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0月国际长老责任者训练 
#1:这世代—奥秘时代—的终结 

12/7-13 OL Summary: 
Ⅰ.“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 
A.“终结”这辞意指有一个过程，要达到完全或
完成｡ 
B.这世代的终结与这世代的末期，指同样的事。 
C.马太二十八章二十节中“这世代的终结”，指明
召会时代（也就是恩典时代）的结束｡ 
D.这世代的终结将是大灾难的三年半｡ 
Ⅱ.今世—恩典时代，召会时代—乃是奥秘的时
代: 
A.启示录十章七节说、“神的奥秘就完成了” 完
成神的奥秘就是结束奥秘的时代｡ 
B.从亚当到摩西，以及从摩西到基督这两个时代，
每件事都是揭示出来的，并没有奥秘；将来在千
年国时代并新天新地里，也是这样— 一切都是
揭示出来的，不再有奥秘。 
C.从基督成为肉体到千年国的时代—召会时代，
恩典时代— 一切都是奥秘: 
❶基督成为肉体是个奥秘，乃是奥秘时代的开始；
借着基督成为肉体，无限的神被带进有限的人里
面。 
❷基督是神的奥秘: 
a)神是奥秘；基督作为神的具体化身彰显神，乃
是神的奥秘。 
b) 基督作为神的奥秘，乃是神的具体化身；神格
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 
❸召会是基督的奥秘: 
a)基督是奥秘；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彰显基督，
乃是基督的奥秘。 
b) 基督与召会成为一灵，乃是极大的奥秘。 
c) 在召会时代—奥秘时代—的期间，基督正建
造召会，基督的身体，作祂的新妇。 
❹诸天的国、福音、基督的内住、圣徒要来的复
活和改变形状，这些都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
❺第七号吹响时，这一切奥秘都要完成、结束并
且过去｡ 
D. 我们要“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
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 
❶在新约中，奥秘不光是指那些向我们隐藏，我
们所不知道的事，更是指隐藏在神心里的事。 
❷神的奥秘乃是祂隐藏的定旨，就是要将祂自己
分赐到祂所拣选的人里面；因此有了神奥秘的经
纶。 
❸隐藏在神心里的奥秘乃是神永远的经纶，就是
神永远的目的和祂的心愿，要把祂自己在祂神圣
的三一里，就是父在子里，借着灵，分赐到祂所
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作他们的生命和性情，使
他们能与祂一样，成为祂的复制，成为一个生机
体，就是基督的身体，作为新人，要成为新耶路
撒冷。 
❹保罗不仅传基督那追测不尽之丰富的福音；他
也传隐藏在神里之奥秘经纶的福音: 

a)这隐藏在神里之奥秘经纶的福音，是要产生召
会，好照着神永远的定旨，作神的彰显，使神得
荣耀。 
b)今天我们必须传扬这隐藏在神里之奥秘的福
音，将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
经纶，向众人照明；神创造万有，乃是为着成就
祂的意愿、祂心头的愿望以及祂永远的定旨｡ 
Ⅲ.奥秘的时代乃是信的时代: 
A.神的奥秘是凭信而知道的；因此，奥秘的时代
也是信的时代｡ 
B.信是一种质实的能力，我们凭此将未见之事或
所望之事质实出来，质成现实: 
❶信心使我们对未见之事有把握，使我们确信所
没有看见的事；因此，信是未见之事的证据、证
明。 
❷我们不是顾念、注视所见的，乃是顾念、注视
所不见的。 
❸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种未见之事的生活，主的恢
复是要将祂的召会从所见的事恢复到所不见的
事｡ 
C.信仰是神在人身上完成祂新约经纶唯一的路: 
❶神的经纶是在信仰里的，就是在信仰的范围和
元素里得以开始而发展的；若没有信，我们就无
法实化神的经纶。 
❷在神新约的经纶里，信是人接触神唯一的要求。
❸就着新约经纶中的一切而言，神对我们的要求
乃是信。 
❹真正的信乃是基督自己注入我们里面，成为我
们相信祂的能力；主耶稣注入我们里面以后，就
自然而然成为我们的信。 
❺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我们被带进与基督生
机的联结里；在这生机的联结里，我们经历基督
并活基督。 
❻在基督的身体里，“神…分给各人信心的度量” 
因此，我们不该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乃要“看得
清明适度”。 
❼信是对得胜者神圣的要求，他们达到这要求，就
能在基督凯旋回来时与祂相见，并得着国度的赏
赐｡  



CP1:神的奥秘完成，现在奥秘的时代结束了 
启示录 10:7 但在第七位天使发声的日子，要吹
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完成了，正如神所传给祂
的奴仆众申言者的福音。 
宇宙的奥秘—神:如果只有宇宙而没有神，宇宙
就是虚空的。…这宇宙里若没有神，我们就都要
为宇宙的虚空而哭泣。因为有一个大容器，却没
有内容。星宿在这里，是因着神。花卉如此美丽，
是因着神。走兽如此奇妙，是因着神。人类在这
里，也是因着神。神就是答案。无神论者可能说，
这完全是迷信荒谬之言。但我们知道为什么有天
地。一切花卉、五谷、走兽、飞鸟乃是因着神而
存在。宇宙是因着神而有的。 
神的奥秘—基督:神圣的奥秘，第一，是神的奥秘，
第二，是基督的奥秘。我们需要阅读、查考并祷
读歌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因为这两卷书向我们揭
示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犹太人是在名义上有神，
不是在实际上有神。他们的神是个奥秘。他们没
有神的实际，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的奥秘。神的奥
秘乃是基督！你若不认识神，并且未曾遇见神，
你只要到基督这里来，因为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
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这位基督
里面。你若不相信基督，你就得不着神。若没有
基督，即使你说你信神，你所信的只不过是一些
名词而已。你信的神是个奥秘；你永远无法体验
神。除了借着基督以外，你永远不能摸着神，得
着神，或进入神。 
基督的奥秘—召会:今天内住的基督和召会乃是
奥秘。…当我们说，“赞美主，基督在我们里面！”
他们也许要说，“拿出来给我们看看！”这时候
我们只能回答说，“我无法拿给你们看，但我知
道基督在我里面。”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乃是一个
奥秘。在饭馆里，如果出纳员多找了钱，非基督
徒会觉得很高兴，认为占了便宜。但是我们会把
这些多找的钱归还，这对出纳员是个奥秘。不信
主的人无法了解我们到底是什么人。…虽然今天
是奥秘的时代，但到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奥秘就
要过去。吹第七号的时候，基督要显明出来，全
地都要认识祂。那时候，那些出纳员就要明白，
为什么我们这些奥秘的人会把多找的钱还给他
们。他们也许会说，“我们从前以为他们是傻瓜，
现在我们明白了！”他们虽然今天不懂这奥秘，
但是有一天就会明白。 

 
 
 
 
 
 
 
 
 
 
 

应用:新人、青少年、大学生篇 
宇宙的奥秘—神:新人和年轻人们，你们有没有
想过：宇宙的奥秘究竟是什么？宇宙中有数千亿
个项目。它们又在无限地延展。这个宇宙究竟是
为了什么而存在的？ 
诗篇8:3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
月亮星宿， 
FN“天”:这里，在夜间（由月亮星宿所指明）大
卫将他的眼光从注视地转而默想天。大卫从黑暗
的地转开，注视天上的月亮星宿，就看见神的创
造和宇宙中神圣的次序。主救赎的目的是要将我
们的眼光从黑暗纷乱的地转向明亮有序的天。 

宇宙的奥秘，宇宙的终极结论就是，有一位
创造主，神的存在。人作为全部被造物的中心，
生存的目的就是接受神，被神充满，并彰显神。 
4 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 

FN“眷顾”:神在天上首先顾念人，然后祂借
着成为肉体成为人来眷顾人。如此，祂将天带到
地，将地联于天，使二者成为一。 
认识这位创造主的神之后，要再看到伟大的两个
奥秘。神的奥秘是基督以及基督的奥秘是召会。
愿你从宇宙的奥秘向基督和召会的伟大奥秘前
进。为了蒙祝福，请一定要在关乎基督和召会的
神的经纶里，过你的学生生活和在职生活。 
神的奥秘—基督: 
歌罗西2:3 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祂里
面。 
9 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
督里面。日常生活中，你要时常呼求主名。基督
里面有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神的一切丰满都
居住在基督里面。有了这个认识，呼求神的奥秘
—基督的名，像呼吸一样，呼求主名的话，你的
学生生活、在职生活将会被拔高。 
基督的奥秘—召会:如果你不知道召会是基督的
奥秘，是奥秘中的奥秘的话，你的召会生活将会
变得马马虎虎。如今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用眼
睛是看不到的。但是，基督在召会里面，召会是
基督团体的彰显。如果理解了这个奥秘，你就会
珍惜召会生活，留在召会生活里面。 

你不要说自己还年轻，理解不了这个奥秘。
倪弟兄和李弟兄他们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看到了
基督和召会的异象，带着这异象，他们一生都忠
信地服事主。 
祷告:“主耶稣，宇宙的奥秘、宇宙的终极结论就
是，有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人生存的目的就是，
接受神、被神充满、彰显神。我们凭着神的奥秘
—基督，可以摸着神，得着神，进入神。珍惜基
督的奥秘—召会。清楚地看到基督和召会的伟大
奥秘这个异象，忠信地走到最后，过蒙祝福的人
生。阿们！”  



CP2:向奥秘的经纶神圣的分赐敞开并享受，将基督
的丰富供应到人里面，建造召会。 

OL1:召会是基督的奥秘。 
OL2:我们要“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
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弗三9）。 

信徒有基督这位神的奥秘住在他们里面，世
人却不明白祂在信徒里面。对世人而言，这乃是
一个奥秘。包罗万有的基督是奥秘之神的奥秘，
这样一位基督作为神的奥秘，产生了一个奥秘的
身体，就是召会。因此，召会是基督这奥秘的延
续。奥秘产生奥秘，神的奥秘—基督，带进基督
的奥秘—召会。召会这奥秘中的奥秘，乃是神经
纶中的奥秘。 

作基督之奥秘的召会，在别的世代中未曾给人
们的子孙知道；直到新约时代，在四福音书里借由基
督，然后在书信里借由圣灵，才启示给众使徒和申言
者。保罗在弗三5说，这奥秘“如今在灵里启示祂的
圣使徒和申言者”。这个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
之神里，并向旧约圣徒一直隐藏的奥秘，在新约里已
经启示出来。 

以弗所三章的〔一件〕大事，乃是九节里奥
秘的经纶。经纶就是分赐，将丰富分配给人。使
徒保罗在作一种特别的工作—将基督在其丰富
里分配到人里面。我们这些真基督徒可以见证，
从我们第一次呼求主名的那天起，就有一个奥秘
的东西加到我们里面；基督已经分赐到我们里面。
基督的奥秘就是基督在其一切丰富里给我们经
历。经历基督的丰富，意思乃是基督的某些东西，
祂丰富中的某些元素，已经分赐到我们里面。…
我们越经历基督，祂就越分赐到我们里面。祂的
丰富分赐到我们里面，就是这奥秘的经纶。有一
些永远、奥秘、无法理解，却又甜美、丰富、高
超的事物，已经分赐到我们这人里面，并使我们
喜乐、活泼、有力、有爱且可爱。这就是享受基
督的丰富。 

在召会生活中，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圣徒聚集
一起。…当我们看见其他圣徒时，无论他们的国籍
为何，我们自然就爱他们。我们彼此相爱的原因和
动机…是因为我们每一位里面都有一个东西，与其
他圣徒里面的那个东西相呼应。我们甚至不懂彼此
的语言，但我们彼此相爱，因为我们经历了这奥秘
的分赐。…这爱的原因乃是这奥秘的分赐。 

 
 
 
 
 
 
 
 
 
 
 
 

应用:服事者篇 
弗3:10 为要借着召会，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
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 
11 这是照着祂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所立的永远
定旨；。 

如果你是在职的，则应该了解你所属公司老
板的计划。并且你需要每天照着这个计划工作。
如果你在不理解公司政策的情况下按自己的方
式工作，一定会遇到问题。如果你不照公司政策
工作，你的工作将无法帮助整个公司达成目标。
并且，无法从他人那里获得协同帮助，也不会因
为帮助他人而获得感恩。因此，你会成为对公司
的上司和管理层而言无用之人。像这样的事，是
公司的员工培训和管理阶层培训中，重要的认识
和实行。 
   神永远经纶的目标是建造基督身体的召会。 
为此，你应该从宇宙的奥秘前进到神的奥秘基督，
然后再更往前到基督的奥秘召会。召会，基督的
身体是奥秘中的奥秘，是神经纶的奥秘。当神的
奥秘基督分赐到信徒里面时，他里面就开始有分
于基督的奥秘召会。因着内住的基督，你已经成
为神的家族，基督的弟兄和身体上的肢体。 

你需要将基督作为福音分赐给听的人。不是传
关于基督的知识，而是传基督，分赐基督给听的人。
为此，你应该操练自己的灵，认自己的罪，享受主，
并与主成为一。召会不是通过教导基督的知识而产
生的。乃是，借着将基督的丰富供应到人里面而产生
的。奥秘的经纶是基督丰富的分赐。 
Ad弟兄说关于李弟兄的见证:  
我可以见证，我知道你也可以见证，李弟兄一直是新
鲜的。他总是很新的。我总是很惊讶。在他被主接走
之前，总是一直看见新事物。李弟兄说：“如果我变
得旧了，我就要开始担心了。我不想变旧。我不想变
陈旧。我想变得新鲜。我想被主同在的新鲜充满。” 

这个见证是李弟兄一直向奥秘的经纶、神圣的
分赐敞开，并一直享受新鲜分赐的见证。愿你的服事
在奥秘经纶的分赐中蒙祝福。 
祷告：“主耶稣，神永远经纶的目标是建造基督身体
的召会。这个目标是借着基督丰富的分赐和分配所
产生的。李弟兄总是一直向主的分赐敞开，被主同在
的新鲜充满，一直享受新鲜的分赐，将基督的丰富分
赐到人里面。愿我不照着自己的意见，乃是照着神的
经纶来服事。阿们！”  



CP3:信就是所望之事的质实，是未见之事的确证。 
凭着信，在奥秘的时代建造基督奥秘的身体 

OL1:奥秘的时代乃是信的时代。 
OL2:神的奥秘是凭信而知道的；因此，奥秘的时代也
是信的时代。 
OL3:主的恢复是要将祂的召会从所见的事恢复到所
不见的事。 
OL4:信仰是神在人身上完成祂新约经纶唯一的路。 
OL5:信是对得胜者神圣的要求，他们达到这要求，就
能在基督凯旋回来时与祂相见，并得着国度的赏赐。 
    神是奥秘的，神的灵也是奥秘的。基督在我们里
面是奥秘的，我们的得救、重生、称义、圣别，都是
奥秘的。基督的身体也是一个奥秘。因着信，我们知
道召会不仅是一个聚集或一个会众，乃是基督的身
体；并且因着信，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弟兄。……我们
在关于神的灵和人的灵这事上不该信靠我们的感觉。
照着我们的感觉，我们可能以为没有神的灵和人的
灵。当我们说到这二灵的时候，我们必须是在信心里。
保罗宣告说，“并且照经上所记：‘我信，所以我说
话；’我们既有这同样信心的灵，也就信，所以也就
说话。”（林后四 13）保罗不是在知识或感觉的灵
里说话，乃是在信心的灵里说话。 
    信总是有一个对象。我们信心的对象乃是神的话。
因着信，我们知道有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神。照
样，因着信，我们知道神有一个经纶。…那灵在我们
全人里面乃是一个事实。但按照我们的经历和操练，
那灵有时候甚至似乎不在我们灵里。我们必须清楚
圣经所说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常来到主的
话前。我们越来到主的话前，并认识其中所说的，我
们就越自然而然地相信。 
    在整个宇宙中有两类的事物：看得见的事物与看
不见的事物。按照历史并按照宇宙的实情，看不见的
事物管制看得见的事物。例如，我们这人看得见的部
分—身体—不是我们全人管制的因素。反之，看不见
的部分才是管制的因素。我们不是受身体的管制，乃
是受里面看不见却实在的东西管制。不仅如此，我们
的定命，我们的未来，不是根据看得见的事物，乃是
根据看不见的事物。神是看不见的，而整个宇宙都在
祂的管制之下。 
詩103:19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祂的国统管万有。
如果我们根据圣经考量人类历史，就知道整个人类历
史不是受看得见的人事物，乃是受一位看不见者，管
制并指引。 

 
 
 
 
 
 
 
 
 
 
 

应用:在职者 大学院生篇 
信的定義: 
来 11: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质实，是未见之事的确
证。 
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
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祂赏赐那寻求祂的人。 
信的故事: 
7 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为虔敬所
动，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藉此就定了那
世界的罪，并且承受了那照着信而得的义。 
8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
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他出去了，还不知道往那里去。
24 摩西因着信… 
26 他算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
望断以及于那赏赐。 
弟兄的见证：1998年，由于工作关系，我住在神户
市西区的西神中央，在本山买了公寓，在本山开始
聚会。然后，吉田弟兄来神户的时候，对我说：“你
们应该搬到集会所附近去。”当时，我在心中开始讲
述各种各样不搬的借口。但是我里面的信马上就说：
“不要辩解。吉田弟兄的话是正确的，所以必须服
从”。然后凭着信，我卖掉了自己的公寓。在 1999
年夏天，我买下了本山会所的土地。以我的名义从
银行借了大约 5500万日元。如果没有凭信，听从吉
田弟兄卖掉西神中央的公寓，银行贷款还未还清的
的话，是不可能为了本山会所向银行贷款 5500 万
日元。当时召会人数有 10多人，岳父的奉献款和银
行贷款占购买本山会所资金的 90%以上。而且，如
果没有本山会所，就没有鱼崎会所，之后也没有六
甲学生福音中心、六甲山喜乐园。也不可能得到维
修管理这些会所使用的曾经是水道公司兼住家的
三宫会所。 
    所有的一切都是借吉田弟兄的主的说话，凭着
信说“阿们”，由顺从而开始的。我不知道明天会
发生什么，但主知道一切。我可以作见证因为借着
信与主联合，与主同行，得到祝福。 
祷告：“哦，主耶稣，信是对得胜者的神圣要求。我
的得救，重生，都是因着信。而且我们知道我们都
是弟兄，召会是基督的身体，也是因着信。亚伯拉
罕蒙召时，不知道往哪里去，就跟着主出去了。我
也要在主的说话中，借着信说『阿们』，服从主。凭
着信，在奥秘的时代建造基督奥秘的身体。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