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特會＃2）
2．神永遠的定旨
Ⅰ．永遠的定旨，就是神在已過的永遠裏所定的永遠計劃：
以弗所書3:11 這是照著祂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所立的永遠定旨；1:4 就如祂在創立世
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愛裡，在祂面前，成為聖別、沒有瑕疵；5 按著祂
意願所喜悅的，豫定了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歸於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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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目標加上神的計畫，就等於神的定旨。…神的定旨是得著許多的人，使他們與神的兒
子一模一樣，彰顯神並代表神。…神在已過的永遠裏已經計劃了這事。在以弗所一章裏，我們
可以看見這計劃的第一步。神揀選我們，是為著使我們成為聖別。唯有神是那聖者。因此，我
們成為聖別的意思，就是在神的神聖性情上與神一樣，而不是成為被敬拜的神。
第五節是第二步，神豫定了我們得兒子的名分。這是指我們得著神兒子的生命和地位。
神如此創造了我們，是為了叫我們接受神的生命以成為聖並成為神的眾子。
第三步，是叫我們這班人在靈裏得重生。這樣，他們成為神的眾子，有神的生命和性情。
現在，他們需要在生命上長大，被變化成為主的形狀，並且同被建造在一裏，因而成為團
體的彰顯。這就是在已過的永遠裏在創造裏的神的定旨。
為此被造的人卻墮落，成為罪人。因此，神有需要來救贖他們。在此決定子神成為肉體，
為我們釘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贖。被救贖的意思是，我們在過去已經失去了，但為著神，
藉著耶穌基督的血重新被贖回。現在我們屬於他。救贖是將我們帶回到神的定旨裏。救贖不
是神的定旨。幾年前，我有一段時間在住院。因為發生了異常，我生病了。所以，我需要顧到
自己心臟的需要。但是那不是我的目的，而只是把我帶回到目的的手續。大部分的基督徒是
聽說，神的定旨是要救贖我們。當然救贖是很好，但它不是神的定旨。神創造了你，單單是
為了救你脫離罪，讓你能夠上天堂嗎？那並非是神的定旨。那是宗教的夢想。神在這些消極
事物存在之前，就已經立了自己的定旨。神的定旨是，藉著基督活在他們裏面，使他們彰顯
神並代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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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這計劃之所以稱作永遠的定旨，是因為這是在已過的永遠裏為着將來的永遠而計劃的。
Ｂ．神自己是祂永遠定旨的起始、來源和範圍：
以弗所書1:9 照著祂的喜悅，使我們知道祂意願的奧祕；這喜悅是祂在自己裡面豫先定
下的，
１．神從不與人商議這定旨。
２．萬有都為這定旨效力，沒有什麼能推翻祂的定旨。
以弗所書3:11 這是照著祂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所立的永遠定旨；

在已過的永遠裏，神揀選你成為聖別，豫定要得神兒子的名分。在將來的永遠裏，你
會成為由神的眾子所構成的新耶路撒冷，聖城的一部分。你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已過
的永遠裏，將來的永遠裏，你都沒有選擇的餘地。但是因著現今你正在時間的橋樑之上，
所以有小小的選擇餘地。你的小小的選擇是什麼呢？就是你要現在與神合作還是以後
與神合作的選擇。你是要在這個時代成聖，還是要在下一個時代成聖呢？
神創造的不是機器人，我們有自己的意志。它雖然受了損，但還能做選擇。你要在時
間的橋樑上如何生活？你要在時間裏為時間活，還是要在時間裏為永遠活呢？現在，
作為在時間的橋樑上活的人，我們必須過人的生活。我們需要教育和訓練。
大部分的人希望結婚並實際地結婚。或者在職業或事業上往前也是好的。這樣在人生
的階段上往前。但在這裏有一個問題，既然你是信徒，你的人生還是虛空的虛空嗎？你
的價值觀也和不信的人一樣嗎？或者在你人生的每個階段都聯於神的旨意和神的定旨
嗎？單身的成人青年弟兄們可以決定結婚的事。你可以與神所容許的人結婚，也可以
與對你是神旨意的人結婚。但是請讓我這樣的問。誰可以做出更好的選擇呢？是你還
是神？年經人年經沒有關係。你可以嘴上說『神選擇比較好』，心裏卻說『我選擇更好。
我知道最好的是什麼，最需要的是什麼』。…神對我們有心，也有旨意，讓神成為你的神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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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羅馬書第八章二十八節的『祂的目的（定旨）』指神計劃中有目的的定意。神的定旨是要
產生祂長子的許多弟兄。這許多弟兄就是神許多的兒子，祂要帶領他們進入榮耀。
羅馬書8:28 還有，我們曉得萬有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29
因為神所豫知的人，祂也豫定他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希伯來書2:10 原來萬有因祂而有，藉祂而造的那位，為著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
就藉著苦難成全他們救恩的創始者，這對祂本是合宜的。11 因那聖別人的，和那些被聖
別的，都是出於一；因這緣故，祂稱他們為弟兄，並不以為恥，說，12 “我要向我的弟兄
宣告你的名，在召會中我要歌頌你。”
Ｄ．神的定旨就是得着召會、基督的身體，使祂可以藉著召會（身體）彰顯祂自己：
以弗所書1: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著召會作萬有的頭；23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
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１．神的心意、心中的喜悅、永遠的定旨，就是得着召會。
以弗所書3:9 並將那歷世歷代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裡的奧祕有何等的經綸，向眾人照
明，10 為要藉著召會，使諸天界裡執政的、掌權的，現今得知神萬般的智慧，
２．神計劃要做一件事，就是要得着一般人作基督生機的身體以彰顯三一神。
以弗所書4:4 一個身體和一位靈，正如你們蒙召，也是在一個盼望中蒙召的；5 一主，
一信，一浸；6 一位眾人的神與父，就是那超越眾人，貫徹眾人，也在眾人之內的。

有些基督徒在認識神的旨意的事上是往前的。他們認識神在關於基督的旨意，認識
神的旨意是要人信入神的兒子。但在祂裏面還是沒有滿足。因為這些只是神的旨意的一
半。在馬太福音第十六章，彼得得著關於基督的啟示而說到，『你是神的兒子』之後，主
馬上就說到召會。因為基督是為著召會，召會是祂的身體，是為著彰顯祂。這就是神的
旨意、心中的喜悅和神的定旨。就是祂要得著基督的身體，就召會作團體的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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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宇宙中神的定旨，就是祂要產生一般與祂完全一樣的人。這是聖經唯一的主題：
約翰1:12 凡接受祂的，就是信入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成為神的兒女。13 這等人不
是從血生的，不是從肉體的意思生的，也不是從人的意思生的，乃是從神生的。
約翰一書3:2 親愛的，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曉得祂若顯現，
我們必要像祂；因為我們必要看見祂，正如祂所是的。
Ａ．他們要在生命、性情、形像、外表、光榮、榮耀、外在的彰顯上，與神一模一樣。
啓4:2 我立刻就在靈裡；看哪，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3 那位坐
著的，顯出來的樣子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又有虹圍著寶座，顯出來的樣子好像綠寶石。
21:10 我在靈裡，天使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裡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
給我看。11 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18 牆是用
碧玉造的，城是純金的，如同明淨的玻璃。
Ｂ．神要完成祂的定旨，是藉著將祂神聖的生命分賜到祂所揀選並救贖的人裏面。神的生
命作到祂子民的裏面，在他們裏面產生新陳代謝的反應，他們就被變化，成為與神一模
一樣。
約翰3:15 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遠的生命。
約翰一書5:12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哥林多後書3:18 但我們眾人既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
就漸漸變化成為與祂同樣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神豫定你，為要使你與祂兒子完全一樣。這並沒有經過你的表明。神並沒有徵求你的
同意。這是在已過的永遠裏就已經決定的。新耶路撒冷是指在將來的永遠裏你所要在的
地方。現今我們要若要成為神成熟的眾子，就需要在魂裏被變化。並要模成基督的形像。
這件事一定會發生。這就是豫定的意思。
不過你有一個小小的選擇。你並不是機器人。你也許會問，『我可以選擇不被變化嗎？』答案
是，『不』。那麼你可以選擇什麼呢？你可以選擇什麼時候被變化，現在或是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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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神永遠的定旨，就是在祂神聖的三一裏，將祂自己作到祂所揀選並救贖的人裏面，作
他們的生命、性情並一切，好使他們得以被神浸透。
以弗所書3:17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裡，叫你們在愛裡生根立基，
Ⅲ．我們要在創造和救贖裏看見神永遠的定旨：
Ａ．神創造人的定旨，是要人彰顯神，代表神。神永遠的定旨，就是要得着團體的人作神的
彰顯，代表神。
創1:26 神說，我們要按著我們的形像，照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
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Ｂ．創造只是神當初定旨的一部分，救贖是為了拯救。救贖是將我們帶回到神永遠的定旨
裏。
以弗所書1:7 我們在這蒙愛者裡面，藉著祂的血，照著神恩典的豐富，得蒙救贖，就是過
犯得以赦免，
歌羅西書1:14 我們在愛子裡得蒙救贖，就是罪得赦免。
Ｃ．在創造與救贖裏的神聖定旨，就是神要得着祂許多的兒子。
加拉太書3:26 因為你們眾人藉著相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
加拉太書4:4 及至時候滿足，神就差出祂的兒子，由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5 要把
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好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6 而且因你們是兒子，神就差出祂兒
子的靈，進入我們的心，呼叫：阿爸，父！7 這樣，你不再是奴僕，乃是兒子了；既是兒子，
也就藉著神為後嗣。

我對比我年輕的人有一個提議，就是不要等以後再同意主，而是現在就同意主，使你
節省時間。這裏也有許多不太年輕的人，他們也許很後悔。仇敵會攻擊你，你會說，『我浪
費了很多時間』。仇敵也許會說，『已經太遲了』。主會這麼回答，『這也是屬於我的計劃的
一部分。我早就知道你會這樣。所以我在聖經中寫一節話』。約珥書二章二十五節，『我打
發到你們中間的大軍隊，就是群蝗，舔蝗，毀蝗，剪蝗，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補還你們』。
主會說，『所以現今，請讓我作你的神。如此你就可以知道，在一年之內我可以為你達成
多少事，你會為此感到驚奇』。有一次李弟兄用非常簡單的方法鼓勵一位軟弱的同工。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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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對他說，『弟兄，從來不會太遲』。

Ⅳ．神救了我們，以聖召召了我們，『是按祂自己的定旨和恩典』（提後1:9）：
Ａ．我們需要從神的眼光來看神的救恩。神救恩的目的，是要祂所創造並救贖的人得着兒子的
名分，也就是有神兒子的生命，模成祂兒子的形像，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羅馬書8:29 因為神所豫知的人，祂也豫定他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
長子。
Ｂ．神的定旨，是照着祂自己的心意而有的計劃，要將我們放進基督裏，使我們與祂是一，
有分於祂的生命和地位，成為祂的見證。
哥林多前書1: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出於神，這基督成了從神給我們的智慧：公
義、聖別和救贖，
Ｃ．恩典是神賜給我們生命的供備，為要使我們活出祂的見證。
約翰1:14 話成了肉體，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豐豐滿滿的有恩典，有實際。我們也見過
祂的榮耀，正是從父而來獨生子的榮耀。16 從祂的豐滿裡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Ｄ．救恩包含拯救我們脫離沒有意義的人生：
傳道書1:2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１．神的福音救我們脫離沒有意義的人生，帶我們進入宇宙的意義。
啓4:11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能力的，因為你創造了萬有，並且萬
有是因你的旨意存在並被創造的。

所羅門得到的比我們所得到的要多得多，但他最後卻說『虛空的虛空』。一切都是虛空。
你 也可以像成為以色列的雅各一樣。他年老的時候，回想他的一生就敬拜他的神。他敬拜
那一生牧羊他的神。他應該是這樣說的，『我的人生，活著就是為著神永遠的定旨。』這樣的
信徒，當他見主的時候，主會對他說『你做的很好，你所奉獻的人生，是為著建造基督的身
體，為著預備新婦。』救恩，包含拯救我們脫離沒有意義的人生。
2．神起初造的人是有極大意義和目的的，但人墮落了，失去了人生的意義。
３．神以祂的救恩將我們救出，把我們帶回到祂起初的目的，就是宇宙的意義。

神為了要完成祂的定旨，需要拯救更多的日本人。福音並不是為著福音本身，而是
為著神的定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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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婚姻生活篇
① 你的價值觀也和不信的人一樣嗎？或者在你人生的每個階段都聯於神的旨意和神的定旨
嗎？
約翰一書2:15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16 因
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出於父，乃是出
於世界。17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正在過去；惟獨實行神旨意的，永遠長存。
非信徒的價值觀是這個世界的價值觀，與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生活的虛榮有關係。
選擇職業、配偶、以及如何度過日常生活的方式都會表現出你的價值觀。你在地位上就算
已經得救，若是價值觀沒有改變、心思尚未更新，就會與非信徒有同樣的價值觀，過著虛
妄的日子。「比起看不見的神，更信靠且愛金錢」、「比起神，更珍貴地位及名譽」、「比起召
會生活，公司加班為優先」、「比起神的家人，自己的家人為優先」、「不敬畏神，卻因虛榮
極度在意他人眼光」、「比起禱告以了解神的旨意，更注重、更愛並一直停留在魂裡墮落複
雜的感覺」、「不喜歡團體生活中的相調、喜歡孤獨、魂生命」、「不感謝神及聖徒，愛讓自
己墮落的人」等等的價值觀會出現在日常生活中。你在召會生活中，每天若是沒有與弟兄
姊妹享受主、心思得更新、價值觀改變的話，就無法過遵從神永遠定旨的生活、無法得祝
福。尤其是在擇配及婚姻生活方式，不是照著自愛及虛榮而來的價值觀，乃是能夠照著神
喜悅的旨意而來的價值觀。
羅馬書12:2 不要模倣這世代，反要藉著心思的更新而變化，叫你們驗證何為神那美好、可
喜悅、並純全的旨意。
② 神的福音救我們脫離沒有意義的人生，帶我們進入宇宙的意義。神起初造的人是有極大
意義和目的，但人墮落失去了人生的意義。神以祂的救恩將我們救出，把我們帶回到祂起
初的目的，就是宇宙的意義。
為了要清楚看見「神永遠的定旨」，要有智慧及啟示的靈。然後，光照你按照文化和墮落
舊人的價值觀的生活，應該要有照著神的旨意過日常生活的心願、每天過著與旨意聯結
的生活。不然，你人生的結局就會變成「虛空的虛空」。最終，除了基督與基督的身體召會
以外都無法永續。日常生活中，請堅定持守真實、基督與召會，度過有意義的人生、有永
遠價值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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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mn 971
769究極的な現れ―神の永遠のみこころ
1. God's eternal purpose
1 ひととの合併, 主のねがい,
Is to join with man,
ひと,うつわとし, 主がはいる;
Causing man, His vessel,
いのちとなり, ひとを満たして,
To be born again,
主といちとならせ, 主を表現す。
His own life imparting,
2 主のかたちに ひとつくり,
Filling to the brim;
かれのねがいを 成就させる;
Man may thus express Him,
And be one with Him.
いのちの木を 受け入れさせて,
2. God in His own image
つまとならせ,主の 豊満とする。
Hath created man,
3 ひと,ながれの なかにあり,
That he may be able
主のかたちへと 変えられる。
To fulfill His plan;
主の住まいに けんぞうされて,
That he may receive Him
主のはん侶となり, 主は享受す。
As the tree of life
4 そはえい光の 新エルサレﾑ,
To become His fulness
かみ,ひと調和し, ともに住む。
As to man the wife.
3. In His life's rich flowing
かみはない容, われらはひょう現,
Man will be transformed
えい光をきょう受し, 栄光となる。
Into precious substance
5 かみは中しん, 御座にある;
And to Him conformed.
いのちの権威で 聖徒はいち。
Thus will man be builded
照らしにより, ひかりに生きて,
As His counterpart,
たがいに調和して, 主を表現す。
Thus to be His dwelling,
6 主はしょくもつ, 生けるみず,
Satisfy His heart.
飢えとかわきを みな満たす。
5. He's the very center,
Ruling on the throne;
せいなるみや, 主のなかに生き,
By His life the power,
みひかりのなかで 礼はいする。
Saints are kept in one.
By His light of glory,
They are kept in light,
Harmony enjoying
In divine delight.

769終極的顯出－ 神永遠的心意
1 神的永遠心意，是與人聯合，
要人作祂器皿，來將祂盛著；
祂作人的生命，將人全充滿，
使人與祂合一，將祂來彰顯。
2 神照自己形像，將人造完全，
使人能有資格，成全祂心願；
要人將祂接受 作人生命樹，
成為祂的豐滿，如妻之於夫。
3 藉祂生命流通，要將人變化，
變成寶貴材料，與祂像無差。
如此同被建造，作祂的配偶，
也作祂的居所，給祂來享受。
4 這是榮耀聖城，新耶路撒冷；
神與聖徒相調，互居之所成。
祂作他們內容，她作祂彰顯，
與祂同享榮耀，合一到永遠。
5 神是惟一中心，在寶座掌權；
藉祂生命權柄，聖徒全結聯。
因祂榮耀光照，都活在光中，
彼此和諧一致，彰顯祂光榮。
6 神是生命活水，也是生命糧，
充解聖徒飢渴，供他們飽享。
祂是他們聖殿，他們活其間；
在祂面光之中，敬拜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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