上的血，成就了和
平，便借着祂叫万有，无论是在地上的或是在诸天
之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21 你们从前是隔绝的，
因着恶行心思里与祂为敌，22 但如今祂在基督肉
体的身体里，借着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了，把你
们圣别、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地呈献在自己面前；
在学校里有居首位的校长，第二位的教导主任，
第三位的年级主任，还有班主任，他们各自有自己
的分工。但神对你的心意，是将基督作首位和一切。
校长虽然是学校的首位，但不是一切，校长没有负
责的班级。读了上述歌罗西书第一章的话，明白基
督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是从复活中诞生的新
造的首生者。另外，基督为了把因罪而离开神的你
带回给神，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请学习在学校
生活中让基督居首位，对你来说基督是智慧，理解
力，注意力，忍耐力，人际关系，协调性，称赞人
优点的能力，客观性，总结能力等等的一切。祷读
这些歌罗西书的话，愿你们都能知道并经历基督乃
是万物之首，一切的丰满都住在基督里。用最好的
爱来爱基督，就能将基督作首位。
祷告：“神的心愿，是将基督居于万物之首，在我
个人的宇宙里，在我的学校生活和家庭生活里必须
以基督作首位。为了在神的旨意下过学校生活，蒙
祝福，愿我能将自己旧的观念和意见钉在十字架上，
让基督能够居首位。这样我就能从所有的堕落中蒙
拯救。阿门！”
Crucial Point⑶:“照着先大，后小”的原则，
先认识神的永远旨意，后照着旨意而生活
OL1: 基督应该在我们的人性生活中居首位。
西 3:18（对妻子） 作妻子的，要服从丈夫，这在
主里是相宜的。19（对丈夫） 作丈夫的，要爱妻
子，不可苦待她们。20（对孩子） 作儿女的，要
凡事顺从父母，因为这在主里是可喜悦的。21（对
父母） 作父亲的，不要惹你们儿女的气，免得他

们灰心丧志。22（对员工） 作奴仆的，要凡事顺
从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讨人喜欢
的，乃要凭心中的单纯敬畏主。23 你们无论作什
么，都要从心里作，像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
的，24 知道你们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报；你
们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25 那行不义的，必受不
义的报应，并没有偏待人的事。4:1（经营者） 作
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对待奴仆，知道你们也有一
位主在天上。
如果我们过与基督联合的生活，基督就要借着
我们的人性得着彰显。基督是在人性生活中，不是
在天使的生活中得着彰显；天使不能彰显基督。父
已经命定我们这些祂所拣选的人作祂儿子的彰显。
诗歌三百零四首说到“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这该
是我们的祷告。
许多印度教徒、佛教徒、和天主教徒都贬低人
性的生活。他们不在意婚姻，也不在意正当的家庭
生活。他们宁可不嫁不娶，他们羡慕过一种天使般
的生活。但天使般的生活不能彰显基督。反之，基
督需要在那些作丈夫、作妻子、作父母、作儿女、
作主人、作奴仆的人中间得着彰显。为了要彰显基
督，我们需要有正确的、正常的人性生活。
我有八个儿女，二十多个孙儿女，我这个老人
能见证说，主知道如何为我们选择最好的丈夫或妻
子，主也知道我们该有怎样的儿女。祂也知道怎样
破碎我们，使我们成为透明的，能以彰显基督。借
着家庭生活，我们从主学到许多宝贵的功课。我信
天使都在观看，我们有没有在家庭生活中活出基督。
在主的恢复中，没有一位弟兄或姊妹该羡慕过
修士或修女般的生活。到了合式的时候，弟兄姊妹
们都该结婚，然后借着婚姻生活的经历学习功课，
好在他们的人性生活中彰显基督。
应用：新人篇
新人们，请操练“先大，后小”
。首先大是指，
你认识神永远的心意。神永远的旨意跟你的日常生
活中事情没有关系。那是神永远的定旨，和神的意
愿有关系。为了认识神永远的旨意，你要忘记自己
的状态，情形，失败，软弱，读并祷告在歌罗西书
1 章所启示的关于神的旨意的包罗万有，延展无限
基督的经节。如果你的心狭隘，将生活的事和将来
的事带入祷告，就无法理解神的旨意，所以要忘记
一切，敞开心运用灵祷告，愿主赐给认识神心意的
智慧和启示的灵。
一旦你认识在歌罗西 1:9～3:11 中关于神的心
意也就是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的话，就会有与
3:12～4:6 的基督联合的日常生活。这个时刻，你
的在职生活或学校生活会成为你在人性生活中经历
具体化身的基督的领域。首先你要变大认识神永远
的旨意，其次是变小，在实际的人性生活中实际地
经历基督。这个“先大，后小”的原则，在你学习
或工作中也是重要的原则。愿新人们在神在旨意下，
在有烦恼，劳苦，忍耐的人性生活中，与基督联合，
能经历基督。
那样主会因着神的旨意大大地祝福你。
祷告：
“哦哦主耶稣，我要忘记自己所有的状态，情

形，软弱，失败。赐予我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认
识神永远的旨意。愿在有劳苦，忍耐的人性生活中，
与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联合，实际的经历基
督。请因着神的心旨意祝福我的生活”。
本周话题:关于 25 年前袭击神户的大地震的经历和
神户召会复兴的见证
2020 年 1 月 17 日是阪神淡路大地震 25 周年。
在大地震之前，神户召会的人数还不到 10 人。1993
年 4 月 3 个人开始聚会，但是因为没有会所，每个
月在 2～3 个租借的会议室里举行主日聚会。1995
年 1 月 17 日，震级 7 级的大地震在清晨发生，高楼
大厦和高速公路都倒塌了，并还发生了火灾，约 7
千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之后，我们⑴感谢主我们都蒙主保守，⑵竭力
将福音送到那些被震灾所动摇的朋友们的心里，⑶
灾后 1995 年 2 月开始，主日上午租借在本山车站
附近的工作室 2 年半，在那里举行了主日聚会。之
后，1998 年秋季开始约 1 年半，在我购买的本山车
站附近的住房聚会，到 2000 年 4 月才有了本山会
所。因着地震悲痛的经历，自己的心被强烈地震到，
不信也被震掉，就能够更加积极地往前了。
那之后，2011 年 3 月 11 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
震和海啸，比起阪神淡路大地震时受到的灾害更大。
每当一看到当时的海啸等画面时，我就想起了自己
经历过的大地震的情景。主就在我里面探寻，对我
说“阪神淡路大地震后，你虽说有了些长进，但不
是还有很多不冷不热吗？”
，
“你对福音的紧迫感不
是还不够吗？”，“你不是还没有完全明白我在环境
上的带领吗？”。我就悔改、认自己的罪、缺点、软
弱。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召会在福音上，特别
是对日本人的福音有了很大的突破。哈利路亚，赞
美主。
罗 8:28 还有，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
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歌 1:27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的荣耀在外邦
人中是何等的丰富，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
的盼望；
但 4:34 那些日子过后，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
我的理性复归于我，我便颂赞至高者，赞美尊敬那
永活者；因为祂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祂的国存到
万代。35 地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但在天上
的万军和地上的居民中，祂照自己的意旨行事；无
人能拦住祂的手，或对祂说，你作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