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命记#11:在神行政之下召会生活的各面

OL4:神在召会中的行政管理，不是专制，也不是
2020/5/3-9 纲要和圣经节请使用『晨兴圣言』
民主；专制是一种独裁，民主是按着人意的管理。
Summary:Ⅰ.作神选民的以色列人，是召会最大、 OL5:长老们随着圣灵议事，不是专制，也非民主，
集体的预表，在其中我们能看见召会蒙神拣选并 乃是神治，是神在治理。
救赎，享受基督与那灵作生命的供应，建造神的 诗篇 89:14 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
居所，承受基督作她的分，堕落且被掳，却得恢 真实，行在你面前。
复，并等候基督的来临。Ⅱ.神要把祂在宇宙中的
在圣经中，国度问题就是行政问题；神的国度
行政通到召会里来。神在以色列人中间的行政乃 就是神的行政、神的管理。今天宇宙中间出了事，
是神治，意思是神亲自来管理、管治、治理祂的 就是因为神的行政出了事。作长老的人不光要看见，
百姓，是直接的，不过是借着一些代理人；这些 宇宙中间有神的救恩，有神的召会，有神的家；更
代理人就是那为神的神治效力的祭司和长老。在 要看见，宇宙中间有神的行政，有神的管理。神不
以色列人中间的神治，乃是照着神写在律法上常 是紊乱的神，神不是没有规律，没有法则的神，神
时的说话，以及神借着大祭司的胸牌，用乌陵和 乃是有规律、有法则，丝毫不乱，满有秩序的神，
土明所启示即时的说话而有的行政。神在召会中 所以神在宇宙中一定有管理，一定有行政。
的行政管理，不是专制，也不是民主。今天神治
在圣经的每一卷书里头，都有神的行政和管理。
理我们，是有圣经在外面作根据，并且有圣灵在 请你想想看，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旷野进迦南的
里面作依据。长老们随着圣灵议事，不是专制， 故事，无论是在出埃及记里，还是在民数记中，都
也非民主，乃是神治，是神在治理。Ⅲ. 神在施 有很严密的配搭建造。而这个配搭建造完全是在神
行祂的行政时，要求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这独一 行政管理的里面。在以色列人中间，满有神的行政
的地方，就是祂所拣选的敬拜中心敬拜祂；他们 和管理，没有一件事神是放松的，…大大小小的事，
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观念选择地方。神顾到一切 都在神的行政和管理中，连该怎样洗身，怎样洗衣
有分于作祂彰显之人的需要。用新约的说法，这 服，怎样剃胡须，连这类小事神都不给以色列人随
就是说，基督顾到祂身体的每一个肢体。在召会 意来作。旧约如此，难道在召会中，神就没有行政
生活中，我们应当爱主耶稣，应当爱祂的身体， 管理了么？没有这件事。在新约里头，神对召会都
也应当顾到一切肢体的需要。神的子民若给穷人， 是行政，都是管理。新约圣经说到召会的时候，虽
神就要在他们一切所行的并他们手所办的事上， 然也满了生命的话，属灵的话，但也满了行政一面
赐福与他们。今天在召会生活中，我们给穷人的 的话，管理一面的话。
时候该高兴，知道神必赐福与我们对付玛门与奉
一个作长老的人要把召会治理得好，就必须
献财物，都与在复活里神在众召会中的行政有关。 要认识，神是要把祂在宇宙中的行政通到召会里
我们若认识复活的生命和复活的大能，就会胜过 来。
金钱和财物；我们所有的都会为着神在众召会中
应用：服事者篇
的行政所使用。有不同的法码与量器，这不诚实
神是要把祂在宇宙中的行政通到召会里来。因
的作法乃是欺骗，必是从撒但来的。就属灵的应 此，你在神的行政下过召会生活不仅与圣徒有关系，
用说，在某件事上定罪别人，却在同样的事上称 还会影响到全宇宙。罗马8:21 指望着受造之物自
义自己，指明我们有不同的法码与量器，也就是 己，也要从败坏的奴役得着释放，得享神儿女之荣
不同的尺度，一种尺度衡量别人，另一种不同的 耀的自由。22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
尺度衡量自己。在神的家—召会中，应当只用一 一同受生产之苦，直到如今。
种尺度衡量每个人。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葡萄园
召会的责任者不能独裁，也不能搞民主。一位
里，可能预表在召会中不可教导不同的事。使徒 责任者不能决定一切，也不能大家多数表决。因为
们在各处，在各召会中，教导众圣徒同样的事。 召会必须在神的管治下。召会的责任者为了执行神
我们也必须在全地各国的各召会中，教导同样的 的行政，他们应该是能精读圣经，熟练圣经的话，
事。
并能及时供应出来的人。他们还必须操练重生，调
Crucial Point⑴:神是通过召会管治宇宙，召会 和的灵不断地接受主的即时的话，应对当时的需要。
里来。召会的责任者为了实行神治，需要精通圣 如果是形式上的对应的话，就没办法听到符合当下
经，有份于那灵即时的供应
情况的话语。
OL1:神是要把祂在宇宙中的行政通到召会里来 。
例如，由于冠状病毒的扩散，紧急事态宣言
OL2:神在以色列人中间的行政乃是神治，意思是 下的召会生活，和往常的召会生活不一样。在这
神亲自来管理、管治、治理祂的百姓，是直接的， 种情况下，为了应对急剧的变化，必须在圣经中
不过是借着一些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就是那为神 所启示的神的经纶的异象之下，与主交通，并接
的神治效力的祭司和长老。
受他即时的话语供应。4月7日发布紧急事态宣言
OL3:在以色列人中间的神治，乃是照着神写在律 后的4月12日、19日、26日的主日聚会的参加人数
法上常时的说话，以及神借着大祭司的胸牌，用 是161人、173人、177人。2020年的基数是156人，
乌陵和土明所启示即时的说话而有的行政。
目标是171.5人，因为冠状病毒的灰马，表征福音
的白马在更快地加速奔跑。这是因为相信圣经的

启示和接受那灵的即时供应“冠状病毒是配角，
有助于加速作为主角的福音”，说信心的话，并
凭着信心实行的结果。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在冠
状病毒扩散的艰难环境中，仍可以凭着信心来使
福音的白马加速。阿们！
祷告：
“主耶稣，召会应该在神的行政下进行管理。
召会的管理不可以独裁也不可以民主。为了在神的
行政下服事，发挥领导能力，责任者和服事者需要
由圣经的话语充满，操练那灵，听主耶稣的即时的
话语，在神的行政下服事。在冠状病毒的紧急情况
宣言下也可以加速福音的白马。阿们！”
Crucial Point⑵: 在神的管理下，在复活中奉
献财物，事业被祝福
OL1: 长老们要治理召会，就必须被神的话构成。
结果，他们就在神的管理、神的规律和支配之下。
他们的决断自然会有神在其中，长老们就代表神
治理召会的事务；这种治理乃是神治。
OL2: 神借着摩西所说的话描述在神行政之下召
会生活的各面(A.神所拣选耶路撒冷这独一的地
方、B.到身体的每一个肢体、C.顾到神的子民的
穷人、D.只用一种尺度衡量、E.禁止不同的教训、
F.凭信在神的行政之下过召会生活。
OL3:今天在召会生活中，我们给穷人的时候该高
兴，知道神必赐福与我们。对付玛门与奉献财物，
都与在复活里神在众召会中的行政有关。
OL4:在七日的第一日奉献财物，指明财物的奉献
该在复活里，不该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
OL5:我们若认识复活的生命和复活的大能，就会
胜过金钱和财物；我们所有的都会为着神在众召
会中的行政所使用。
利未人没有工作或别的收入来源，他们靠神
而活，全时间事奉神；他们该受到这样的照顾。
此外也要供给寄居的，并孤儿寡妇。今天我们也
该顾到我们中间缺乏的人。…在主的恢复中，我
们需要顾到全时间者及其他缺乏的人。
百姓总要向穷乏的弟兄松手，借给他，补他
的不足。今天我们不该不乐意给我们中间穷乏的
弟兄。当我们给出去以应付穷乏弟兄的需要时，
主会回报我们，比我们所给出去的还要多。所有
甘心给出去的信徒，都能见证这事。“你总要给
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作难；因耶和华你的神
必为这事的缘故，在你一切所行的并你手所办的
事上，赐福与你。”(申15:10)。…我们今天给穷
人的时候，也不该作难，反该高兴，知道神必赐
福与我们，以更多回报我们。
所有堕落的人类，都在玛门和财物的辖制之
下。五旬节那天，在圣灵的能力下，所有的信徒
都推翻了金钱的辖制，实行凡物公用，按所需用
的分给各人。但由于信徒堕落天性的软弱，这种
实行并没有持续很久，到使徒保罗的时候就已经
过去了。因此，信徒需要恩典，胜过玛门和物质
的权势，释放这些物质脱离撒但的管辖，好献给
主，以完成祂的定旨。复活的生命乃是全备的供
应，能使信徒活出这种生活，一种信靠神而不信

靠财物，不为着今天而为着将来，不为着今世而
为着来世的生活，一种推翻了短暂无定之钱财霸
占的生活す。
应用：青职・研究所篇
请作为在职者的你要有在财政上支持自己
的家庭和召会两面的负担。你在主的祝福下收入
越高，奉献金額的比率也越需要提高。每个人都
必须把10%以上作为向主之属天的税来奉献。但
是，青职可以奉献15%-30%以上。旧约说帮助穷人
的人会得到祝福。通过奉献超过15%，而不是10%，
你间接地支持了贫困者。献上财物越多，你的事
业就越受祝福。
例如召会在宣布紧急状态期间，没有提供主
日聚会后的午餐，通常以250日元的自由奉献提
供午餐。但是，实际上250日元是不能支付食材和
烹调所花的经费的，所以是由召会来弥补的。另
外，在购买会所的时候，有的人会奉献一千万日
元以上，而穷人可能会奉献10万日元以上。但是
会所是召会的会所，奉献一千万日元以上的人，
10万日元奉献的人也一样的使用。不仅是对穷人
的个人奉献，向召会奉献也顾及穷人的情况。
在召会生活中，人们频繁地使用车子在会所
之间移动(这在冠状病毒紧急状态宣言下是必须
的)。召会与经济比较富裕的兄弟姐妹交通，要求
他们购买7-8人座的车(这样的车，价格昂贵，耗
油，选择也少，有吸引力的最先进的车很少)，以
供召会生活的需要。它是为了减轻召会购买和维
护汽车的负担。跟他们交通当作奉献为主购买
(但是15%-30%以上的通常奉献不会减少)。这些
车被广泛用于正常的召会生活，移动和相调等的
接送中。这类汽车的购买也被认为是顾及穷人和
学生的一部分。
召会也应该在经济上支持全时间服事者。申
12:19 你要谨慎，你在地上的一切日子，总不可
撇弃利未人。
祷告：“主耶稣啊，在召会中有神的行政，我财
物的处理上也应该被复活的生命拔高。为了在经
济上支持召会，按照你的祝福，提高奉献的比率，
愿我能为穷人和召会的需要而奉献。”
Crucial Point⑶:有不同的法码和量器，这不
诚实的对应乃是来自撒但，是不和和分裂的原
因。用一种尺度来实行召会生活和日常生活
OL1:有不同的法码与量器，这不诚实的作法乃是
欺骗，必是从撒但来的。
申 25:13-15 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法码。
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量器。当用足重公
道的法码，足量公道的量器。这样，在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得以长久。
OL2:就属灵的应用说，在某件事上定罪别人，却
在同样的事上称义自己，指明我们有不同的法码
与量器，也就是不同的尺度，一种尺度衡量别人，
另一种不同的尺度衡量自己。
OL3:在神的家—召会中，应当只用一种尺度衡量
每个人。

OL4: 倘若我们只有一种尺度，我们就会像神一 乃是虚伪，是造成不和及分裂的原因。我要活在
样的公平、公义、公正，也会在召会中持守一和 神国的统治之下的，在召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中，
同心合意。
破坏一切不同的尺度，在主里操练诚实应对这件
那些有不同的法码和量器的人，实际上就是 事。求主祝福我，并通过我带来神的统治。
有不同的尺度。在今天的召会生活中，我们可能 詩歌補充本260番
有不同的尺度，一种尺度衡量别人，另一种不同 1.
的尺度衡量自己。因着有不同的尺度，我们可能 かみ、御子を復活させ、その力展覧す。
在某件事上定罪别人，却在同样的事上称义自己。 このちから、われら見て、復活の中歩む。
在神的家—召会中，应当只有一种尺度。… ちから、ちから、復活の力、われらを活気づける
应当用同样的尺度衡量每个人。倘若我们只有一 ちから、ちから、復活の力、内なる人にある
种尺度，我们就会像神一样的公平、公义、公正。 2.
因为神是公平、公义、公正的，所以祂是按着同 かみ、御子を昇天させ、その力あらわす。
样的尺度衡量每个人。
支配、力、御名により、主はみな打ち倒す。
在召会生活中，我们不该有不同的尺度，一 ちから、ちから、上げる力、われらを引き上げる
种用以衡量自己，另一种用以衡量弟兄姊妹；但 ちから、ちから、上げる力、内なる人にある
在这事上我们都失败了，没有一个人例外。
3.
有些圣徒习惯使用不同的尺度，就从一地换 服従さす力あり、キリストに賜る。
到另一地，盼望找到比较令他们满意的召会和长 このちから召会は受け、万物は足の下
老。但是因这些圣徒有不同的尺度，他们无论到 ちから、ちから、したがわせる、服従させる力
哪里，都找不到令他们满意的召会和长老。
ちから、ちから、したがわせる、内なる人にある
我强调了用不同尺度的作法，因为这种作法 4.
在召会生活中乃是一种病。这就是不能同心合意 かしらへとつり上げる、このちから召会に。
的源头，而使我们不能持守一并同心合意。愿我 われらにもあたえられ、召会は導かれる。
们都从主接受怜悯，不再有不同的尺度，却要像 ちから、ちから、かしらの中、万物をつり上げる
我们的神一样，用同样的尺度来对待每个人。
ちから、ちから、かしら上げは、内なる人にある
应用：新人及青少年・大学生篇
1.
无论在学校，公司，社会生活的人际社会， 復活的大能，神已经显明，使他的儿子从死復生；
我们倾向于只和符合我们喜好的人在一起。另外 因见此大能，我們得加力，復活生命里昂然夸胜 。
就算在关系好的圈子里，也会有不同的衡量尺度。 大能，大能，復活生命大能內里运行，时时加添能力；
这样不同的尺度是导致不和及分裂的原因。因为 大能，大能，復活生命大能里面的人時時得加力！
召会生活是在神统治下的神国生活，所以不同的 2.
尺度应该被破坏，需要实行一个衡量尺度，一个 超越的大能使耶穌高升，坐在神右边远超万有：
灵，一个心思。不同的尺度破坏召会的一，所以 执政掌权者有能主治者因基督大名无不拜叩。
你必须要严格的对付这个不同的尺度。在你实行 大能，大能，超越一切大能內里运行，使人离 地上騰；
这个的时候，你必须要将基督作为你的义和正义 大能，大能，超越一切大能里面的人离地得上騰。
感。因为在这个世界（包括学校生活）有不同的 3.
尺度就像是理所当然一样存在的。加6:10 所以 征服的大能使万有归服，悖逆尽消彌，基督为大；
我们…，就当向众人行善，尤其是向信仰之家的 作他的身体，分享他能力，有何不踏在我們腳下
人。
大能，大能，征服一切大能內里运行，处处施行管治；
在学校里学生们会把老师分成“轻松应对的 大能，大能，征服一切大能裡面的人处处施管治。
老师”和“必须认真应对的老师”。你在这样的 4.
时候，你必须要经历基督做你的诚实，不让自己 归一的大能使基督居首，向着召會作万有的头
应用这样不同的尺度。还有，在你有机会描述自 大能的輸供成功主身体 ，作他的丰滿，神旨成就。
己的意见时，请你带着同一尺度的诚实作相对应 大能，大能，掌管万有大能，里里外外一切尽 都 归顺
的发言。你不要害怕“诚实让你看起来很愚蠢”。 大能，大能，掌管万有大能，里面的人率先來归顺。
而是要借着信大胆的实行破坏不同尺度的义。这 E1176
样神就会在祂的统治之下祝福你。
1.
同样，一些老师也会区分出喜欢和不喜欢的 Pow‘r exceeding great God did demonstrate
学生。但是来时对你而言是有代理权柄的，所以 When He raised His Son from the dead.
不是要批判老师，在主里学会忍耐并服从老师。 May this pow’r we see, with it
就算在这样的环境中，你要操练自己，你可以自 strengthened be, And in resurrection life
己不带有不同的尺度并实行义的。
be led.
太24:13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Power, power, resurrection power,
祷告：
“哦！主耶稣！不同的尺度乃是来自撒但， Energize us mightily within!

Power, power, resurrection power,
Energize us in the inner man!
2.
Pow’r exceeding high God did magnify When
He raised His Son far above all.
Principalities, pow’rs , and majesties
At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must fall.
Power, power, all transcending power,
Elevate us mightily within!
Power, power, all transcending power,
Elevate us in the inner man! .
3.
Pow’r surpassing too, all things to subdue
Has been given to Christ, pow’r complete.
We His Body are; so, hallelujah,
Everything must be beneath our feet!
Power, power, all subduing power
All subjecting mightily within!
Power, power, all subduing power,
All subjecting to the inner man!
4.
And the best of all, overruling all, O’er
all to the church Christ is Head.
Pow’r so glorious over all’s to us;
To the highest place the church is led.
Power, power overruling power,
Ruling over all, without, within!
Power, power, overruling power,
Ruling, reigning, through the inner 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