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以利沙预表基督在生命里尽恩典的职事， 
并且作为神人，行事如同神的代表， 

如同代理的神  
纲目10/3-9 

I以利沙预表基督，在生命里行恩典的神迹: 
A在旧约的预表和表号的应验里，基督是真以利
沙;主耶稣作为真以利沙，乃是甜美、可爱的申
言者，祝福的申言者。 
B以利沙是旧约里的预表，他代表神在恩典里新
约的经纶: 
1恩典是神借着将祂自己赐给我们，作我们的享
受，而为我们作一切。 
2这恩典的结果乃是神圣的生命;这生命丰富高
超到一个地步，甚至使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 
罗5:17 …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
就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 
C以利沙所行将耶利哥的水治好的神迹，与主耶
稣所行变水为酒的神迹，意义是一样的，就是
变死亡为生命。 
王下2:21 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那里，说，耶
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这里必不再有死
亡或不出产的事。 
D以利沙称无为有，与主耶稣食饱群众所作的，
在原则上是同样的事。 
灵感： 
 
 
E以利沙叫死人从死里复活，赐生命给死人，与
主耶稣在肉身一面和属灵一面所作的相同。 
F以利沙用面去除野瓜的毒，与主耶稣用祂自己
作细面，医治祂的门徒脱离法利赛人的酵，在
原则上是一样的。 
王下4:40-41 他们把汤倒出来给众人吃；众人吃
汤的时候，都喊叫说，神人哪，锅中有致死的
毒物。众人就不能吃了。以利沙说，拿点面来。
他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人吃罢。
锅中就没有什么有害之物了。 
G以利沙用一根木头，使掉在水里的斧头浮上来;
这表征基督在复活里，借祂的十字架恢复堕落
在死水里之罪人 所失去的能力。 
灵感： 
 
 
H以利沙为别人行神奇医治的神迹，但照着神的
旨意，他自己却没有借神迹得医治;这是保罗和
他同工们的经历: 
王下13:14 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
施下来看他，在他面前哭泣，说，我父阿！我
父阿！…。 
1保罗把病了的特罗非摩留在米利都，而没有为
他得医治祷告;他也没有运用他医病的恩赐，治
好提摩太的胃病。 
2保罗及其同工们在这段受苦的时期，是在里面
生命的管治之下，不是在外面恩赐的能力之下。 

I以利沙身体虽然死了，却仍在灵里尽职，使一
个死人活过来: 
王下13:21 有人正葬死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
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那死人就
复活，站起来了。 
1甚至死了的以利沙也能使人活过来。 
2这是基督在复活里的图画。 
灵感： 
 
 
II就如摩西、撒母耳和保罗，以利沙是神人(直
译，属神的人)，行事如同神在地上的代表，如
同代理的神: 
耶15:1 …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
我也不转向这百姓…。 
A耶和华对摩西说，祂使摩西在法老面前作神: 
出7:1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看，我使你在法老面
前作神…。 
1在摩西身上，神得着一个代表祂并执行祂旨意
的人;摩西绝不凭自己对法老说话，他总是说神
所吩咐他说的。 
2事实上法老不是听神的大使摩西说话，与摩西
办交涉; 他乃是听神说话，与神办交涉。 
B撒母耳代表神在地上治理祂的百姓;这样，撒
母耳乃是代理的神: 
撒上2:35 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信的祭司；他必
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稳固的家；他
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 
1撒母耳能作代理的神，因为他的所是和神的心
乃是一。 
2撒母耳是神的出口，也是神的行政;如此，他
乃是代理的神。 
灵感： 
 
 
C保罗在他的职事里，是属神的人，就是代理的
神，安慰信徒，凭着神的单纯行事为人，表达
神的妒忌，并且作基督的大使，完成和好的职
事: 
林后11:2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们，因为我曾
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
给基督。 
1在使徒保罗漫长、不幸且受监禁的航程中，主
保守他在祂的超越里，使他能活出一种生活，
远超忧虑的境域: 
徒27:24 保罗，不要害怕，你必站在该撒面前，
看哪，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 
2新约的信徒能够像保罗一样，尽功用作代理的
神。 
灵感： 
 
 
III我们是神所拣选、救赎并重生的人，与神是
一，被神构成，活神，彰显神，与神一同行动，



 

 

代表神，就能尽功用作代理的神: 
A我们是神所拣选、救赎并重生的人，应当与神
是一: 
林前6:17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1圣经的基本原则是，神在祂的经纶里，要使祂
自己与人成为一，并使人与祂成为一。 
2神渴望神圣的生命与属人的生命联结一起，成
为一个生命，同过一个生活。 
B我们需要被神构成: 
1神的经纶是要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
们的所是由祂的所是构成，以致与祂的所是成
为一个构成。 
2在神圣的生命里，并凭着神圣生命之律的工作，
神要作到我们里面，我们也要在祂的生命和性
情上被祂构成。 
C我们作为与神是一并被神构成的人，应当活神: 
腓1:21 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
处。 
林后1:21-22 然而那把我们同你们，坚固的联于
基督，并且膏了我们的，就是神；祂既印了我
们，又赐那灵在我们心里作质。 
1照着神的经纶，祂的心意是要将祂的元素、祂
的本质和祂性情的成分，分赐到我们的所是里，
使我们活祂。 
2我们的日常生活实际上应当是神自己，因而是
一种一直活神的生活。 
D我们应当彰显神: 
1神永远的定旨是要把祂自己作到我们里面，作
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彰显祂。 
2神在祂经纶里的目的，乃是要我们与祂是一并
活祂，作祂团体的彰显。 
E我们作为彰显神的人，应当与神一同行动: 
1神需要以色列人在祂经纶的大轮行动里与祂合
作。 
2我们需要在神的心头愿望里，并在祂地上的行
动里，与祂成为一。 
F我们与神一同行动时，应当代表神: 
1我们若要用权柄代表神，就需要在生命里彰显
神;亚伦有复活的生命彰显神，因此，他有权柄
代表神。 
2为神作工正确的路，乃是代表祂。 
G我们若与神是一，被神构成，活神，彰显神，
与神一同行动，并代表神，就能尽功用作代理
的神: 
1神能使我们在生命、性情、彰显和功用上与祂
一样，以完成祂的经纶。 
2申言者以利沙在他的职事里，作为神人(属神
的人)，行事如同神的代表，如同代理的神;今
天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也能如此在神的
经纶里尽功用作代理的神。 
灵感： 
 
 

神戸に在る召会 交わりと報告事項 
1. You tube福音主日集会： 

9/25（主）にYP地区奉仕で行ったYou tube福
音主日集会において、各地区人数を増やす
ことが出来たのを踏まえて、YP地区は月１の
月末に福音主日集会を担当するように変更
します。YP地区奉仕ではありますが、召会全
体でサポートします。若者が召会で更に機
能することで、召会の福音と牧養が更に前
進できますように。 

2. 10月国際長老訓練： 
10/14(金)8:30-17:30 M1,2,3 
10/15(土)8:30-17:30 M4,5,6 
10/16(主)13:30-17:30 M7,8 
参加する責任者たちのために祈ってください。 

 
 
 



 

 

CP1 为着留意神迹和外界事物的老旧 
召会生活，彻底悔改，走生命的路 

IB以利沙是旧约里的预表，他代表神在恩典里
新约的经纶: 
1恩典是神借着将祂自己赐给我们，作我们的享
受，而为我们作一切。 
2这恩典的结果乃是神圣的生命；这生命丰富高
超到一个地步，甚至使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
罗5:17 …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
就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 
C以利沙所行将耶利哥的水治好的神迹，与主耶
稣所行变水为酒的神迹，意义是一样的，就是
变死亡为生命。 

以利沙预表基督，在生命里行恩典的神迹。
以利亚曾行一些大神迹，就如叫天闭塞不下雨，
并吩咐火从天降下，烧尽燔祭和倒在其上的水。
然而，以利沙进来顶替他时，没有行奇事；反
之，以利沙乃是在生命里行恩典的神迹。 

许多基督徒留意神迹，却忽略恩典和生命
的事，或是非常肤浅地说到这两件事。保罗在
罗马书里非常强调恩典。在罗马书里，因着恩
典得称义，结果是在生命中作王。 

当耶利哥城的人告诉以利沙，因水恶劣，
以致地不出产，他就出到水源，将盐倒在那里，
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这里必
不再有死亡或不出产的事。”（王下 2:21）。
耶利哥表征撒但；同着撒但一切都是死亡，包
括水在内。但耶利哥恶劣的水照着以利沙的话
被治好，成为美好的水，赐生命的水。……在
约翰福音里，主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变水
为酒。这神迹的意义是变死亡为生命。变死亡
为生命，是约翰福音里主所行的一切神迹，并
三至十一章里祂所对付的一切事例的管治原则。
王下二章里以利沙所行的神迹，与约翰二章里
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意义是一样的，就是变死
亡为生命。 

 
 
 
 
 
 
 
 
 
 
 
 
 
 
 
 
 

 

应用: 青少年、大学生、新人篇 
❶李常受文集、1981年、第2巻（上）、“”
“主恢复的历史与启示”、第8篇:“1943年5
月…我感染上严重的结核。…我在二年半的患
病期間，看见了生命树。那二年半，我在主的
恢复里并在主的执事里看到我们缺乏生命。各
种各样的问题，不论是什么，都是生命不足的
结果。当我看见这些时，非常后悔于是来到主
前更多地坦白，彻底地悔改，在主前接受更多
的对付。…关于生命树的信息在南京拯救了许
多圣徒并且释放了许多弟兄姊妹。在上海的召
会因经过四年的骚动，、圣徒们常年担心，意
气消沉，什么都无法做。这些信息释放了他们
的灵，光照他们的心。…感谢主。通过关于生
命树的信息，在上海的召会被治愈了。…关于
生命树的信息为恢复在上海的召会打下了基
础”。 
❷“生命树与知识善恶树的异象”、第5章: 
“如果我们想走享受神的路，必须改变观
念。…如果我们想进入享受神的实际，必须看
见支配的异象。…主在我四十岁时第一次向我
启示了享受他的道路。我为自己浪费了二十年
的时间与劳力的大部分感到非常失望。我的祷
告的大部分没有价值，为了读圣经和属灵书报
花费的时间也没有价值。这时我发现我们执事
的路错了，同时我们属灵上追求的道路错
了。…由于走错路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我不想
其他人重复犯同样的错误。我希望其他人能够
选择享受神的道路。我迫切恳求圣徒不要再走
错误的路。我们需要考虑以前我们追求的路。
在观念上我们必须彻底转换。我们有必要持有
支配的异象”。 
祷告哦，主耶稣啊，恩典就是神将自己赐给我
们，通过成为我们的享受，为我们做一切。这
个恩典的结果是神圣的生命。多年来，在召会
生活中，我一直注重神迹和外界的祝福，而不
太注重生命。主耶稣啊，我愿意在你面前彻底
悔改。在神的经纶中，除了生命，没有什么东
西是有价值的。愿从今天开始能走上生命的道
路。 
 



 

 

CP2 新约的信徒能够像保罗一样， 
尽功用作代理的神 

IIC1在使徒保罗漫长、不幸且受监禁的航程
中，主保守他在祂的超越里，使他能活出一种

生活，远超忧虑的境域: 
徒27:24 保罗，不要害怕，你必站在该撒面
前，看哪，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 

a这种生活是全然尊贵，有人性美德的最高标准，
彰显最高超的神圣属性，与多年前主耶稣在地
上所过的生活相似。 
2新约的信徒能够像保罗一样，尽功用作代理的
神。 

在往罗马的整个航程中，并……在米利大
岛上，保罗的确是在灵里生活行事。他所过的
生活，的确是那成为肉体、钉死十架、复活、
升天的基督。保罗的生活实际上就是赐生命之
灵的彰显。在他日常生活的每个景况中，保罗
都是他所传扬这位基督的彰显。他传扬那成为
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升天而成为赐生命之
灵的基督；在米利大岛上，他就是活这样一位
成为包罗万有之灵的基督。保罗后来在腓立比
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上半所写的话指明了这一
点：“这是照着我所专切期待并盼望的，就是
没有一事会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
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
显大，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保罗只关
心活基督并显大基督。……保罗活基督并显大
这位成为赐生命之灵的基督。我们读路加对保
罗生活的记载，就看见他所活的，乃是包罗万
有的灵，就是那成为肉体、钉死十架、复活、
升天、被神高举之基督的终极完成。 

 
 
 
 
 
 
 
 
 
 
 
 
 
 
 
 
 
 
 
 
 
 

 

应用:青职、大学院生篇 
徒28:7 那地附近有些田产是岛长的，这人名叫
部百流，他接纳我们，亲切的款待了三天。 
8 当时，部百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
进到他那里，祷告并按手在他身上，医好了他。
10 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
还给我们放上所需用的。FN在风暴的海上，主
不仅使保罗成了与他同船之人的主人，也使保
罗成了他们生命的保证人和安慰者。如今在平
安的陆地上，主不仅进一步使他在迷信的人眼
中成为神奇的吸引，也使他成为土人的医治者
和喜乐。在他漫长、不幸且受监禁的航程中，
主保守使徒在祂的超越里，使他能活出一种生
活，远超忧虑的境域。这种生活是全然尊贵，
有人性美德的最高标准，彰显最高超的神圣属
性，与多年前主在地上所过的生活相似。这是
耶稣在祂被神性所丰富的人性里，再次活在地
上！这是从前活在福音书里那奇妙、超绝、奥
秘的神人，借着祂许多肢体中的一个，在本书
里继续活着！这是成为肉体、钉死十架、复活、
被神高举之基督的活见证人！保罗在他的航程
里活基督，并显大基督，难怪人对他和他的同
伴多方尊敬，给与上等的礼遇和最高的敬意。
神所差派的大使，理当受人这样的礼遇并尊敬。 
见证我见证，当我们达到“享受生命在生命中
作王”的水平时，对基督的享受和经历就会丰
富和被拔高。我目睹公司的混乱，不得不开始
学习在生命中作王管治混乱。  

当我在做一个新产品开发项目时，新产品
质量上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负责质量的部
长和科长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社长拜托我
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同时还求助于外部公司
的顾问。虽然我不是这个专业，但我向主祷告，
为了在公司中为主作见证，我接受这个任务。
我完全承担了在主里解决这个问题的负担。最
后，大约3个月后，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外部顾
问公司非常惊讶，大大的称赞了我的能力。以
前我对享受生命达到管治这事漠不关心，由于
这种不信，我几乎没有在生命中管治的经历。
但那时我悔改了，渴望在主的生命中管治混乱，
有了照着神的经纶管治的经历。 
祷告哦主耶稣，保罗是一个囚犯，但实际上他
管治着风暴和他周围的人。保罗是在生命里管
治的代理的神。像保罗一样，我也可以作为代
理的神来尽功用，管治。但是成为拦阻的是对
享受生命达到管治的漠不关心，是不信。我悔
改并认不信的罪。让我成为在生命中管治的代
理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