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神在信仰里的经纶那管制並支配的异象 
Bird’s eye view7/4-10 
I我们在主恢復中的人必須有神经纶的异像: 
徒26:19 亚基帕王阿，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
来的异象。 
箴29:18 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
便为有福。 
A我们需要被帶进另一個范围，不是所謂属灵的
范围，而是神经纶的范围。 
B我们需要受这异象的管制、支配並指引。 
C我们必須在神经纶的异象，就是神永远旨意的
异象中，刚強而不动摇｡ 
D我们若爱主和祂的恢復，我们若要在这恢復里
认真实行召会生活，就需要竭力看见一切关于
神经纶的异象｡ 
II神的经纶乃是神的家庭行政，要在基督里將
祂自己分赐到祂所拣选並救贖的人里面，使祂
得着一個家彰顯祂自己，这家就是召会—基督
的身体: 
A神的经纶，就是神的家庭行政，是要为祂儿子
产生並构成一個身体。 
B圣经的中心題目乃是神的经纶，整本圣经都是
关乎神的经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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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圣经中管制並支配的异象，乃是神圣的经纶。
2我们读圣经时，必須將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那
为着神圣分赐的神圣经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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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除非我们认识神的经纶，我们必無法明白圣
经。 
C基督是神永远经纶的元素、范围、凭借、目標
和目的，祂乃是神经纶中的一切。 
D神的经纶就是要將神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使
我们这人由祂的所是构成；这惟有借着神將祂
自己作为神圣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才能完
成｡ 
E神的经纶就是神成肉体，经过人生，受死，復
活，成为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里面作生命，
把神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得变化，以产生
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是神的家、神的
国、基督的配偶，最终的集大成乃是新耶路撒
冷｡ 
F神的经纶乃是神成为人，使人在生命和性情
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好产生基督生机
的身体，这要终極完成于新耶路撒冷｡ 
G按着神的心愿，神永远的经纶乃是要使人在生
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与祂一模一样，
使祂自己与人成为一，也使人与祂成为一，因
而使祂在彰顯上得以扩大並扩展，使祂一切神
圣的属性得以彰顯在人性美德里｡ 
H神圣的经纶是要从混乱的旧造里产生出新造: 

1宇宙的历史乃是神的经纶与撒但的混乱的历史
｡ 
2在圣经里，並在我们的经历中，撒但的混乱总
是与神圣的经纶並行的｡ 
3主需要得胜者与祂成为一，好征服撒但毀坏的
混乱，並在祂建造的神圣经纶里得胜｡ 
启2:17 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
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吗哪赐给
他， 
3:21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祂同坐一
样。  
I主的恢復乃是为着完成神的经纶。 
III神的经纶是在信仰的范围里得以開始而發展
的: 
提前1:4 也不可注意虚构无稽之事，和无穷的家
谱；这等事只引起辩论，对于神在信仰里的经
纶并无助益。。 
A在消極方面，操練信就是停止我们的工作，停
止我们的作为；在積極方面，操練信就是信靠｡
来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
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祂赏赐那寻
求祂的人。 
B信仰是宣告我们無法履行神的要求，但神已经
为我们作成一切，我们就接受神为我们所計畫
的一切、神为我们所作成的一切以及神所赐給
我们的一切｡ 
C神的经纶得以完成，不是凭我们自己所作的，
乃是凭我们信入基督，就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
D信心在于看见神经纶內容的景象: 
1因着我们看见了关于神经纶之內容的启示，我
们就自然而然的相信我们所看见的｡ 
2我们里面相信的能力，总是因着對神经纶有正
確的看见而有的产品、結果｡ 
E基督徒的生活是信心的生活、相信的生活: 
1我们的生活不是照着所见的，乃是照着所信的
｡ 
2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IV在神的经纶里，信是我们接触祂的惟一要求，
也是我们完成神经纶惟一的路: 
A加拉太二章十六節說，我们得称义是借着信耶
稣基督（直譯，耶稣基督的信，或，在耶稣基
督里的信）: 
加2:16且知道人得称义，不是本于行律法，乃
是借着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入了基督耶稣，
使我们本于信基督得称义，不是本于行律法；
因为凡属肉体的人，都不能本于行律法得称义。
｡ 
1信与信徒珍賞神的儿子是那最寶貴者的人位有
关｡ 
2基督將祂自己注入我们里面，成为我们里面的
信；祂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凭以相信的信，
也成为我们因珍賞祂而相信的能力｡ 
3『在耶稣基督里的信』指借着信与祂有生机的



 

 

聯結；我们在这生机的聯結里与基督是一｡ 
4當我们相信基督，我们就进到祂里面；我们乃
是把自己信到基督里，因而与祂成为一灵｡ 
B在加拉太二章二十節，使徒保罗說，『我…所
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祂聯結所
活的』: 
1『神儿子的信』是指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的信，
这信成了我们凭以相信祂的信｡ 
2當我们寶貴祂，祂就使信产生在我们里面，使
我们能相信祂｡ 
3根據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在我们里面運行那真
实而活的信，不只是『属于（of）」基督』的，
也是『在（in）基督里的』: 
罗3:26 使祂能是义的，也能称那以信耶稣为本
的人为义。 
4经历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的祕訣，启示于『在…
信里』一辞: 
a 保罗凭着在神儿子里面並属于神儿子的信而活
｡ 
b我们所需要的信，不仅是在神儿子里面的信，
更是属于神儿子的信；我们只有在这信里並凭
着这信，才能完成神在信仰里的经纶｡ 

神戸に在る召会 交わりと報告事項 
1. フルーツフラワーパークブレンディング： 

7/18(月・祝)各集会所 9:00出発。 
【入園料】大人（高校生以上）500円，小人
（小・中学生）250円 
※入場料以外に、遊園地の施設利用料、
昼食代は別途必要です。 
※ただし、小・中学生は、のびのびパスポート
を提示すると、入園料が無料になります。 

2. 7月ビデオ訓練： 
月、金曜日は、＠本山、六甲 
土曜日は＠全集会所（本山、魚崎、夙川、
六甲、三宮）に分かれてビデオ訓練にあず
かります。 
7/18(月) 19:30～M１ 
7/22(金) 19:30～M2 
7/23（土） 8:30～M3,M4 
7/29(金) 19:30～M5 
7/30(土) 8:30～M6,M7 
8/5(金)  19:30～M8 
8/6(土)   8:30～M9,M10 
8/19(金) 19:30～M11 
8/20(土) 8:30～M12 

3. リジョイスガーデンブレンディングサマーブレ
ンディング： 
各集会所8:15出発、9:10までにリジョイス
ガーデンに到着するようにしてください。 
グリーニアの駐車場が9:30にopenするので、
それまでに到着しないと、大渋滞にはまります。 
8/11（木）-12（金）在職青年、親子 

(木)9:10集合、（金）10:00解散 
8/12（金）-13（土）青少年 
  （金）9:10集合、（土）11:30解散 

 グリーニア、有馬温泉、六甲山牧場など 
の観光施設に行かない人は、午後4时
集合。 

4. 圣書通読：今週は通読表の28週目です。 
  



 

 

CP1在关于神的经纶和基督身体建造明确的异象
中，凭着信心向前。 

IA我们需要被带进另一个范围，不是所谓属灵的
范围，而是神经纶的范围。B我们需要受这异象的
管制、支配并指引。C我们必须在神经纶的异象，
就是神永远旨意的异象中，刚强而不动摇｡ 
IIE神的经纶就是神成肉体，经过人生，受死，复
活，成为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里面作生命，把
神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得变化，以产生召会，
就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是神的家、神的国、基督
的配偶，最终的集大成乃是新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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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神的经纶是在信仰的范围里得以开始而发展
的。 
提前1:4 在信仰里的经纶、 

大多数基督徒以为圣经是一本教导人作好、
合乎道德、敬虔并属灵的书。…但这只是为着他
们自己的益处，一点也没有为着神。…圣经中主
要的点乃是关乎神的经纶，但今天在基督教里几
乎没有人讲说神的经纶。…神的经纶乃是将基督
分赐到祂所拣选的人里面，使他们首先成为基督
的身体以彰显祂，然后成为基督的新妇与祂相配，
并完成神那神圣分赐的经纶。 

信是停下你自己，不作什么。…信将你联于
神，使神成为唯一是的。我不是，所以不该是我
在爱我的妻子；应当是基督在爱我的妻子。…去
买东西的人不该是我，应当是祂。当你在百货店
拿起减价的东西时，你必须查问：“祂是，还是
我是？” 

在召会的聚会和职事的聚会里，我们好像是
在看属天的电视，为要更多看见神的经纶。…我
们自然而然地相信我们所看见的。因此，我们离
开聚会的时候，满了相信的能力。召会的聚会与
职事的聚会，扩大了我们相信的能力。…信心在
于看见神新约经纶的内容。我们一旦有了这样的
看见，就会相信我们所看见的。这信心是我们基
督徒生活的根基。 

 
 
 
 
 
 
 
 
 
 
 
 
 
 
 

应用:青职、硕士篇 
见证李弟兄从1984年10月回到台湾四年，重新
检讨关于以圣经为根据的聚会和服事的路。同
时，他还完成了圣经的中文恢复本。他吩咐同
工们和学员，不要谈论神经纶以外的事。起初，
我并不太明白同工们所说的与神的经纶有何不
同，所以关于神经纶的异象，我与主有很多交
通。在两年的训练中，神的经纶和基督身体建
造的异象逐渐清晰起来。 
弗1:17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
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的认识祂；
18 光照你们的心眼，使你们知道祂的呼召有何
等盼望； 

我以前没有在经历上明白神经纶和基督身
体的异象，所以无论我做什么事，我都不能明
白目的，“我应该怎么做？”，“下一步是什
么？”完全不知道。结果，我在服事上完全没
法往前。我认为事奉上最重要的是先为有关于
对神的经纶和基督身体的建造清晰的异象而祷
告。当然，异像需要不断被更新，但应该清楚
地看到基本的支配的异像。因为看到这个异象，
我服事的果效逐渐开始显现，虽然还不够。 

第二，神的经纶是在信心里。2011年3月11
日东日本大地震时，与主交通，有“地震的灰
马是为了加快福音的白马，所以日本人更容易
得救。”信心的感觉。并凭着信心宣告了这件
事，并且实行了。结果，在2011年至2012年期
间，日本人的得救人数大约是以前的四倍。凭
着信心，在神的经纶里，福音大大的往前了。 
祷告哦主耶稣，带我进入神经纶的领域中。愿
我对关于神的经纶和基督身体的建造有清晰的
异象祷告，有异像。这个异像来支配、管治和
指引我。此外，因为神的经纶是在信心里，愿
带着信心服事，在福音和牧养中往前。  



 

 

CP2基督將祂自己注入我们里面， 
成为我们里面的信 

IV在神的经纶里，信是我们接触祂的惟一要
求，也是我们完成神经纶惟一的路: 
A我们得称义是借着信耶稣基督（直译，耶稣基
督的信，或，在耶稣基督里的信: 
加2:16 且知道人得称义，不是本于行律法，乃
是借着1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入了基督耶
稣，使我们本于信基督得称义，不是本于行律
法；因为凡属肉体的人，都不能本于行律法得
称义｡ 
1信与信徒珍赏神的儿子是那最宝贵者的人位有
关｡2基督將祂自己注入我们里面，成为我们里
面的信；祂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凭以相信的
信，也成为我们因珍赏祂而相信的能力｡ 
B“我…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
祂联結所活的”(加2:20) 
3a保罗的思想乃是，信是属于基督的，也是在
基督里的｡b信不只和那已经注入我们里面的基
督有关，也和那正在不斷將祂自己注入我们里
面的基督有关。c当基督在我们里面運行，祂就
成为我们的信；这信是属于祂的，也是在祂里
面的。 

在神新约的经纶之下，我们不是要遵行律
法；反之，我们乃是借着信基督得称义。在基
督里的信，指借着信与祂有生机的联结。我们
本于信基督得称义，这信与我们珍赏神儿子的
人位有关。我们传福音时，……越描述祂，越
说到祂的宝贵，就越有个东西注入到听的人里
面。这个注入将成为他们的信，这信会使他们
对我们所传讲的有反应。这样，他们就会珍赏
我们向他们陈明的这个人位。这种珍赏就是他
们在基督里的信。由于他们珍赏主耶稣，他们
便想要得着祂；所传给他们的基督，就在他们
里面成为他们在其中相信的信。信就是基督传
讲到他们里面，成为他们因珍赏祂而相信的能
力。 

当祂的宝贵借着福音的传扬注入我们里面，
我们就自然而然开始珍赏主耶稣，并且相信祂。
我们说，“主耶稣，我爱你，我宝贵你。”这
就是信基督的意思。 

 
 
 
 
 
 
 
 
 
 
 
 
 

应用: 青少年、大学生、新人篇 
见证我在个人或是在聚会里读圣经的时候，有
过无法相信圣经的话的经历。例如马太福音10
章30节说到连我们头发都被数过了。但是我想：
“虽然说了那样的话，光是用梳子梳头发，也
会掉一两根，那样难道每次都要重新数吗？”。
太10:29 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铜钱么？没有你们
父的许可，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 
30 就是连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31 所以不要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现在回头看，我在这里存在两个问题。❶
偏离了文脉的本质，这里的论点是神宝贵你，
神必眷顾你。❷欠缺关于圣经里所有的话都是
真实的这种信，神知道一切。否则，神就无法
使用所有的人、事、物，来变化我们，使我们
得益处。 

我又发现在逆境的时候，自己没有信，非
常沮丧。虽然过了好几年的召会生活，却发现
自己信心还是软弱，对自己很失望。在这些经
历之后，我读了加拉太第2章的生命读经，在以
下几点上非常受激励。❶信是神儿子的信、不
是我的信。在我天然里没有信。❷基督將祂自
己注入我们里面，成为我们里面的信；祂在我
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信，也成为我们因珍赏祂
而相信的能力。❸这种信的注入是由于听神的
话而产生的。 

我完全没有必要对自己软弱的信心（严格
地说没有）感到失望。与其如此倒不如应该祷
告说：“在我天然的里没有信。但是信就是神
儿子的信。我要向你的注入敞开。愿你在我的
里面成为我的相信。”。阿们！哈利路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