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耶利米书中神的经纶同祂的分赐10/26-11/1
OL Summary:
Ⅰ. 耶利米十七章七至八节说，“信靠耶和华，
以耶和华为可信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
于水旁，沿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
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
A.这两节不是说到信靠神以接受物质的祝福这
样肤浅的事；事实上，这两节乃是指神借着祂的
分赐完成祂的经纶: 这里的启示乃是揭示，按照
神的经纶，信靠神的人像树栽于水旁；这表征神
乃是活水的泉源（二13上）；我们不仅信靠神，
并且神自己就是我们对祂的信靠。
B.“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
浇灌是为着树的吸取，而吸取就是接受神的分赐:
哪里缺少生命的长大，哪里信徒的基督徒生活就
会一团糟，召会生活就会受到破坏，身体生活就
会被毁坏。/我们要在生命里长大以建造基督的
身体，就需要吸取神，往下扎根并向上结果；这
意思是，我们需要与神有隐密交通的时间；基督
徒的加力，光照，享受安息，喜乐，相信，解决
难处，胜过试炼、试探和艰难，以及安慰，都在
于他借着祷告和神的话与神秘密的交通｡
Ⅱ.耶利米十七章十九至二十七节说到持守神的
安息日；持守神安息日的路，就是享受祂、安息
于祂并满足于祂这活水的泉源:
A. 在论到神居所的建造这一长段的记载之后，出
埃及三十一章十二至十七节重申守安息日的诫
命；按照歌罗西二章十六至十七节和马太十一章
二十八至三十节，基督是安息日之安息的实际:
神在第七日安息了，因为祂完成了祂的工，并且
满足了；神的荣耀得着彰显，因为人有了祂的形
像，祂的权柄也即将施行，以征服祂的仇敌撒但；
只要人彰显神并对付神的仇敌，神就得着满足而
能安息/人受造首先不是为了作工，乃是以神为
满足，并与神一同安息；对神而言，是作工而安
息，对人而言，是安息而作工/五旬节那天门徒被
那灵充满，意即他们是充满了对基督这属天之酒
的享受；他们唯有被这种享受充满以后，才开始
与神是一而与神同工。
B.我们这些神的子民必须带着一个记号，就是我
们与神一同安息，享受神，并且先被神充满，然
后与充满我们的那一位同工；此外，我们不仅是
与神同工，更是与神是一而作工，有祂作我们作
工的力量和劳苦的能力｡
C.在召会生活中，我们也许作了许多事情，而没
有先享受主，没有与主是一而事奉；这样的事奉
导致属灵的死亡，也失去身体的交通｡
D.主建造召会的工作应当开始于对神的享受。
Ⅲ.耶利米书是全本圣经的摘要；耶利米的预言
指明唯有基督能完成神的经纶，并且唯有基督能
回应神在祂经纶里的要求；耶利米所描绘的图画
表明我们算不得什么，基督对我们才是一切:
A.耶利米说到基督在完成神的经纶上，是我们的
公义和我们的救赎，说到神是活水的泉源，说到

基督是我们的食物，又说到基督是新约及其一切
福分的实际: 一面，我们可以说，新约是神的经
纶的同义辞，是神经纶的内容和实质/另一面，我
们可以说，新约是神成就或完成神经纶的路；哥
林多后书启示，新约的职事乃是为着完成神永远
的经纶。
B.基督是新遗命（新约）的实际，也就是神一切
所是，以及神所给我们之一切的实际；所以，基
督就是新遗命: 遗赠有许多，但这许多的遗赠实
际上乃是一个人位，就是那是灵的基督/我们需
要走我们先祖所行的古道，行在以神的经纶为中
心之新约的路上，就是引到生命的路上；小路是
撒但诡计的路，照着他诡诈的诡计而引到败坏；
行小路乃是往下走，但行古道，就是行修筑的路，
乃是往上行/在新约，就是永远的约里，神赐给我
们一个心和一条路；一个心就是要爱神、寻求神、
活神并被神构成，使我们成为祂的彰显；一条路
就是三一神自己作为内里生命的律连同其神圣
的性能；这一个心和一条路就是同心合意｡
C.基督是在诸天之上坐宝座的升天者，如今在执
行新约，就是祂遗赠给我们作遗命的，并在为我
们代求，且供应我们，使我们能认识、经历并享
受包含在新遗命中的一切遗赠: 新遗命，新约，
遗嘱，因基督的死已经得以生效，且由复活并升
天的基督执行并实施｡
D.我们若要接受新约中一切福分的应用，就必须
是对基督天上职事有回应的人: 历世纪以来，基
督一直想要得着一班人，来回应祂在天上的职事，
却没有完全成功/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今天在
地上有一班在主恢复里的人，回应基督天上的职
事/父应许了一切，主耶稣成就了这一切；如今这
一切已成的事实，都列在遗嘱里，成为给我们的
遗赠/我们对新遗命（新约）若有属天的看见，我
们的观念就会改变，我们会有彻底的大改变，并
且会癫狂地赞美主｡
E.我们若在整本新约的光中领会这一段，就会看
见在这新约里有召会、神的国、神的家人、神的
家（就是神在我们灵里的居所）、新人和基督的
身体，作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丰满｡

CP1:为了内里的生命的长大，
因此，我們要进入神的圣所，就需要转向我們的
❶来聚会并操练灵、❷与主有隱密个人的交通
灵，并参加召会的聚会。我們一在圣所里—在灵
❸与主成为一为主做工
里並在召会中，就会对恶人的情形有另一种看法，
OL1:“信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信靠的，那人 有特別的领会。
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沿河边扎根，炎热
例如，你可能觉得“虽然有基督在自己的里面
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 成绩却不好，没有得救的人成绩确好，这是怎么
挂虑，而且结果不止”(耶 17:7〜8)。
回事呢？”你来到召会的聚会中就有光，能够回
OL2:我们要在生命里长大以建造基督的身体，就 答这个问题。生命的成长是逐渐的。同样地，你
需要吸取神，往下扎根并向上结果（赛三七 31）； 的成绩要变好也不是马上就会变。但是，在主里
这意思是，我们需要与神有隐密交通的时间（太 面凭着忍耐来学习的话，成绩必定能渐渐变好。
六 6，十四 22~23）；基督徒的加力，光照，享受 你不要焦急，也不要想去聚会就会没有学习的时
安息，喜乐，相信，解决难处，胜过试炼、试探 间，要去召会聚会，大声唱诗歌，赞美，享受主。
和艰难，以及安慰，都在于他借着祷告和神的话 并且学习的时候，殷勤地集中与主一同学习。
与神秘密的交通。
❷与主有隱密个人的交通:
OL3:人受造首先不是为了作工，乃是以神为满足，
例如，里面被和朋友之间的人际关系的烦恼
并与神一同安息；对神而言，是作工而安息，对 所充满。这时，个人的向主敞开，诚实的与主交
人而言，是安息而作工。21-22 你们要谨慎，不 通，祷告“主啊，我正在烦恼。但是我不能一直
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也不要带什么进入耶路 停留在黑暗中，救我脱离黑暗。把担心的事情交
撒冷的各门。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家中担什么担子 给主”。这样的话，主就会光照你，鼓励你。被
出去；无论何工都不可作，只要分别安息日为圣， 光照，就认自己的罪，并且被鼓励，就信靠主刚
正如我所吩咐你们列祖的。
强往前。
OL4:五旬节那天门徒被那灵充满，意即他们是充 ❸与主成为一为主做工: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享
满了对基督这属天之酒的享受；他们唯有被这种 受神自己，怎么被神充满，我们就不知道怎么与
享受充满以后，才开始与神是一而与神同工。
神一同作工，怎么在神的神圣的工作中与神成为
在某地的圣徒若缺少生命的长大，就无法有 一。人是要享受神在他自己的工作上所已经成就
正确的召会生活。事实上，召会的实际在他们中 的。
间并不存在。不错，他们在名义上是地方召会，
实行教会生活的福音架构时，召会必定祷读
但他们没有召会的实际。召会在那里只是得救之 主的话或纲要等30分钟(至少15分钟)，享受主。
人的聚集，但这不能视为生命长大以及经历并享 被圣灵充满后，为着福音出去。没有这样做的话，
受基督的实际。不但如此，哪里缺少生命的长大， 就无法与主成为一，为主作工。
哪里信徒的基督徒生活就会一团糟，召会生活就 祷告：“哦主耶稣，神的经纶是，神自己分赐到
会受到破坏，身体生活就会被毁坏。…因为他们 人里面，作人恶享受，满足，喜乐，安息。我来
没有在生命里正常的长大，他们就没有正确的基 到召会的聚会与弟兄姊妹一同的操练灵，享受主。
督徒生活、召会生活和身体生活。
并且个人也呼求主的名与主有亲密的交通，在隐
我们若不知道如何与神一同有享受，以及如 秘处扎根吸取主。充分的享受主之后，与主成为
何享受神自己，就不会知道如何与祂同工。…我 一，为着主的见证学习，愿成绩渐渐提高。阿们”
们的确强调与神同工，而不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
为神作工。不错，我们应当与神同工，甚至凭神
作工。但…仅仅与神同工还不够，我们必须在神
的工作上与祂是一。这需要我们享受祂。
应用：新人、青少年・大学生篇
神的经纶是神将祂自己分赐到人里面，成为
人的享受、满足、喜乐、安息，之后，与神成为
一，为神作工。
为了让里面主的生命长大，你要❶來召会的
聚会操练灵。 ❷与主有隱密个人的交通❸与主
成为一为主做工。这三个是你在神的经纶中成长
重要的秘诀。
❶来聚会并操练灵:
诗73:16 我思索要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
17 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我才看清他們的结局。
FN“神的圣所”: 诗人因恶人兴旺而困惑，其解
答是在神的圣所得着的。首先，神的圣所，祂的
居所，是在我們灵里；第二，神的圣所乃是召会。

CP2:与神一同安息，享受神，被神充满，
与神是一，有神作能力，而为神作工
应用:服事者篇
OL1:我们这些神的子民必须带着一个记号，就是
作为新约服事者的你，也是申言者。申言者
我们与神一同安息，享受神，并且先被神充满， 宝贵神的话、寻求并说出神的话。“你若将宝贵
然后与充满我们的那一位同工；此外，我们不仅 的从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作我的口”(耶
是与神同工，更是与神是一而作工，有祂作我们 15:19)。神的话，是神的思想，神的旨意，神的
作工的力量和劳苦的能力｡
心意，神喜悦的彰显。我们为了取用、接受和保
出31:13 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我与 守神的话语，必须绝对与神是一，信靠祂，依靠
你们之间世世代代的记号，使你们知道我是把你 祂，不持任何从自己出来的意见。我们要宝贝主
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
的话甚于地上的一切财富。那是因为我们说出神
OL2:我们需要走我们先祖所行的古道，行在以神 的嘱咐，为把基督这追测不尽的丰富作神的诸般
的经纶为中心之新约的路上，就是引到生命的路 恩典，分给所有的圣徒们｡
上；小路是撒但诡计的路，照着他诡诈的诡计而
请你在每周主日聚会的申言中操练说神的
引到败坏；行小路乃是往下走，但行古道，就是 话。就像日本人说英语需要操练和学习一样，说
行修筑的路，乃是往上行。
神的话也必须操练和学习。操练的话一定会一点
耶18:15 我的百姓竟忘记我；他们向虚无的神烧 一点地进步，但不做的话就看不到任何进步。请
香，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绊跌，行在没有修 每天找出所享受的要点，并在周六做总结，加上
筑的小路上。
主日即时的灵感，充分操练自己的灵，与神是一
神似乎是说，“不要忘了我的安息日，…甚 的感觉里申言。愿你能每周忠信地实行这个操练
至你在作我的神圣工作，就是建造帐幕的工作时， 和学习。
仍必须带着一个记号，指明你是我的子民，并且 林前 14:23 所以若全召会聚在一处的时候
你需要我。因此，你必须先享受我，然后你就能 24…但若众人都申言，有不信的，…他就被众人
不仅仅为我作工，乃是与我同工，并且与我是一 劝服，被众人审明了；
而作工。我是你作工的力量，和劳苦的能力。但 31 因为你们都能一个一个的申言，为要使众人
你若在自己里面作工，并凭着自己作工，就是侮 有学习，使众人得勉励。
辱我。你必须同着我、凭着我、与我是一来作建
另外，你是福音劳苦的祭司。
造我居所的工作。你若这样作工，我会非常喜 罗 15:16 使我为外邦人作基督耶稣的仆役，作神
乐。…你是我的子民，你应当带着一个记号，说 福音勤奋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在圣灵里
明你需要我作你的享受、力量和能力。你需要我 得以圣别，可蒙悦纳。
作你的一切，使你能为我作工。借着这样作工，
决不能采取容易的、下坡的路。例如，每周，
你就尊崇我，并荣耀我。这就是带着一个记号， 为福音和牧养祷告，走出去(包括网上接触)是劳
指明你是我的子民。
苦的。但是只有通过劳苦，才能结出常存的果子。
我能见证，每一次我站起来供应话语，我唯 如果每周忠信地实行福音和牧养，就可以遇到就
一的祷告就是要在我的说话中与主是一。我一再 没来聚会的人，遇到有寻求的基督徒，遇到在痛
地祷告说，“主，在我的说话中，我要实行与你 苦中的福音朋友，成为结常存果子的契机。
成为一灵，使我的说话就是你的说话。主，必须
神户召会已作了向上调整20%成长目标如下：
是你在我的说话中说话。如果你不是与我是一， “主日聚会目標：目標/基数、187/156、本山
我就不说什么。我绝不在我虚空的己里说话，这 40/30、本山青少年24.5/21.5、魚崎30/25、夙川
是亵慢你、侮辱你。主，我不仅要与你一同说话， 27/26、六甲31.5/27.5、三宮19/12、神戸15/14”。
也要与你是一而说话。”
每个区都可以将目标分配到自己的活力排
(VG)，并设定每个VG的目标。然后请为了达到全
召会·区·VG的目标，以神为享受，力量和活力，
同心合意祷告并行动。祷告：“哦主耶稣，愿与
神一同安息，享受神，被神充满。这是我作为神
的子民必须要带着的一个記号。但是，我若在自
己里，靠自己作工，那就是侮辱神。在主里安息，
与主是一，学习说出神的话，供应新人。以神为
享受，力量，活力，与兄弟姊妹配搭一起，为我
所在的区或活力排VG的目标祷告并行动。阿们！”

CP3:取用主的宝血，运用信心的灵，
来到施恩的宝座，得恩典作应时的帮助
应用：在职者・大学院生篇
OL1:在新约，就是永远的约里，神赐给我们一个
在职者或被卷入与同事的竞争,或被上司设
心和一条路；一个心就是要爱神、寻求神、活神 定了严格的目标，处境非常艰难。这种有压力的
并被神构成，使我们成为祂的彰显；一条路就是 处境，实际上是经历新约遗赠的好机会。
三一神自己作为内里生命的律连同其神圣的性 希4:16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
能；这一个心和一条路就是同心合意｡
座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作应时的帮助。
耶 31:33-34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7:25 所以，那借着祂来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 救到底；因为祂是长远活着，为他们代求。
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因为他
例如，在工作上需要洞察力、对事物的内在
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因为我要赦 认识、决断力和执行能力。然而，虽然人们想拥
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罪；这是耶和华 有这些能力，却对此无能为力。即使是在必须做
说的。
出决断的时候也无法做出。这是因为我们缺乏对
OL2:基督是在诸天之上坐宝座的升天者，如今在 事物的内在认识和洞察力，因此无法把握大局。
执行新约，就是祂遗赠给我们作遗命的，并在为 但是，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耶稣自己就是这些
我们代求，且供应我们，使我们能认识、经历并 能力的实际。请你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
享受包含在新遗命中的一切遗赠。
座前，为要得恩典作应时的帮助。这种恩典包括
OL3:新遗命，新约，遗嘱，因基督的死已经得以 上述所有能力。请取用主的血，大胆地往前得恩
生效，且由复活并升天的基督执行并实施。
典享受应时的帮助。这样主就能拯救你到底。
OL4:我们若要接受新约中一切福分的应用，就必 希10:19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
须是对基督天上职事有回应的人。
进入至圣所。
OL5:历世纪以来，基督一直想要得着一班人，来
如果你对新遗赠有属天的看法，你的观念会
回应祂在天上的职事，却没有完全成功。靠着主 改变，你会有一个彻底的大转变，忘我的去赞美
的怜悯和恩典，今天在地上有一班在主恢复里的 主。愿主怜悯你，使你能够看到新约的奇妙的祝
人，回应基督天上的职事。
福。
在耶利米三十一章，耶利米立下新约的根基，
此外，请你不要只考虑自己的工作，请顾及
预言神要将祂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祂要将祂的 神的需要。当新冠病毒在全世界流行（白马奔跑）
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思里，使我们认识神；神要作 时，地方召会应该执行神的心意，加速福音的白
我们的神，我们要作祂的子民；我们不需要任何 马。为了回应基督在天上的职事，地方召会有必
人教导我们，因为我们里面都有教导的生命；神 要为福音祷告，并实行传扬福音。
要赦免我们的罪孽，不再记念我们的罪。在新约
对地方召会而言最重要的三件事是，❶同心
里，我们享受内里生命的律。这生命的律带给我 合意、❷人人要长大、❸人人尽功用。
们神的人位，也带给我们神圣生命的神圣性能， 弗4:15 本于祂，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
这能为神成就一切，以完成祂的经纶。借着内里 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
生命的律，我们有性能认识神、活神，甚至在神 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
的生命和性情上被祂构成，使我们成为祂团体的 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彰显。
16 本于祂，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
我们的灵联于天上的至圣所。当我们转向我 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
们的灵，并运用灵，我们就进入幔内。我们在此 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
有分于天上基督的天上职事。我们在此被一切神 把自己建造起来。
圣的丰富所浸透、充满，使我们成为神长子的团
如果享受新约的遗赠，就能同心合意，长到
体复制，作祂的彰显。我们在此也得着恩典，并 元首基督的里面，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进功用。
得着加力，能以出到营外，跟随祂走十字架的道 祷告：“哦主耶稣，复活升天的基督如今在执行
路。
新约，就是祂遗赠给我们作遗命的，正在为我们
代求。因此我能认识，经历并享受包含在新遗命
中的一切遗赠。在工作中必须的洞察力，事物的
内在认识、決断力、执行力等等全部包含在这个
遺贈的恩典中｡赞美主！当我来到施恩的宝座时，
就得恩典作应时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