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的定旨#2：
认识并有分于神高大的旨意，
就是要使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2020/6/1-7 OL全文和经节 请参考《晨兴圣言》
Summary:
Ⅰ. ‘照着祂的喜悦，使我们知道祂意愿的奥秘；
这喜悦是祂在自己里面预先定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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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1:9-10)”：
A.神照着祂的愿望，在祂自己里面计划并定意的经
纶（economy），或经纶安排（dispensation），是
要在时期满足时，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
之下。
B.这是借着把作生命元素的三一神丰盈生命的供
应，分赐到召会所有的肢体里面，使他们从死境中
起来，并联于身体而成就的。
C.‘时期’一辞是指世代说的；时期满足时，就是
神在所有世代的一切经纶安排完成后，新天新地来
到时。经纶安排乃是分赐的行动或步骤，是指神将
自己分赐到祂所拣选的人里面说的；我们需要神的
元素，带着祂的生命和性情，作到我们全人里面。
世代共有四个，即罪（亚当）的世代，律法（摩西）
的世代，恩典（基督）的世代，和国度（千年国）
的世代。今天我们在召会生活中享受这终极完成之
经纶安排的小影；当我们在召会生活中享受那灵作
活水，并吃基督作生命树时，我们乃是在等候着终
极的经纶安排。
D.以弗所一章十节的万有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那
将是三至九节所说一切项目的结果—神拣选我们，
预定我们，救赎我们，赦免我们，并恩赐我们，为
要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E.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进一步启示出万有归一于一
个元首之下乃是‘向着召会’的，使基督的身体既
得着拯救，脱离那由天使和人的背叛所引起，在死
亡和黑暗里宇宙性崩溃的乱堆，就得以分享基督这
位元首的一切；从崩溃中蒙拯救，就是归一于一个
元首之下。
F.当万有都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就有完
全的平安与和谐，完全从崩溃得着拯救；这是从万
物复兴时开始。
G.以西结三十七章里死的、枯干的、分散的骸骨这
图画给我们看见，要在真正的一里有基督的身体、
召会以及神的家，惟一的路乃是生命的路。当气息
进入死的骸骨，对骸骨就成为生命，骸骨就活了，
并且在一里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
Ⅱ.要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我们需要在
一切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在一切事上，意指在
日常生活及工作的一切大小事上：
A.基督身体生机的建造就是基督身体的长大，也就
是神在所有肢体里的增长，神这生命的增加。
B.生长的肢体就是建造的肢体；在生命里长大，就
是在我们里面有更多的神；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缺
少神。

C.要长到元首里面，我们必须在神圣之爱的元素和
范围里持守着真实；以弗所四章十五节的‘真实’，
意真实的事物。我们需要持守神永远的经纶，包罗
万有的基督，以及作基督身体的召会。
D.我们长到元首里面，是借着承认基督作头的主权。
基督是各人，召会以及万有的头。
E.信徒有分于基督的归一，乃是借着愿意在召会生
活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在生命里长大，并活在
基督的光中。
F.我们长到元首里面，是借着让基督在我们内里的
各部分扩增长大。要在生命里长大，我们必须注意
我们的灵；我们必须认识、运用并操练我们调和的
灵。以弗所一章十七节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祷告
求智慧和启示的灵，好充分认识基督和神的经纶。
十六节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祷告，使我们得以加强
到里面的人里；里面的人就是我们重生的灵，有神
的生命为其生命。四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要在我们
心思的灵里得更新。六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要时时在
灵里祷告。我们要在生命里长大，就必须从圣言的
奶和粮得着喂养；圣言就是基督的具体化身，基督
乃是神的活话。
Ⅲ. 当我们在生命中长到元首里面，我们的功用就
会从元首而出，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
A.我们在一切事上让基督作元首，在一切事上长到
祂里面，就能得着祂生命丰富的供应，从祂有所接
受，好传输给身体上其他的肢体。我们必须帮助圣
徒学习享受主，并因主得滋养，好叫他们能长大。
B.在基督的元首权柄之下，全身叫基督的身体渐渐
长大。这长大是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基督身体
上每一特别的恩赐。这长大是借着每一部分—基督
身体上每一肢体—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
C.在基督的元首权柄之下，基督身体的建造是在爱
里并借着爱。为着我们的所是和所作，爱乃是极超
越的路，为要建造基督的身体；惟有爱能保守我们
与主有正确的关系。
D.在生命里长大，是长到元首基督里面；但我们在
基督身体里尽功用，是本于元首的；首先我们长到
元首里面，然后我们有一些本于元首，为着祂的身
体建造的东西；这就是有分于神高大的旨意，就是
要使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Crucial Point⑴:时期满足时的经纶，就是要使
应用：在职青年・大学院生篇
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在公司和大学研究室里存在着欺凌后辈，性骚
弗 1:9-10 照着祂的喜悦，使我们知道祂意愿的奥 扰，精神暴力等堕落的现象。这表示这个世界是崩
秘；这喜悦是祂在自己里面预先定下的。为着时期 溃的乱堆。人因内住的罪，会做出各种各样的不义
满足时的经纶，要将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 的以及不光彩的事情。在神眼里，这不仅是人所犯
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的罪，也是崩溃的乱堆。人不仅因罪死了，还是枯
结 37:4-5 祂又对我说，你要向这些骸骨申言说， 干的骸骨。
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
例如你的上司由于因循守旧，在碰到没有先例
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 的非常时期宣言的时候，陷入过度僵化，无所应对，
活了。
什么都做不了的局面。因为没能正确应对，状况越
7 于是，我遵命申言。正申言的时候，就有响声， 来越糟。在这样的大混乱下，你不要像其他社员一
不料，有震动；骸骨彼此接近，骨与骨联络
样一味地批评自己的上司。
10 于是我遵命申言，气息就进入骸骨，
骸骨便活了， 西3：22 作奴仆的，要凡事顺从肉身的主人，不要
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
只在眼前事奉，象是讨人喜欢的，乃要凭心中的单
OL1:经纶安排乃是分赐的行动或步骤，是指神将 纯敬畏主。
自己分赐到祂所拣选的人里面说的。
23 你们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象是给主作
OL2:世代共有四个，即罪（亚当）的世代，律法 的，不是给人作的。
（摩西）的世代，恩典（基督）的世代，和国度 你首先要信靠主向主祷告。以基督作智慧，为帮助
（千年国）的世代。时期满足时，就是神在所有 上司向他建言献策。没有上司的同意，不要做任何
世代的一切经纶安排完成后，新天新地来到时。 事。你要来到主前来祷告，把自己带到元首基督前，
OL3: 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进一步启示出万有归一 为改善状况而提出建议，在获得上司同意后方可展
于一个元首之下乃是“向着召会”的，使基督的 开行动。
身体既得着拯救，脱离那由天使和人的背叛所引
针对新冠病毒安倍政府的应对，以及其他一些
起，在死亡和黑暗里宇宙性崩溃的乱堆，就得以 案件，网上流传着相当多批评的声音。人们感情用
分享基督这位元首的一切。
事，陷入冲动，批评安倍政府。在这时，你作为一
OL4:当气息进入死的骸骨，对骸骨就成为生命， 个基督徒，应该为安倍政府祷告。琢磨安倍政府有
骸骨就活了，并且在一里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 没有做错不是你该做的事情。虽说信靠神，渴望黑
队。
暗得以暴露，但是政府在那里，应当为他们祷告，
死带进败坏，而黑暗带进混乱。撒但的目标乃 要扶持他们。这会成为支撑政府在这重大局面之中，
是要败坏神的创造，而造成混乱。但是赞美主，凡 发挥正确的领导力，抑制新冠病毒，迅速复兴经济
死亡泛滥的地方，生命就更加洋溢！…神…进来点 的重要力量。你为政府祷告，他们会被赐予智慧，
活，分赐生命。那里有生命，那里也就有光。死亡 间接地通过你被拔高。一定不要和世人一样一味地
来毁坏，生命却来医治；黑暗带进混乱，光却带进 批评，成为崩溃地乱堆。
正当的秩序。…神进来点活被杀死的创造，并且带 祷告：“主耶稣。这个世界是崩溃的乱堆。我作为
进秩序。
基督徒，不能回到崩溃的乱堆中。要归于元首基督
这经纶从亚伯开始，历世历代以来一直增加， 的你里面，为上司祷告。我不要批评安倍政府，要
直到最终达到时期满足时的经纶。现今我们非常接 为他们祷告。求你赐予他们抑制新冠病毒和复兴经
近那个经纶。如果我们看见这事，我们真要乐而忘 济的智慧”。”
形。甚至使徒保罗也不如我们那样接近终极的经纶。
阿利路亚，我们都将有分于终极完成的经纶！在主
的恢复里，我们在召会生活中有要来之经纶的小影。
何等美妙！
我们很多人能作见证，我们曾是离散的，并
在宇宙性的崩溃所造成的乱堆里。但是有一天，
生命的因素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站立并联络起
来。进入召会生活之后，我们深深觉得我们是越
过越站得正直，越过越得以联络。这就是在基督
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然而，许多时候，死亡
的权势甚至在召会里作工，把死亡的因素注射到
召会的肢体里。当死亡的因素进入某些肢体里，
他们就中了毒，并把死的毒素散布给别人。这些
亲爱的肢体再次落在崩溃混乱里，因而不再归一
于一个元首之下。但是，赞美主，最终生命的因
素又临到他们！

Crucial Point⑵:
让我能和他们相处得很好。”当这样谦卑祷告时，
持守着真实，承认基督作头的主权，凡事长到作
会伴随着疼痛，却会经历甘甜的平安。并且凭着
为元首的基督里面，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信心，与主一同与他们相处，主就一定会开路。
弗4:15 惟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
尤其是老师对你来说也是代理权柄，所以请学
事上长到祂，就是元首基督里面。
习率先服从。这样，老师就会注意到你的变化。
西 2:19 …持定元首；本于祂，全身借着节和筋， ⑶ 大小所有的事情都长到元首里去：
得了丰富的供应，并结合一起，就以神的增长而长
所谓小事，就是比如妈妈拜托买东西或者
大。
打扫房间之类的事情。在这些方面，请你长到作
弗 5:23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召会的
为元首的基督里去。当你致力于这些小事的时
头；祂自己乃是身体的救主。
候，请你呼求主名，带着喜乐的灵并且感谢而行。
OL1:要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我们需要在
决不能在心里说：“在这样的小事上，不需要运
一切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在一切事上，意指在
用灵。”主说你要成长到元首里，即使是小的事
日常生活及工作的一切大小事上。
情也是如此。
OL2:生长的肢体就是建造的肢体；在生命里长大，
作为你的本分的学习，还有孝敬父母(包括
就是在我们里面有更多的神；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
孝敬属灵的父母)是一件大事。作为学生的你在
缺少神。
主里，与主一同，为主的见证勤奋学习而服事主
OL3:我们长到元首里面，是借着承认基督作头的主
的。罗12:11 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常常
权。
服事主。孝敬你的父母也是一件大事，对你自己
OL4:信徒有分于基督的归一，乃是借着愿意在召会
有好处。弗6:2 “要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带
生活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在生命里长大，并活
应许的诫命。3 “使你亨通，在世长寿”。
在基督的光中。
祷告：“哦主耶稣，愿在大小所有的事情上，感谢
持守真实（神的经纶，神的基督，以及基督的 主，长到作为元首的基督里。即使是帮忙购物和打
身体），乃是为着叫我们长到元首基督里面。根据 扫房间等小事，也呼求主名，运用灵来行动。另外，
我们的经历，这里的长不是我们长，乃是基督在我 作为我的本分的学习和孝敬父母对我来说是一件
们里面长。正如施浸者约翰说，祂必扩增，我必衰 大事。即使在重大的事情中，也请让我长到作为元
减。’（约 3:30）。我们信耶稣以前，是我们自己 首的基督里。那是为了我被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长；我们信主，爱主以后，我们自己就逐渐衰减， 阿们！”
而基督就在我们里面逐渐增长了。结果就是保罗所
说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加 2:20）。
长到元首基督里面，意思是说，我们都得承认
基督作头的主权，承认祂是主，祂是元首，祂在我
们身上有主权，我们在大小事上都该让祂作主。这
个功课并不好学。我们在上餐馆吃饭、买东西等事
上，大都很少让祂作主。我们在生活上既缺少操练，
难怪来到聚会中，要为主申言的时候，就感到为难
了。因为申言的关键是在于让耶稣作主。你在平常
的生活中，要让耶稣作主，你对祂才会有经历。然
后，你到聚会中才有可说的。基督不光是我们个人
的头，祂也是召会的头，祂还是万有的头。我们应
当在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中，并在一切事上承认
祂作头的主权，而长到祂里面。
应用：新人及青少年・大学生篇
年轻的学生和新人为了一于一个元首之下，请
做以下三件事。
⑴ 在爱里持守着真实：这里的真实不是虚假的。宇
宙中不是虚假而是真实的，是神的经纶，包罗万
有的基督，作基督的身体的召会。
⑵ 承认并順服基督元首的权柄：
请你从年轻时学习会承认基督元首的权柄，
并服从它。请学习服从神在环境上的安排，感谢
主，赞美主。比如很期待讨厌你的同学和老师在
升年级时分开，但是他们还是和你在同一班，当
上你的班主任。在这样的时候，你承认基督的元
首，请祷告 “主啊，我服从你。我学习谦卑，

Crucial Point⑶:
灵，将灵的氧气送到灵里，让灵焚烧起来。
赐予我们的灵不是胆怯的灵，而是能力的灵。
以弗所书中每一章都叙述了人的灵，在人的灵
积极地操练灵，在灵里祷告，在生命里长到元首 里被赐予了智慧和启示的灵(1 章)。在灵里信徒共
里，带着本于元首而出的为着建造尽功用
同被建造（2 章）。重生的灵加强到里面的人里（3
提前 4:8 因为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惟独敬虔，凡事 章）。心思的灵里被更新（4 章）。被灵充满（5 章）。
都有益处，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在灵里祷告（6 章）。你要学会认识，使用和运用
弗 4:16 本于祂，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 自己被调和的灵。神的时期满足时的经伦是要在基
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 督里将万有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为此，召会应率
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 先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召会率先归一于一个元首之
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下的秘诀，是要运用你的灵。
林前 8:1 关于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
如果不操练焚烧那赐予你的刚强之灵的话，就
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爱建造人。
绝不能有份于神定旨中的“在灵里成长，归一于一
OL1:要在生命里长大，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的灵；我 个元首之下”。对于服事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操练灵
们必须认识、运用并操练我们调和的灵。
将基督供应給人享受。所以应该帮助圣徒们，使他
OL2:以弗所一章十七节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祷告 们能向神圣的分赐敞开，能享受三一神，在灵里成
求智慧和启示的灵，好充分认识基督和神的经纶。 长，并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与新人的每早晨兴、
OL3:在生命里长大，是长到元首基督里面；但我们 家聚会、小排、祷告聚会、主日聚会、网络或看望
在基督身体里尽功用，是本于元首的；首先我们长 时的福音和牧养中，你应该运用灵来祷告，运用灵
到元首里面，然后我们有一些本于元首，为着祂的 读主话，运用灵来掌握情况。
身体建造的东西；这就是有分于神高大的旨意，就
比如说你越听新冠病毒的新闻，就越变得不安
是要使万有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且软弱，甚至变得不信。这种状态就是没有用重生
在以弗所书的六章中，都提及人的灵。我们人 之灵而只是用心思去听新闻。但是请一边听新闻一
的灵已经得了重生，也内住着复合、包罗万有、终 遍操练灵来祷告：“哦主耶稣，新冠病毒的灰马是
极完成的灵，使这灵成为一个调和的灵。
为了使福音的白马跑得更快!新冠病毒是配角，而
在一 17 使徒保罗祷告，愿父给我们这样一个 召会的福音是主角。听新冠病毒的新闻时积极地操
调和的灵，满有智慧能以明白，也满有启示能以看 练灵，将灵点燃。那样我越听新闻灵就变得越强。
见。我们需要启示和光照，来看见神经纶的奥秘。 我凭着我调和的灵胜过堕落的倾向，我能对抗撒旦
我们也需要借着神圣的智慧，来明白、领略我们所 并且站到最后，乃是凭着调和的灵。赐予我的灵不
看见的。神的经纶是一个真实的奥秘，但这奥秘已 是胆怯的灵，而是能力，爱并清明自守的灵。哈利
向我们启示出来。
路亚！操练灵，在灵里成长，为了身体的建造尽我
以弗所六章告诉我们更进一步的事。一面，召 的一他连得的功用。与弟兄姊妹们联络在一起，以
会生活是赞美和服从的生活；同时，召会生活也是 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阿们！”
争战的生活。当我们彼此赞美、彼此服从时，仇敌
就在这里攻击。所以我们必须用祷告抵挡他。十八
节说，每当我们祷告时，我们该在我们的灵里祷告，
不要在我们的心思里祷告。我们要走路，就必须用
我们的脚。没有人可以用鼻子走路，甚至用手走路
也是别扭的；用脚走路才是最正确的方式。同样，
我们也不该单单用我们的心思祷告；我们必须用我
们的灵，并在我们的灵里祷告。
联络，就好比盖房子的骨架、大梁、柱子，一
层层联在一起。所以，联络在一起，就是骨架各部
分联络成一系。结合，就好比骨架间的空洞，需要
石头、砖头来填满，一块一块相叠，而结合编织在
一起。所以结合在一起，就是其他各部分联于骨架，
而结合编织成一体。如此全身就得以建造在一起。
应用：服事者篇
提后 1:6 为这缘故，我提醒你，将那借我按手，在
你里面神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
7 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能力、
爱并清明自守的灵。
作为新约的服事者，你需要操练并焚烧你重生
的灵。为要将炭点燃，需要从一开始就用扇子强行
将氧气供给到炭里。同样的，你也应该操练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