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见神对召会永远的定旨并将那隐藏在神里之奥秘的经纶向众人照明（鸟瞰､诗歌补 506） 

Overview：我们要有分于召会的恢复，就需要清楚看见神对召会永远的定旨。看见就是不要受我们的经历、失败、软弱所影响。操练灵、信靠智慧与启示的
灵，只要单纯地看见启示。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已过的永远里，决定了要得着召会。因此，天地万物都是为着召会。我们在时间里重生，在召会生活中渐

渐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最终借着召会将万有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我们必须要传扬这隐藏起来的有关于基督与召会的奥秘经纶的福音，向众人照明。 

Ⅰ．我们要有分于召会的恢复，就需要看见神对召会永远的定旨： 
Ａ．定旨是坚决的定意要作某件事或得着某样东西： 
１．神坚定的意愿成了神的定旨。 
２．神的定旨就是祂坚定的意愿，要得着召会。 

Ｂ．永远的定旨（直译，诸世代的定旨）是神在已过的永远里为着将来的永远所定的： 
１．诸世代的定旨就是永世的定旨，永远的定旨。 
２．在已过的永远里，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是天地万物被造以前，神为着将来的永远立了一个

定旨；所以，这称为永世的定旨，永远的定旨。』 
Ｃ．以弗所三章十一节的“定旨”这辞等于“计划”；我们也可以说是神在基督里所定下的永远
计划： 
１．神有一个计划，乃是祂在永远里所计划的；神永远的定旨就是神永远的计划。 
２．罗马八章二十八节的“旨意”，指神计划中有目的的定意。 
３．神的计划乃是要在子基督里，凭着那灵，借着一个身体，使神自己得着团体的彰显；这身体是借着祂将
自己与人性调和，由许多重生并变化的人所组成并建造的。 

Ｄ．以弗所三章十至十一节启示，召会的存在是照着神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永远定旨： 

１．召会乃是神在永远里所计划的；在时间开始之前，在永远里，神就定意要有召会。 
２．在已过的永远里，并为着将来的永远，神计划并定意要在基督里，为着基督得着召会： 
ａ．召会在神永远的定旨里不是短暂的，乃是永远的；召会是神永远计划的中心与主题。 
ｂ．神在已过的永远里计划要得着召会，祂也期望在将来的永远里得着召会。 
ｃ．召会是在今世，也经过今世，却是从已过的永远就有，也是为着将来的永远 

Ｅ. 神计划要得着由一班重生并变化的人所构成的召会，他们配搭并建造在一起成为团体的身
体： 
１．神计划这团体的身体乃是团体的器皿，祂要将祂自己作到其中。 

２．神的定旨，祂坚决的定意，乃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身体，一个团体的器皿，使祂能够将自
己并祂一切所有的与这器皿相调和；这器皿乃是召会。 
３．召会对神如此可亲、可爱、又宝贵，因为召会乃是神的喜悦，是神心头的愿望。』 

Ｆ．宇宙的存在是照着神要得着召会的永远定旨： 
１．圣经全部的启示向我们揭示，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为着召会。 
２．甚至神格的三个身位也是为着这神圣的定旨，就是要得着召会以完成神永远的计划，借着
将神在祂的神圣三一里分赐到人性里，使召会得以产生。 
３．为使召会能存在而彰显神，就必须有诸天、地、众多其他的东西、以及三部分的人；若没

有这些，神在宇宙中就不能得着召会作祂团体的彰显。』 
Ｇ．神对召会的目的乃是三重的：借着儿子名分彰显祂自己，使仇敌得知祂万般的智慧，并将万
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Ⅱ．我们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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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新约告诉我们，召会是在神里面的奥秘；在新约时代来
临以前的历世历代中，召会是一个奥秘。 
Ｂ．圣经里面所说的奥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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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圣经里
面论到奥秘的原则。』 

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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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从创立世界以来，造物的目的隐藏在神里面，乃是一个
奥秘；没有人知道创造的目的： 
１．约伯说，“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这是你的意思；”
约伯是对的；隐藏在神心里的乃是历世历代的奥秘。 
２．神按着自己的形像，照着自己的样式造人后，在历世历
代将祂的目的隐藏起来。 

３．在新约时代之前，神没有向任何人揭示祂的定旨；这奥秘，
就是神隐藏的定旨，乃是启示给使徒和申言者，叫他们知道。 

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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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丰满、神的彰显，而成为新耶路撒冷。』 
Ｆ．保罗在以弗所三章四节用了“基督的奥秘”一辞，来说

明神永远经纶里作基督身体的召会，指明召会乃是基督的
奥秘。 
Ｇ．神奥秘的经纶，乃是要得着召会作神的彰显。 
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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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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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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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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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的恢复（1） 



第一天：弗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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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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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我们既在祂里面，照着那位按祂意愿所决议的，行作万事者的
定旨，蒙了预定，也就在祂里面成了所选定的基业， 
第二天：罗8:28 还有，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
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弗1:22 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并使祂向着召会作万有的头；23 召
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4:16 本于祂，全身藉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藉着每一部分依其
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
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弗3:10 为要藉着召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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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启4:11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能
力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并且万有是因你的旨意存在并被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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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后13:１4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
人同在。 
第四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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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 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与召会说的。 
第五天：弗3:3 就是照着启示使我知道这奥秘，正如我前面略略写
过的，4 你们念了，就能藉此明了我对基督的奥秘所有的领悟，5 这
奥秘在别的世代中，未曾给人们的子孙知道，像如今在灵里启示祂
的圣使徒和申言者一样； 
罗16:25 神能照我的福音，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传扬，照历世以来
密而不宣之奥秘的启示，坚固你们； 
第六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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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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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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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①：召会是神永远计划的中心，主题 
以弗所三章十至十一节揭示一个事实，召会的存在是照着神在基督里所立

的永远定旨。……召会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乃是在永远里所计划的。在时间开
始之前，在永远里，神就定意要有召会。在已过的永远里，并为着将来的永远，
神计划并定意要在基督里，为着基督得着召会。所以，召会不是短暂的，乃是
永远的。召会是在今世，也经过今世，却是从已过的永远就有，也是为着将来
的永远。召会在神永远的定旨里是永远的，是神永远计划的中心、主题。 

神计划了什么？祂计划要得着由一班人所构成的召会，他们配搭一起成为
团体的身体，使祂能将祂的神性与其相调和。换句话说，这团体的身体乃是团
体的器皿，神要将祂自己摆在其中。这就是神所计划的事，这就是祂定旨的中
心。神计划要得着一个团体的身体，一个团体的器皿，使祂能够将自己并祂一
切的所是与这器皿相调和。这器皿就称为召会。因此召会是神永远计划的中心。
召会为什么对神如此可亲、可爱、又宝贵？因为召会乃是神心头的愿望，是祂
在时间开始之前所定意的。神在永远里就计划要得着召会。 

中高中生篇 
召会的存在是照着神的永远定旨。召会是神永远计划的中心。在时间里有

地震，也有战争，不论发生什么，关于召会的神的经纶绝不会改变，修正，或
中止。 

譬如日本的政府决定了消费税从 8%提高到 10%,不过因为经济的状况不好，
延后了提高到 10%的时期。还有，最近又要出来一个方案：要为下一代限定消
费税的使用途径。换句话说，有关使用途径的事情还没决定。可是关于召会的
产生和建造，因为神在过去的永远已计划，谁都不能修正，或改变计划，也不
能改变目的。那是照着神永远的心意，就算世界最大的国家美国也不能改变这
个事，不论你的软弱还是刚强，也不能改变有关于神的召会的计划。 

你的中高生的校园生活，请以召会生活为中心。你的召会生活有永远的价
值。你的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学长学姐，同学，学弟学妹，父母
等的全部的人，期末考试，模拟考试，体育节，社团活动等的全部的事，在上
学上使用的电车，上学的路，学校宿舍等的全部的东西，都是为成为召会建造
的益处而安排。为了万有互相效力得益处，你要爱神，爱神所爱的召会生活。 
罗 8:28 还有，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
被召的人。 

对中高中生来说重要的事，应该是学习和朋友间的人际关系。你要向主祷
告，寻求有好的交友关系。好的交友关系也能帮助你的学习。还有，为了维
持友情，以经历基督的方法学习怎么让步，怎么要求。因为最高的人性是耶
稣的人性。在学习中请经历基督作记忆力，集中力，理解力。你不能理解时，
请多次祷告“哦主耶稣，我理解力不够。主啊，让我经历你做我的理解力”。
你为了召会建造，用在学习和人际关系上所经验的基督，帮助、喂养新人和
小学生的话，你的学校生活会在神永远的计划中大大地被祝福。 

 
 
 
 
 

经历②：最高的福音就是基督同着召会的福音 

在创立世界之前，在已过的永远里，神所作的头一件事，也许就是立了一个经

纶，要产生召会来彰显神。历世历代隐藏在神里奥秘的经纶，乃是要产生召会，好

显出神万般的智慧。我们也必须有那论到隐藏在神里之奥秘经纶的高标准福

音。……这个更深的奥秘就是宇宙的目的和意义。这个奥秘不为人知，但是向众使

徒，特别是向使徒保罗启示出来。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他所传讲的不仅是基督那追

测不尽的丰富，也是那历世历代隐藏在神里之奥秘的经纶。 

最高的福音就是基督同着召会的福音。我们必须看重、欣赏并宝贵召会。我们

享受召会生活作最高标准的福音。这隐藏在神里奥秘之经纶的福音，是要产生召会，

好照着神永远的计划或定旨，作神的彰显，使神得荣耀。召会之所以可爱，是因为

召会乃是神的彰显和荣耀。当神有了召会，神就得了彰显并得了荣耀。我们需要在

这样一个高标准上，在神的彰显并祂的荣耀中享受神。 

保罗将神圣的经纶当作福音传讲。以弗所三章八节启示基督那追测不尽之丰富

的福音，九节就启示历世历代隐藏在神里之奥秘经纶的福音。我们必须认识、经历

这经纶，并将这经纶当作高标准的福音向新人传讲。许多基督徒享受恩典的福音，

有些人享受生命一面的福音，但是在今天的基督徒当中，很少人享受国度的福音，

在神圣的生命里受神圣的管治。很少人享受基督那追测不尽之丰富的福音，以及那

历世历代隐藏在神里之奥秘经纶的福音。重生的人在人性里带着神性，又在神性里

带着人性，自然而然成了一个生机体，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召会

作神新造里的新人，以完成神的新“事业”，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作三一神的丰

满和彰显。这丰满乃是三一神的生机体，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 

在职青年篇 

历世历代隐藏在神里奥秘的经纶，就是要产生召会，基督的身体。在旧约时代，

神有奥秘的经纶，但对旧约的选民来说，那是奥秘的，所以他们只能模糊地看见。

然而，通过使徒保罗，奥秘向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开启了。哈利路亚！感谢主。 

神永远的经纶，乃是为了召会，召会是宇宙的目的和意义。同时，召会对你来

说，也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主观经历。请你在在职生活的一切事上，都长到元首基督

里。为此，你需要祷告。例如，上司缺乏领导力，组织混乱，执行业务困难时，你

可以祷告说：“哦，主耶稣，我感到在这复杂堕落的人际关系中没有盼望，但是，

我要经历你做我的真盼望，真智慧。”长到元首基督里的你，在职生活将会因着奥

秘的经纶之召会而被大大地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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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本于祂，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
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補 506  召会のビジョン―キリストのからだとして 

1. 主はひとつの栄こうの召会を持つ。 

われら主にありて分あり。 

見よ、宇ちゅうにあるひとつのからだ、 

主はわれらをいちとする。 

ハレルヤ、みからだ、われら その肢たい、 

すべては完成して、主はわれらをいちとする。 

2. 孤りつせず団体のあたらしいひと。 

主ご自身を完全に表現す。 

いま地方だけでなく団体のからだ、 

われらはそのうちにある。 

ハレルヤ、みからだ、サタンをおびやかす。 

からだにあり勝利、われらはそのうちにある。 

3. 主は神せいな性しつがあらわれる、 

ななつの金のしょくだいに。 

からだの生かつに天然の存在なし、 

ひかり発し照りかがやく。 

ハレルヤ、みからだ、そは金のしょくだい、 

いたるところにて、ひかり発し照りかがやく。 

4. いかにしんせいになり、かがやくか、 

いかにいちとされるのか？ 

主はいのちの木、新せんなえんせき、 

日々イエスを食べるはみち。 

イエスを食べていち、イエスを食べ聖とされ、 

イエス食べかがやく、ハレルヤ、イエス食べるみ

ち！ 

 

 

 

 

補 508  哦，基督有一荣耀召会 

1. 哦，基督有一荣耀召会，我们有分於她─ 

何等喜乐，主使我们合为一！ 

看哪，在宇宙中有一身体，我们属於她─ 

阿利路亚，主使我们合为一！ 

阿利路亚，荣耀身体！我们是身体的肢体！ 

一切完全为这身体！阿利路亚，主使我们合为一！ 

2. 不是单独孤立基督徒，乃是团体新人─ 

神需要她完全彰显祂自己！ 

不仅是一个地方召会，乃是整个身体─阿利路亚， 

我们在这身体里！阿利路亚，荣耀身体！ 

使撒但战抖的身体！在身体里我们得胜！ 

阿利路亚，我们在这身体里！ 

3. 神那完全圣別的性情，显在七金灯臺─ 

身体生活不容天然的存在。 

我们合一且有分神性，金灯臺就照耀─ 

阿利路亚，她正发光且照耀！ 

阿利路亚，荣耀身体！这个身体是金灯臺！ 

处处发光，精光照耀！ 

阿利路亚，她正发光且照耀！ 

4. 我们如何彰显这合一，圣別並且照耀？ 

阿利路亚，喫主耶穌就是路！ 

祂是生命树，是吗哪， 

又是常新的筵席─阿利路亚，我们天天都喫主！ 

我们合一藉著喫主！我们圣別藉著喫主！ 

我们发光藉著喫主！ 

阿利路亚，喫主耶穌就是路！ 

 

 

 

 

1226  Oh, the church of Christ is glorious 

1. Oh, the church of Christ is glorious, and we are part of 

it— 

  We're so happ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us one! 

There's a Body in the universe and we belong to it— 

  Hallelujah, for the Lord has made us one! 

Hallelujah for the Body! 

We are members of the Body! 

We are wholly for the Body! 

Hallelujah, for the Lord has made us one! 

2. Not the individual Christians, but a corporate entity— 

  God must have it for His full expression now; 

Not just individual churches but the Body 

corporately— 

  Hallelujah, we are in the Body now! 

Hallelujah for the Body! 

Satan trembles at the Body! 

We're victorious in the Body! 

Hallelujah, we are in the Body now! 

3. There are seven golden lampstands in the nature all 

divine— 

  Nothing natural does the Body life allow. 

When we're one and share God's nature, how the 

lampstand then does shine— 

  Hallelujah, it is brightly shining now! 

Hallelujah for the Body! 

For the lampstands of the Body! 

For the golden, shining Body! 

Hallelujah, it is brightly shining now! 

4. How may we express such oneness, be divine and 

shining too? 

Hallelujah, eating Jesus is the way! 

He's the tree of life, the manna, and the feast that's 

ever new— 

Hallelujah, we may eat Him every day! 

We are one by eating Jesus! 

We're divine by eating Jesus! 

How we shine by eating Jesus! 

Hallelujah, eating Jesus is the w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