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认识并经历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作为神
的奥秘 感恩节特別集会 2020/2/10-16
Overview：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作为神的奥
秘，就是神的话(解释、说明和彰显)。基督也是神
奥秘的故事，是神的历史。神的历史包括成为肉体、
人性生活、钉死、复活、升天、得荣和登宝座。与
神的故事相关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藏在那是神的
奥秘的基督里面(Ⅰ)。
基督是神格丰满的具体化身，
这意思是，三一神的丰满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
面。我们从祂的丰满得着“恩上加恩”就像滚滚海
涛，一波接着一波，绵绵不绝。(Ⅱ)。神格一切的
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作为在基督里
的信徒，我们在基督里得了丰满(Ⅲ)。
Ⅰ．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是神的奥秘：
西2:2 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在爱里结合一起，以
致丰丰富富地在悟性上有充分的确信，能以完全认
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Ａ．神自己是个奥秘，基督是这奥秘的奥秘。
Ｂ．
“神的奥秘”指明无法理解且解释不来的事物。
Ｃ．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作为神的奥秘，是
神的解释、说明和彰显——神的话。
约1:1 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
Ｄ．基督作为神的奥秘，乃是神的历史；神全盘的
“故事”都在基督里，并且就是基督：
1．神虽是无限、永远的，无始无终的，但祂也有历
史，故事。
2．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神的奥秘，神奥
秘的故事——乃是神的历史。
3．神的历史是指祂在基督里所经过的过程，使祂可
以进到我们里面，并使我们得以被带到祂里面；这
过程包括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死、复活、升天、
得荣和登宝座。
周一
E．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那是神的奥秘之
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里面：
西 2:3 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祂里面。
1．智慧与我们的灵有关，知识与我们的心思有关。
弗 1:8 这恩典是神用全般的智慧和明达，使其向我
们洋溢的，…17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地认识祂；
2．神是智慧和知识的独一源头。
3．这是关于基督与召会之神圣经纶的属灵智慧和知
识。4．智慧和知识也是指神一切的“故事”说的。
5．这一切关乎神故事的智慧和知识，都是藏在这
位是神奥秘的基督里面。
周二
Ⅱ．基督作为神的奥秘，乃是神格丰满的具体化身：
西2:9 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
基督里面。(周三)
Ａ．“神格一切的丰满”乃指整个的神格，完整的
神：
1．“神格”一辞有力的指明基督的神格。
2．神格既包含父、子、灵，神格的丰满就必是父、
子、灵的丰满。

3．基督是神格丰满的具体化身，这意思是，三一神
的丰满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
ａ．这含示基督在祂人性里所穿上的肉身，并且指
明神格一切的丰满都居住在这位有属人身体的基督
里面。
约1:14 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
满地有恩典，有实际。我们也见过祂的荣耀，正是
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周三・四)
ｂ．在基督成为肉体以前，神格的丰满乃是居住在
作为永远之话的基督里面，但不是有形有体地居住
在祂里面。
ｃ．从基督成为肉体穿上人的身体以后，神格的丰
满就开始有形有体地居住在祂里面，并且居住在祂
得荣的身体里，从今时直到永远。
腓3:21 祂…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使之
同形于祂荣耀的身体。(周三)
Ｂ．西二 9 的“丰满”不是指神的丰富，乃是指神
丰富的彰显：
1．丰富是一样东西的量，而丰满是一样东西流出来、
溢出来，成为那样东西的彰显。
2．那居住在基督里的，不仅是神格的丰富，也是神
所是之丰富的彰显：
ａ．神的丰满就是神的丰富满溢出来了，这满溢出
来就是神的彰显。
ｂ．神格的丰满就是神格的彰显，也就是神所是的
彰显。
3．神格是在旧造（宇宙）中并在新造（召会）中得
着彰显。
Ｃ．当神的儿子成为肉体成了一个人，在祂身上有
神的丰满，我们从这丰满里都领受了：
约1:16 从祂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
恩。
1．约一16里的“恩”不是指丰富的恩，乃是指丰满
的恩；丰富的恩是在神里面，而丰满的恩是在基督
耶稣里。
2．我们所领受的恩典乃是丰满的恩典；从我们得救
时开始，我们就可以恩上加恩的领受。
3．约一16的“恩上加恩”可比作滚滚海涛，一波接
着一波，绵绵不绝。
周三四
Ⅲ．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
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在基督里得了丰满：
西 2:10 你们在祂里面也得了丰满。祂是一切执政
掌权者的元首。(周五)
Ａ．十节的“丰满”，原文含完备，完全意。
Ｂ．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居住在基督里，又因为
我们已经被摆在祂里面，所以我们在祂里面就得了
丰满，充满了神圣的丰富：
林前1:30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这基
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别和救赎。(周
五) 弗3:8 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
还小的，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
传给外邦人，

1．所有相信基督的人，都已经被摆在基督里了；因
此我们与祂联合并且与祂是一。
2．我们信徒已经被摆在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
里面，与祂联合，归属于祂，以祂为我们的丈夫；
因此，我们与祂乃是一。
林前6:17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3．因着我们与基督是一，我们就有分于祂所完成、
所得着并所达到的一切；我们承受了基督所经历并
所经过的一切，领受了祂所是和所有的一切。
4．凡祂所经过的一切，现今乃是我们的历史；祂所
得着并所达到的一切，乃是我们所承受的基业。
5．结果乃是，祂所是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都归我们，
祂所经历的一切也成了我们的历史。
西3:1 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寻求在上
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Ｃ．我们需要充分的领悟我们在基督里所有的，并
运用信心，好有分于我们在基督里所有的一切。
Ｄ．这丰满是包罗万有的，因此这丰满为我们成就
了一切，完全满足并供应我们，且使我们得了丰满，
得以完全并完备。
E．我们有包罗万有、无穷无尽的丰满，这丰满有形
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并且我们在祂里面，也得
了丰满。
周五六
Crucial Point⑴:将基督作为智慧，在工作生活
中经历神的历史和故事
OL1: 神虽是无限、永远的，无始无终的，但祂也有
历史，故事。
OL2: 神的历史是指祂在基督里所经过的过程，使
祂可以进到我们里面，
并使我们得以被带到祂里面；
这过程包括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死、复活、升
天、得荣和登宝座。
OL3: 这一切关乎神故事的智慧和知识，都是藏在
这位是神奥秘的基督里面。
我们得救之前，没有智慧。然而，一旦我们得
救了，就能经历基督作我们的智慧。众信徒都该有
智慧，这是很实际的。我们需要在如何运用我们的
时间和钱财上，经历基督作我们的智慧。基督是真
智慧。我们若凭基督而活，祂就是我们的智慧；我
们若不凭基督而活，或是基督无法活在我们里面时，
我们就没有智慧。基督一直在我们里面，但我们常
不让祂“活”在我们里面。当基督活在我们里面，
祂就成为我们的智慧。
保罗告诉歌罗西信徒，一切真智慧、真知识的
宝藏，都藏在基督里面。这是关于基督与召会，神
圣经纶的属灵智慧和知识。智慧与我们的灵有关，
知识与我们的心思有关。
此外，智慧和知识是指神一切的“故事”说
的。……这一切关乎神故事的智慧和知识，都是藏
在这位是神奥秘的基督里面。
应用：在职青年・大学院生篇
虽然神是无限并永恒的，但是在人性相关上，
有神的历史和故事。永恒的神进入到时间里面，在
两千多年前穿上了人性。然后成为了人的神，在地
上经历人的生活，经历了人生的苦难，试炼和劳苦
等，三十岁的时候祂开始了在地上的职事。祂传福
音，呼召门徒，并差遣他们去传福音。三十三岁半

的时候，代替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并完成了救赎
以偿还律法对罪人的义的要求。之后进入到阴府，
并在那里住了三天之后，从死中复活，成为了赐生
命的灵。然后主耶稣升天到神的右边，开始了祂在
天上的职事。在属天的职事中，为信徒和福音朋友
代祷。这乃是为了召会能够在地上实行神的旨意。
这是永恒的神在耶稣的人性中经历的历史。这历史
是神在智慧中所设计的（诗歌21）
。这样美妙的奥秘
谁能想象得到的？还有谁能想得到基督这卓越的救
赎？藉着救赎解决了神的爱和义中的困境，藉着神
的生命打开了实行神计划的道路。请你要在工作生
活中经历智慧之神的故事和历史。
林前 2：9 只是如经上所记：
“神为爱祂的人所预备
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
想到的。” 10 但神借着那灵向我们启示了，因为
那灵参透万事，甚至神的深奥也参透了。 11 因为
除了在人里面人的灵，在人中间有谁知道人的事？
照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这神的故事，是在智慧中被设计出来的。这智
慧乃是被藏在基督里。你可能觉得自己有智慧，但
这并不是基督的智慧。比如，人一旦挣到钱的话，
就会把钱和时间花在愚蠢的事情上。有钱的人，除
了妻子之外还在外面有别的女人，
有犯奸淫的倾向。
或者是很浪费的购入好几台非常高昂的跑车。这乃
是预示着你没有正确花时间和金钱的智慧。
无论你在物质上是富裕的还是不富裕，都请你
经历被藏在基督里的智慧和知识，在工作生活中经
历神的故事。商务人士因为忙，在如何使用金钱与
时间上，有必要将基督作为智慧来经历。为了与上
司和同事处好关系，频繁的加班和参加不必要的酒
会都会使工作效率降低。因为你靠的是你自己的智
慧，为了考虑建立人际关系而过度加班等，都会消
耗你，会影响你第二天的新工作。相反，与基督的
属天职事的代祷合作，能为了福音和牧养和弟兄姊
妹们出去传福音的话，反而你会被更新，被复兴，
被祝福。然后回家，在平安中获得足够的睡眠。还
有财政盈余的时候，奉献给召会，藉着主在物质和
属灵上得到祝福。主是一切祝福的源头。
祷告：“哦，主耶稣！神的奥秘之基督是神的历史
和故事。这个故事是在神的智慧中被设计出来的。
这藏于基督内的智慧远远超过了人的智慧。在工作
生活或是研究生活中，不是藉着自己的智慧，而是
将基督作为智慧，让我能经历神的历史和故事“。
Crucial Poinｔ⑵:基督是神的丰满，我们从这丰
满里都领受了，建造作基督丰满的召会
OL1: 丰 富 (riches) 是 一 样 东 西 的 量 ， 而 丰 满
(fullness)是一样东西流出来、溢出来，成为那样
东西的彰显。
OL2:当神的儿子成为肉体成了一个人，在祂身上有
神的丰满，我们从这丰满里都领受了。
OL3: 约翰一章十六节的“恩上加恩”可比作滚滚海
涛，一波接着一波，绵绵不绝。
约 1:16 从祂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
恩。
西 2:9 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
基督里面。
约 1:16 并不容易明了。我曾听一位希腊文教师
讲论这节圣经。他说，“恩上加恩的意思，就如海
中的波浪一般，是后浪推前浪，一直不断绝。”恩
上加恩的“恩”不是指丰富的恩，乃是指丰满的恩。

丰富的恩是在神里面，
而丰满的恩是在基督耶稣里。 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
所以，我们所领受的恩典乃是丰满的恩典。犹太人 人。
不认识主耶稣，也不接受祂。他们最多只享受神的
我们是包罗万有之基督的肢体。我们已经被摆
爱，享受丰富的爱，无法像一般的基督徒一样，享 在祂里面，与祂联合，实实在在“嫁”给祂了。因
受丰满的爱
此，我们与祂乃是一。凡祂所经过的一切，现今乃
现今我们懂得 约 1:16，这里不是说“从祂的
丰富里”，乃是说“从祂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 是我们的历史；祂所得着并所达到的一切，乃是我
了。这里不是“丰富”，而是“丰满”；就像杯子 们所承受的基业。
虽然有些基督徒对这事有道理上的认识，但仅
里的水是丰富的，而溢出来的水是丰满。主耶稣就
是神的溢出，子就是父的溢出。正如我在一九二八 仅在头脑上领会与基督联合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运
年结婚前，是个单身汉，虽然年轻力壮，却没有“满 用信心，好有分于我们在基督里所有的一切。我们
溢”。然而今天，我有八个孩子，儿子加上媳妇， 不该认为自己是可怜的，正如一个贫穷的女子嫁给
女儿加上女婿，再加上第三代，总共有三十几口人； 富有的人之后，就不该再认为自己是贫穷的。即使
他们这群人就是我的满溢。丰富是在父亲身上看见， 她可能感觉贫穷，但她必须操练应用这事实：她丈
丰满却是在子女身上看见。
夫的丰富是属于她的。
照样，
因着我们与基督是一，
应用：服事者篇
丰满不同于丰富。丰满是丰富的溢出。杯子中 我们就不该看自己是贫穷的。相反的，我们需要充
虽然有水，但是没溢出来的话，就不是丰满。杯子 分地体验我们在基督里所有的。
有些基督徒喜欢在祷告中宣告他们多贫穷、多
中的水虽然丰富，但是只有满溢出来才变得丰满。
你不是从丰富里领受，而是从丰满里领受。那就是 可怜、多卑下。这种祷告是没有信心、没有把握的
说他就像海浪一波又一波一样来临及你。这表明： 祷告。我们需要有充分的确信，相信我们与这位丰
⑴神，父，子，圣灵的所有的丰富，都在基督里面。 富、包罗万有的基督是一，与那是三一神一切丰满
当你来到基督里时，因为神所有的丰富都已经满溢 之具体化身者是一。我们若凭充分的确信来体验这
了，所以很容易就能享受到。你没有必要探寻杯子 事，就绝不会认为自己是贫穷的了。
的里面。而只需来到主这里就可以了。那样你就可
不要相信你对自己的感觉，乃要望断以及于基
以享受主。
督。运用你的信心，实化祂的所是、祂所经过、祂
⑵父神是这丰满的源头，这源头虽从永远流至永远，
所得着并所达到的以及今天祂在那里。祂既是在第
但仍能一直流。你完全不用担心它会枯竭。
⑶在日常生活中，请从丰满中领受，充满喜乐与活 三层天上，我们又与祂是一，我们也就在第三层天
力地去公司或学校。不要像外邦人一样满脸阴沉。 上。……我们已经被摆在那追测不尽之丰富的基督
在你里面有充满神的丰满的基督。每天带着喜乐去 里了。
公司和其他地方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在以弗所三章八节，保罗说到基督那追测不尽
⑷你应当在各种服事中，让基督满溢，大大彰显基 的丰富。我们比亿万富翁还富足，因为我们所有的
督。比如，你在印刷材料时，将材料分发到椅子上 丰富无法计算。我们无法想像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
时，请这样祷告：“哦，主耶稣，我要准确的分发
的是何等丰富。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我又贫
材料，让从工作或学校来的弟兄姊妹们能够回到灵
里，操练灵，摸着材料中圣经的话。”这样做你就 穷、又可怜。”但少有人祷告说，“主啊！我感谢
不只是在外面做聚会的准备，而是在里面也做聚会 你，我是富足、完备、充满的。主耶稣，因着我在
你里面，我就比最有钱的亿万富翁还富有。我一无
的准备。
⑸你应当从这丰满中领受，建造这作基督丰满的召 所缺。”我盼望你读过这篇信息之后，能开始这样
会。
的祷告。你要告诉主、天使、甚至魔鬼，说，“我
祷告：“哦，主耶稣。我来到基督里领受这满溢的 比地上任何亿万富翁还富足，因为我乃是在基督里
恩典。在这件事上我必须放弃我自己旧的观念。根 面，祂的丰富是追测不尽的”。
据圣经的启示，我从丰满中领受，所以在日常生活
应用：新人和青少年・大学生篇
和服事中我绝不会贫乏。赞美主。让我在服事中能
日本人中有很多人有过于认真，太过注意细小
够使基督满溢! 这都是为了建造作基督丰满的召会。
的细节的倾向。结果，就陷入不信。认真是好,但不
阿门! ”
Crucial Point⑶: 因为信徒是嫁给基督，与基督 可变成不信。很多的基督徒，就好象是“一个女性
明明是嫁给大富豪的妻子，却不能摆脱以前贫穷的
联合，所以比大富豪都富有。借着信心
生活习惯”。基督所经过，经历的全部都成为你的
经历并传扬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
财产，成为你的经历，乃是因为你嫁给基督，与基
OL1: 我们信徒已经被摆在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
基督里面，与祂联合，归属于祂，以祂为我们的丈 督结合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譬如，你在学校和老师相处不好，与同学间也
夫；因此，我们与祂乃是一。
你一想到这事就变得消沉，开始不想去学校。
OL2: 凡祂所经过的一切，现今乃是我们的历史；祂 不顺。
所得着并所达到的一切，乃是我们所承受的基业。 这时你要向天观看，运用灵，将心思置于灵里，再
OL3: 我们需要充分地领悟我们在基督里所有的， 想想已经嫁给基督的事。并且如下在祷告中交通，
并运用信心，好有分于我们在基督里所有的一切。 “哦哦主耶稣，我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忘记自
主啊，
请赦免我的不信。
弗3:8 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 己已嫁给作为大富豪的你。
因为我嫁给你本不会贫穷,但是现在的状态是悲惨

的。这样结果的原因乃是不信。我忘记从自己的不
信而来的感觉，相信神的话。通过信心，过Going Up
生活。请因着作为神丰满的基督拔高我的校园生活。
并且我和弟兄姊妹一起享受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
将其作为福音来传杨”。如果这样做，你就可以经
历基督作忍耐力，适应人的能力，同情人爱人的能
力，正确理解事物的智慧。
本周话题:中国武汉冠状病毒的扩散和
福音的传扬⑵
冠状病毒的感染者有17,238人，疑似感染者
21,558人，重症患者2,296人，死者上升到了361人
（据2020年2月3日的报道）。已经超过了2002～03
年因ＳＡＲＳ流行造成的中国本土349人的死亡人
数。
根据启示录6:1～8，在福音、战争、饥荒、死
亡这四匹马的竞赛中，福音是领先的，由撒但所引
发的其他三匹马正在帮助福音的传扬。我们越听冠
状病毒感染的新闻，越应该以基督的成为肉体、钉
死十字架、复活和升天为根据，祷告、传扬福音。
第一印：白马与骑马者─福音广传
启 6:1 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我观看，就
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声音如雷，说，你来。2 …
看哪，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
赐给他，他便出去，胜了又要胜。
FN“白马”:白，表征清洁、纯一、公义并可蒙称许。
白马象征福音的传扬，不论对人对神，都是清洁、
纯一、公义并可蒙称许的。
FN“骑在马上的”:头四印包括四匹马以及骑在马上
的，犹如一场四马竞赛。四个骑马的都不是真人，
而是人位化的事物。显然骑第二匹马（红马）的，
是战争；骑第三匹马（黑马）的，是饥荒；骑第四
匹马（灰马）的，是死亡。…紧接基督升天之后，
福音、战争、饥荒和死亡这四件事，便像四个骑马
的骑在四匹马上，
开始奔跑，
一直持续到基督回来。
从第一世纪开始，经过了这二十个世纪，福音不断
的广传，同时战争也不断的在人类中间进行。战争
常是造成饥荒，饥荒便带来死亡。这些都要持续到
这世代的末了。
FN“弓”:弓带着箭是为着打仗的。但这里只有弓，
没有箭，指明箭已经射出，除灭仇敌，并且已经得
胜，使和平的福音得以构成。如今争战已经结束，
和平的福音得以和平的宣扬出去。
FN“胜了又要胜”:或，征服了又要征服。历代以来，
福音无论传到那里，都征服并胜过了各样的抵挡和
攻击。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骑在第二、第三、第四
匹马上的出去得胜，只有骑在第一匹马上的，就是
福音的传扬，是一直的得胜。福音无论传到那里，
那里就有这得胜。
第二印：红马与骑马者─战争普及
3 羔羊揭开第二印的时候，…4 …看哪，另有一匹
红马出去，这里的红表明流血；红马象征战争的进
行，而战争完全是流血的事。
第三印：黑马与骑马者─饥荒增剧
5 羔羊揭开第三印的时候，…看哪，有一匹黑马，

这里的黑是指饥荒，表明饥饿之人的面色。
第四印：灰马与骑马者─死亡肆虐
7 羔羊揭开第四印的时候，…8 …看哪，有一匹灰
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作死，
灰马象征死亡。
神在祂的爱和智慧中，
使用撒但所引发的战争、
饥荒、死亡，使人的心对主变得柔软，促进了他们
信主、呼求主名、得救。约 3:16 神爱世人，甚至
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入祂的，不至灭
亡，反得永远的生命。请用这些经节为那些正在因
冠状病毒扩散而恐慌的朋友们祷告，在 LINE 和
Wechat 上发这篇信息，向他们传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