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的定旨#1： 
神在宇宙中旨意的奥秘，至终是要借着召会作基
督的身体而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2020/5/25-6/1 OL全文和经节请用《晨兴圣言》 

Summary: 
Ⅰ.我们必须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will) 
Ⅱ.神的旨意乃是祂所要的以及祂所定意要成就的：
A.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这就是祂永远定旨的源头。
B.神既是永远的、是无始无终的，祂的旨意也就是
永远的；这个旨意存在于宇宙起源的中心。 
C.神为着祂自己的旨意而创造万有，为要成就并达
成祂的定旨。 
D.神的旨意乃是集中在基督身上，并且是要使基督
在万有中居首位；在神永远的旨意中，基督乃是一
切。 
E.神所要的乃是基督连同召会；神的旨意是要得着
召会作基督的身体。 
F.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现今正在我们里面作工以成
就祂永远的旨意，就是要得着新耶路撒冷，就是羔
羊的妻，充满神的荣耀，在新天新地里作祂永远的
彰显。 
Ⅲ.神按着祂意愿（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得
儿子的名分： 
A.神有一个意愿，在其中有祂的喜悦；神的喜悦
是出于祂的意愿，并具体表现在祂的意愿里，所
以祂的意愿在先。 
B.神的喜悦乃是使神喜乐的—祂心头的愿望；这
位活的、施爱的、有定旨的神当然有个心头的愿
望。 
C.神按着祂的喜悦，照着祂心头的愿望，预定我
们作祂的儿子。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我们成为
圣别；成为圣别就是神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
然后将祂的性情与我们调和，借此圣化我们；这
乃是过程、手续。成为神的儿子才是目的、目标，
就是要使我们与神的儿子联合为一，并模成神长
子的形像，好使我们的全人为神所‘子化’。 
Ⅳ.我们‘照着那位按祂意愿所决议的，行作万事者
的定旨，蒙了预定’： 
A. 神的意愿指祂的目的；神的决议指祂的思量，要
怎样完成祂的意愿或目的。 
B.按着祂的意愿，神圣三一在创立世界以前所举行
的会议里有了决议、作了决定，就是祂决定的旨意。 
Ⅴ.神的意愿是隐藏在祂里面的一个奥秘；因此
以弗所一章九节说到‘祂意愿的奥秘’： 
A.在永远里神有一个意愿，但这意愿是隐藏在祂
里面的，因此是个奥秘。 
B.神按着祂心中的喜悦以及祂的智慧和明达，借
着祂在基督里的启示，就是借着基督的成为肉体、
钉死十架、复活和升天，使我们知道这隐藏的奥
秘。 
Ⅵ.至终，神在宇宙中的旨意就是要借着召会作基督
的身体，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A.神永远的目的，是要在时期满足时的经纶中，
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这基督已
被设立作宇宙的头。 
B.借着神在所有世代中一切的安排，万有要在基

督里，在新天新地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这将
是神永远的行政与经纶。 
C.撒但的目标乃是要败坏神的创造，而造成混乱。
因着撒但把他自己作为死的因素，注射到神的创造
里，整个宇宙就崩溃成为乱堆。神的救恩不仅要拯
救我们脱离堕落、罪恶的光景，也要拯救我们脱离
崩溃的乱堆。 
D.神要借着召会作基督的身体，将万有在基督里归
一于一个元首之下，使万有服在基督之下。 
基督的元首权柄正在传输给召会；这意思是说，在
某种意义上，我们能有分于基督掌管万有的元首权
柄。 
E.神恢复的路是以基督对撒但，以生命对死亡，
以光对黑暗，并以秩序对混乱。我们若在生命里，
并在光底下，我们就要蒙拯救脱离混乱，被带进
井然有序、和谐与一里。 
F.在那以新耶路撒冷为中心的新天新地里，万有
将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这就是以弗所
一章十节的完全应验。在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
看见头，看见身体环绕着头，并看见列国在城的
光中行走；整个宇宙都要在这透明之城所照出的
光中，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Crucial Point⑴:我们必须明白神的旨意、过

我们的在职生活和召会生活 
弗 5:17 所以不要作愚昧人，却要明白什么是主
的旨意。 
1:4-5 就如祂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
我们，使我们在爱里，在祂面前，成为圣别、没
有瑕疵；按着祂意愿所喜悦的，预定了我们，藉
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归于祂自己， 
OL1:我们必须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神的旨意乃
是祂所要的以及祂所定意要成就的。 
OL2:神按着祂意愿（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
得儿子的名分。 
OL3:按着祂的意愿，神圣三一在创立世界以前所
举行的会议里有了决议、作了决定，就是祂决定
的旨意。 

神的意愿有一个奥秘，就是历世历代以来所
隐藏的奥秘。宇宙是个奥秘。为什么会有天？地
又是为什么存在？为什么宇宙中有万物？为什
么人在地上？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奥秘，引出许多
不同的哲学。这奥秘，也就是神的意愿，已经借
着众使徒给召会知道。 

神意愿的奥秘不是使我们成为快乐的人。今
天不是我们完满快乐的时候，因为时机尚未成熟。
因着很多人没有充分的异象或启示，他们不知道
在召会生活中实际上发生什么事。他们以为我们
在这里只是要过得快乐而已，但这不是神意愿的
奥秘。这奥秘乃是神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
为祂自己产生召会。这就是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
的奥秘。 

在以弗所一章四节，我们看见神拣选我们成
为圣别。然而，成为圣别是手续，不是目标。目
标乃是儿子的名分。我们已经被预定得儿子的名
分。换句话说，神拣选我们成为圣别，使我们可



以成为祂的儿子。因此，成为圣别是过程、手续；
成为神的儿子才是目的、目标。 

虽然许多人相信主耶稣，蒙宝血洗净，由圣
灵重生，他们却仍旧是属世且凡俗的，在他们的
生活中没有圣别的标记；他们与邻居、朋友、和
亲戚没有两样。虽然如此，他们却说自己是召会。
这对神是何等的羞辱，对召会是何等的羞辱！召
会乃是由一班分别归神，被神的性情浸透，并完
全成圣，而生活像神儿子的人所构成的一个团体
人。 

应用：在职青年・大学院生篇 
你若不明白神的旨意，就会变成一个愚昧的

人。弗3:9 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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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神在
祂的里面有神的意愿，然后意愿的决议，或者说
基于会议，旨意就决定了。这个旨意就是神的经
纶。神为着祂的经纶创造万物。你在创世之前就
被神所拣选，预定是为着神的经纶。所以对你来
说应该是先有神的经纶，之后是按着神的旨意生
活。绝对不可是这样的顺序：第一是在职生活，
第二是神的旨意。因为不是为着神旨意的生活是
没有价值的。 

以弗所5:17的“要明白神的旨意”是在指出
关于召会的异象和经纶后，在“日常生活所需的
生活”的“生活的细节”中所论及的话。换句话
说，你需要将神的旨意落实到你的生活细节中。
有的人明白了神的经纶后，因为不想被日常琐事
所缠累，觉得从事简单的工作就好了。这样的想
法是错误的。你需要将神经纶的异象联结于你的
日常生活。 

比如说，因为公司的要求高，竞争大，所以
你可能觉得必须要把在职生活放在首位努力工
作。但是神并不是要求你不要认真努力工作。神
的要求是，要将在职生活摆在为着神的旨意的地
位上。为了解开你自己里面对神经纶的误解，你
需要与主有交通，“主啊，我想把神的旨意摆在
第一，在职生活摆在第二。而且还要认真面对自
己的在职生活。主啊，请除去我对神旨意的误解，
为着神的旨意，请拔高我的在职生活。阿门! ” 
申命记11:18 所以你们要将我这些话存在心里，
留在魂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头带；
19 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
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20 又要写在你房
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18节FN“存在心里，留在魂中”：我们必须爱神，
将是话的基督存在心里、留在魂中，并将这话系
在与我们有关的一切事物上。 
祷告：“哦主耶稣，首先我要明白神的旨意。因
为从神圣三一会议里的决议开始，就有了神的旨
意，神的经纶，并照着神的经纶万物被创造。我
们的存在是为着神的旨意。阿门!我必须把神的
旨意更进一步地落实到我的生活细节里。为着神
的经纶，在实际的生活中，实际地经历，享受基
督作美地。这样看的话，我的实际生活和召会生
活是何等地有意义”。             
 

Crucial Point⑵:召会领先向神圣的分赐敞开，有
分于这神圣的分赐，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
下。至终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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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将万有服在祂的脚
下，并使祂向着召会作万有的头。 
弗 4:15 惟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
切事上长到祂，就是元首基督里面。 
林前 11:3 我且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各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 
OL1: 至终，神在宇宙中的旨意就是要借着召会
作基督的身体，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
之下。 
OL2: 神的救恩不仅要拯救我们脱离堕落、罪恶
的光景，也要拯救我们脱离崩溃的乱堆。 
OL3: 我们在召会生活中要领先在基督里归一于
一个元首之下，为此我们需要在生命里长大。 

神创造宇宙的时候，宇宙的一切都在一
里。…但因着撒但的背叛，接着有人的堕落，原
初创造里的一就被破坏了，整个宇宙被带进混乱
里。撒但借着将死亡引入一切受造之物里，断绝
了创造者与受造之物的关系，破坏了宇宙创造时
的一。换句话说，当撒但将死亡带进宇宙中，宇
宙就与神隔绝了，宇宙的一也失去了。因此，宇
宙中就没有完全的和谐。 

但神有永远的计划，要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一
于一个元首之下，就是要使基督在万有之上作万
有的头。神在祂的造物中间恢复一的路，乃是将
祂自己在基督里分赐到我们里面作生命。二十二
节说，神使基督作万有的头。这指明祂不仅是召
会的头，更是万有的头。神使基督向着召会作万
有的头。这小小的辞‘向着’，含示传输的意思。
这指明基督元首的身分传输给召会。这意思是说，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能有分于基督掌管万有的元
首身分。我们虽然不是头，却能有分于元首的身
分。换句话说，我们不是王，但我们能有分于王
权。…因着神的恩典，我们都必须说，‘主，我
们在这里领先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主，使我们
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我们不要留在崩
溃的乱堆之中。我们必须因着在你里面归一于一
个元首之下，而从崩溃中蒙拯救。’ 你从崩溃中
被带出来之后，就在万有之上。等到这事发生，
你就有信心说，你是在总统之上。很可能你得救
了，却因着你没有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你就仍
然留在乱堆里。 

在召会中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乃是在生命
里的事，这个看见是重要的。我们若要归一于一
个元首之下，却没有在生命里长大，就会落到组
织里。在召会中将一切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而
没有在生命里长大，就只不过是一个组织。 

应用：新人及青少年・大学生篇 
在学校生活中，比如自己制定了学习的计划

却不能实行，全员商量制定了良好的改善计划却
不马上执行，结果还是实行不了，想和朋友交好，
但因为琐碎的事情而不能友好相处，变得憎恨朋



友；想改变不好的生活习惯，但不能改变等。这
表明人的生活因为崩溃的乱堆而处于大混乱之
中。但赞美主的救恩。主可以把生命分赐给你，
把你从崩溃的乱堆中拔高到基督里，向着是头的
基督head up (归一于元首)。撒旦的背叛和人类
被撒旦欺骗堕落的结果，使人没有能力去做自己
想做的好事，犯下不愿去做的罪行。这就是罪在
人中作王统治的状态。罗5:17 若因一人的过犯，
死就借着这一人作了王，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
溢之义恩赐的，就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
命中作王了。18 如此说来，借着一次的过犯，众
人都被定罪，照样，借着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
被称义得生命了。为使你从崩塌的乱堆中得救，
首先，你应该回到并留在主里面，第二，向神圣
生命的分赐敞开，运用自己重生、调和的灵，将
心思置于灵。请你一再呼求主的名，祷读主的话，
并以主的话为根据祷告。 
祷告：“哦主耶稣，我清楚我是崩溃的乱堆。我不
仅做不好，而且在崩溃中无序地处于大混乱之中。
但赞美主。你可以凭生命的分赐在崩溃的乱堆中
拔高我，并把我归一到元首之下。我们召会被归
一到元首之下，对付崩溃和混乱根原的撒旦，在
宇宙中団体地大大的彰显神。为了实现这位神永
远的经纶，我每天，早午晚，向神圣的分赐敞开，
追求生命的长大。阿门！“                 
Crucial Point⑶: 像保罗一样接受恩典，有份
于神恩典的管家职分，向被冠状病毒影响而痛

苦烦恼的人们传福音 
弗3:2 谅必你们曾听见那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神
恩典的管家职分，…9 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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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8:12 于是耶稣又对众人讲论说，我是世界的
光，跟从我的，就绝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
命的光。 
OL1:当召会领先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时，神就有路使其他的一切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我们乃是借着神圣的分赐，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OL2: 我们若在生命里，并在光底下，我们就要蒙
拯救脱离混乱，被带进井然有序、和谐与一里。 

按照古代的习俗，王家里该有一个管家，他
的职分就叫作管家职分。因此，管家职分就是管
家的职务。管家不仅仅是一个奴隶，更是与那个
家有密切关系的人，是照料家庭管理的人。这一
种管家职分，这一种家庭管理，就是最好的行
政。…神的行政像家庭管理一样，是甜美的，也
像管家职分一样，是亲密的。 

再者，管家的职分含有分赐的意思。譬如，
母亲每天在早餐时把食物分给孩子们。当孩子们
坐在餐桌旁，母亲便将营养的食物分给他们吃。
在这样的分配中，总是施行一种适当的管制。…
食物的分配就是最好的管制。我在自己的孙子身
上观察到这件事，他们顺从祖母…，因为祖母是
将好吃的东西分给他们的人。因为祖母执行分
配，…对使徒保罗而言，这个‘神恩典的经纶’
乃是‘神恩典的管家职分’（弗3:2）。 

撒但的注射没有行政或管家职分，因他狡猾

的将自己注入我们里面。但神借着甜美、亲密的
管家职分，将祂自己作到祂所拣选的人里面。保
罗的职事就是这一种管家职分。这职分乃是恩典
之经纶的模型，将神当作恩典分赐到祂所拣选的
人里面。借着这恩典的经纶，就是借着将神自己
分赐进来作我们的享受，生命的因素就供应到蒙
拣选的人里面。当生命的因素进到他们里面时，
他们就能站起来，并在身体里面联于基督。 

生命在那里，光也在那里。约一4说，‘生命
在祂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光是生命的
光。（八12。）在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有生命
也有光。新耶路撒冷被光浸透，所以不需要日光。
二十三节说，‘那城内不需要日月光照，因有神
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在新耶路撒
冷里，我们有三一神的荣耀作我们的光照。 

凡是有光的地方，事情便有秩序。假定洛杉
矶市没有光，那会有何等的黑暗与混乱！生命规
律人，光管制人。在召会生活中我们没有规条，
但我们有规律人的生命和管制人的光。当召会满
了生命，就也满了光。这样，在召会中的每个人
就都被里面的生命所规律，而不是被外面的规条
所规律；每个人都受生命之光管制，而且秩序井
然。 

应用：服事者篇 
弗３:7 我作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恩典的
恩赐，这恩赐是照着祂大能的运行所赐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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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说了成为福音的执事之后，又说自己是
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这个指明保罗都受了
福音的执事的恩典，所有人都能接受恩典成为福
音的执事，神恩典的管家职事。 
太24：45 这样，谁是那忠信又精明的奴仆，为主
人所派，管理他的家人，按时分粮给他们？ 

关于神恩典的管家职事，请读以下余洁麟弟
兄对于新冠病毒的紧急事态的交通：在使用《人
生的奥秘（二）》时，不能太死板，可以转送给
福音朋友。有的时候我曾找到一些经文，然后找
个声音好的圣徒读出来，再转送给人，也很好。
目前是非常时期，也是人的忧郁时期，人若听圣
经里面的话，就会平静下来。即便平常没有时间
听的那些人，现在有时间了。现在大家时间都很
多，要多送一些类似的福音材料出去，这有益无
害，只有好处。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做。若是有人
读圣经节则更好，真真实实地读、好好地读出来，
在人忧虑、彷徨的时候，人来听圣经节，如《诗
篇》里面许多的话，论到人向神倾诉，说“神啊，
我忧虑啊”，“神啊，我软弱啊”；人只要读一
读、听一听，就会像主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
的，可以到我面前来”，人听了就敞开。 
祷告：“哦主耶稣，我可以像保罗一样接受恩典，
有份于福音的执事，神的恩典的管家职份。冠状
病毒的时期，人们感到痛苦，苦恼。请让我成为
按时分粮的忠信的奴仆。捉住机会向人们传扬国



度的福音，在家聚会中喂养，给召会带来繁增和
建造。阿们!” 
 

浩大能力向着召会 英语1175 
1. 
基督復活能力浩大无比，今向祂身体，正在输供； 
我们藉信领受这大能力─何等神圣、奇妙输供！ 
浩大能力，復活的能力，向召会，在输供！ 
浩大能力，復活的能力，向基督身体，在输供！ 
2. 
浩大能力使基督得高升，远超诸执政，坐在神右； 
高升远超一切受称之名─大能向召会在倾投！ 
浩大能力，升天的能力，向召会，在输供！ 
浩大能力，升天的能力，向基督身体，在输供！ 
3. 
浩大能力使万有都归服，在基督脚下，无不归顺； 
如此大能正向召会传输，使身体与头无可分。 
浩大能力，归服的能力，向召会，在输供！ 
浩大能力，归服的能力，向基督身体，在输供！ 
4. 
浩大能力使基督向召会，作万有的头，支配各方； 
如此大能乃向著祂召会，且要藉召会全显彰。 
浩大能力，支配的能力，向召会，在输供！ 
浩大能力，支配的能力，向基督身体，在输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