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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在基督里的创造 

为着完成神的定旨 

 

圣经是一本美妙的书，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写这一本书。

你以为你能写出这本书么？不，人试着想要检视这本书，但是

他们能检视出多少呢？这本书不论他们试验了多少、攻击了多

少，他们还是，这本书还是在这里。我非常喜乐借着这一分职

事，这本书向我们是打开的。 

创世记是一卷美妙的书，因为一切都开始在这里，这里有

太多的丰富，包含在这卷书里。我非常地喜乐，非常地喜乐，

我们有一百二十篇生命读经的信息，来讲到这卷书。我们这次

不能讲完整卷书，我们只能讲到前十章。事实上，我查了纲目，

十二篇里面有九篇只说到了第一章和第二章而已。所以有九篇

信息讲到第一章和第二章，这五篇信息只讲到五个字，就是最

初的这五个，圣经的起初的五个字，起初神创造。 

我还小的时候，学到这个创世记的故事，我在基督徒的家

庭中长大，你们也是这样，就会听到这样的故事。然后我认识

一个巴勒斯坦的女孩，她非常的可爱，她站在我面前，说到神

创造的故事，神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这个那个，第一天神作

什么，第二天神作了什么。也许，我们有些人会觉得那些是图

画，这是我们所从我们背景中所承继的图画。但是今天晚上我

们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说到创造。不是与圣经不同的方式，而是

与故事书不同的方式来说到创造，是以神所看的方式来讲到创

造。所以这篇信息的篇题是“在基督里的创造”，“不是被基

督所造”。我要开始就指出这个点，不是由基督所造，而是在

基督里的创造，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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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们知道宇宙是基督所造的。但是，事实上，圣经

告诉我们的是，在约翰一章三节，万物不是由祂造的，乃是在

祂里面造的。这意思是什么？我们来查读一下，然后我们要仔

细的看，我们知道这里的定旨，不是一切其他事物的定旨，而

是特别说到创造的定旨。为什么祂要，祂这样创造，祂的定旨

是什么？所以这一篇信息你可以说，它的贡献就在于要专注地

说到创造。我非常地喜乐，我在这里不是说到进化论的这个创

造。我相信创造不是这个进化，这不是我们所讲的创造。我们

所说的，是在神心头上的事，这是与神的心意有关的事。让我

们开始从起初开始讲起。 

“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 

这里的“起初”，指时间的开始 

起初，这是不是很美妙的一个辞？我要把事情弄复杂，把

这两个简单的字弄复杂了。起初就是起初，但这准确地说到它

为何是这么的深奥、重要。没有人能够像圣经一样写出这样的

话，用起初来作为开头。非常的有权威，非常有力，非常的深

奥，却非常的简单。所以我才说只有神能这样写。如果你来写，

你会落入一些圈子里，就好像这些人想要写，写书的人都想从

中间写，但是却不从起头写。但是我们在这里，确实有一个起

头。所以头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们，这里有起初。因为有人说，

这宇宙没有起初，所以圣经的第一章就说到起初。有起初，圣

经也有开头，有起初。一切在创世记里的事物，都是开头的话、

起初的话。说到起初的话，说到世界的起初，说到人的起初，

说到人堕落的起初的堕落，也说到救赎的起初，也告诉我们神

呼召的起初，也告诉我们神起初的约，告诉我们神建造异象的

起初，也告诉我们一切事物的起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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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喜欢 ED弟兄他所读的那段话，从生命读经的第一篇

信息里，李弟兄就说，在这卷书里，它所包含的是一切的事，

那种子。所以你要得到圣经里主要的真理么？你就要看这个内

容，这一卷书，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这是极其深奥的一句话。

想一想，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在纲要接下来的部分，保罗有

说到这是他对希腊人这个头脑这么大的人，这些教授，他们成

天游手好闲，就不作别的，只谈论一些哲学的事，他们是拜偶

像的人。但是保罗对他们所说的信息，并不是说到希腊的哲学，

或者这一切让人头大的事。他只说神，祂创造了天和地。我喜

欢他这样的说法。当主耶稣祂遇到马太十九章的那些人的时候，

那些人问了许多问题，包括离婚的问题，那是一个大的问题。

主说，神创造人的时候，祂是造男造女，那是很简单的。所以，

你要忘记传统所说的，要忘记那最高的法院所说的，只要回到

起初。我才不在意他们说什么，不在意哲学家所说的。青年人

啊，去读大学，去学学，但是，当那些人说那些胡说八道的事，

你就要把头脑关起来，忘记那些事。他们所说的，不算话，不

算数。只有这里的起初才算数，这就是主耶稣所作的。祂说，

起初并不是这样。起初是很简单的，神创造了他们。起初神创

造他们，造男造女。所以主耶稣的方式，祂与他们争辩，面对

他们的方式是要把他们带到起初，这里的起初指时间的开始。 

神创造了时间，祂创造时间的方式，或者祂创造时间的原

因是要完成祂的定旨。所以当祂的定旨完成了，就不再有时间

了。因为时间是祂完成祂定旨的平台。除此之外，时间是没有

别的用处，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时间唯一的用处，就是用来

完成神的定旨，来完成神的工作。所以当这些结束的时候，到

启示录第十章第六节，这里有另一位大力的天使，祂来到说，

再也没有时间了，因为神的奥秘已经完成了，所以一切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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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以都卷起来，就铺路，让这个能够出现，时间开始于宇

宙的创造，继续直到白色大宝座前末了的审判，时间乃是为着

完成神在已过永远里，为着将来的永远，所立的永远定旨。所

以如果你不是在神的定旨里，你的时间就是浪费的。你的时间，

唯有在神的旨意里才算得数，有一篇美妙的信息，在倪弟兄文

集里说到数算我们的日子，那里说，在神的眼中，当神的子民，

从神岔出去了，就不算数了。他们就不算数，所以时间是为着

完成神在已过永远里，为着将来的永远所立的永远定旨。神是

为着将来的永远而创造了时间，所以这里就说到起初。 

然后下一个字是什么呢？是神，起初神，我们该宣告三次，

起初神，起初神，起初神。起初神。起初有神，有什么，神。

神是一切的起初。 

创世记一章一节的“神”，希伯来文是“伊罗欣”

（Elohim），意，大能者；这里的希伯来名字是复数，

而动词“创造”却是单数；这乃是神圣三一的种子 

创世记一章一节的“神”，希伯来文是“伊罗欣”（Elohim），

意，大能者；这里的希伯来名字是复数，而动词“创造”却是

单数。神创造，这复数者作了单数的创造，这是神圣三一的种

子。所以立刻的，就在最开头，就在关于神最开头的启示里，

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三一的，我们的神是三一的。如

果你到今天的耶路撒冷，有机会上到圣殿山，看到圣殿时，走

进去，你遇到阿拉伯人，那里写的，他们会说，谁敢说神是父

子灵，他就是该受咒诅。当然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宣

告，神就是父子圣灵，我们的神是三一的。这是从圣经的第一

节就启示出来的。这一节，不是用一种神学式，或者学术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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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启示出来，而是用一种种子的方式启示。伊罗欣复数，而

创造却是单数。 

神是一，但祂也是三—父、子、灵。 

如果是一就不能是三，如果是三就不能一，抱歉，那是你

的想法。在神可以。父子灵，神是三一神，你知道，传福音最

好的方式就是去宣告，你越解释，你越进入树林中。所以最好

的方式，去告诉我们的神，创造万有的方式就是说，神创造了

世界。要解释神如何是三一，最好的方法就是说，神是三一的。

因为那就是神写圣经的方式。如果你带着信，用信心宣告，用

灵宣告，就会把生命分赐到人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只有

神能写这卷书，没有人能写这本书。如果你来写，你会加入很

多的事，神几乎没有写注解，祂就说，起初神创造。是不是很

美妙呢？弟兄，我们需要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 

神是三一神；创造的那一位乃是三一神 

神是三一神；创造的那一位乃是三一神。 

神是唯一的创造者；唯有神能创造 

是的，是的，还有什么呢？还有谁呢。一，如果神不能创

造祂就不是神，第二，如果创造不是从神而来，就不能从任何

事物而来。从大爆炸来的么？那谁造成那大爆炸呢？bang，大

爆炸了。顺带一提，我不是来这里教你们大爆炸，但是有人，

他们不相信创造，他们想要采信这个说法，那个说法，我不要

跟他们争辩。我在这里要告诉你们，如果你要跟人说到创造，

只要说神的话就可以了。这里说，起初神创造。祂如何创造，

我不知道。如果我能告诉你，我就是神了。这就是为什么这是

圣经。你说，这是你的直觉，那是认为，这是反对你的直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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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反对你的直觉，这是超越你直觉的事。我的确很享受我

所讲的。创造这一辞，神说创造就有了，这是不是很美妙呢？

创造， 

创世记一章一节里的“创造”一辞，是指从无生出有来 

在罗马书第四章，那里说到，神是称无为有的神，不得了。

这是很深的一句话，祂不是用物质或者原子去创造了行星，那

是物理学家说的。不论那些东西是什么，那就有了。但是神是

称无为有的，那就是创造。创世记一章一节里的“创造”一辞，

是指从无生出有来。你们有些人读了生命读经，你们知道，在

创世记一章有三个辞，创造，有造作，有形成，有造。这些创

造，造作，或者造，都是从既有的东西制造出另外一个东西，

但是创造是指从无生出有来。我不能再说更基本的事了，这是

神创造的作为。 

神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神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这是使徒行传十七章，

我之前说过，保罗就对这些哲学家说了这样的话。这里有一个

注解说到这样的话，是很强的一段话，对两班人说的。就是无

神论的以彼古罗派，跟泛神论的斯多亚派。所以世人就被这两

派分裂了，就被这两种人所分裂了。他们不是无神论者，不相

信神，就是多神论者，泛神论者，认为一切都是神。事实上，

无神论者，他们以为他们很合科学，这些以彼古罗派，他的祖

先就是，他们就是物质主义者的祖先。他们没有发展出任何别

的东西。他们以为他们很合乎科学，事实上他们只是另外一派

哲学而已，就叫以彼古罗派，他们，让我告诉你们，人们会说，

我们不信，我们不信科学，我们不信信心。你知道为什么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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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学只是另外一种信仰而已。当人说到创造世界，他们就

说，我们要说科学，你说现象是科学，但是你要去解释这个科

学那是什么，那个解释，那一种分析就是一种哲学，那就是你

要去解释那个现象，我不是要反对你，这里有星星，这里有月

亮，那里有行星。但是你想要去解释那件事，你就是一个哲学

家，就像别人一样，他们也说这一切都是从一些奇怪的说法来

的。我读过一个米所波大米亚的故事说到，神睡觉了，所以有

人叫祂起来，祂生气了，祂把东西都丢下去，然后世界就创造

出来。这是他们的讲法。所以，这个科学是很傻的，那个科学

是这样的。其实科学都是一种哲学。 

但是保罗说什么，他很简单，他就说神是创造宇宙的其中

万物的神。然后在十四章，他也说，当人要敬拜他的时候，他

就说一样的话，他说，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活神。

阿们。要祷读这些经节，然后你就可以出去，对这些在校园里

的人传福音，你就满有能力。 

神创造的动机是要完成祂的心愿，满足祂的喜悦 

首先，让我们说到神创造的动机。 

神创造的动机是要完成祂的心愿，满足祂的喜悦。神有一

个喜悦，祂有一个心愿，所以祂创造了宇宙。你的动机是什么，

你的喜悦是什么，你的心愿又是什么呢？我的喜悦是，我喜欢

玫瑰，所以我的后院种满了玫瑰花。我的房屋里满了玫瑰的设

计，然后地毯也是玫瑰，我对玫瑰上了瘾。你知道神上瘾的事

是什么，祂对人感到上瘾，那是祂的喜悦。祂就是爱人，一切

都要为着人。神有个喜悦，好，再来有三件事，我要指出，非

常重要的事。定旨，我放在问题里面，三个问题，就是神创造

的定旨，神创造宇宙的根据，还有神创造宇宙的凭借。所以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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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时间，我要稍稍地说到这三点的各个点。首先，神创造的

定旨是什么，神为什么要创造宇宙呢？神创造的定旨是：第一，

要荣耀祂的儿子；第二，要彰显祂自己。这是两件事。 

神创造的定旨是要荣耀祂的儿子， 
并且特别要在人身上，借着神的儿子彰显神自己； 
神的儿子乃是神的具体化身以及神的形像，彰显 

神创造的定旨是要荣耀祂的儿子。想想看，所以看看日月

星辰，那是什么定旨呢？有什么用意呢？乃是要荣耀祂的儿子，

好的。参考的经节是什么？歌罗西一章十五节，现在要特别注

意这段经文，因为我们还要回头，一再的回头讲到这一段，所

以这一段经文，歌罗西一章的这一段，是非常重要。它从十三

节开始说，爱子，所以这是主题。主题就是讲到神的爱子，然

后到了十五节，它开始这样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意思是神是不能看见的，而祂的像就是这

不能看见之神可以看见的部分，很简单。很简单么？不，并不

简单。 

保罗他写得真好，所以他继续来解释，这一位基督如何是

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换言之，这位神如何彰显出神来。接下来

的，就是描述基督与旧造，这是首先。然后其次，与新造的关

系。然后，在这两个创造里，基督都彰显了神。在旧约，祂是

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在新造里祂也是，在旧造和新造里，祂

都彰显这位不能看见的神。祂如何彰显出神呢？祂彰显神不是

借着神创造的能力，不是借着神创造的能力来彰显神。不要误

会我，我等一下还要再解释。而是借着受造之物的首生者来彰

显。祂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那，从这个字岂不是说到，

祂就是受造之物的一部分么？你会说，你讲到很敏感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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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是，我是说基督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这意思是，

祂是创造的一部分，这合不合理呢？反对的人以为，他们懂希

腊文，他们就说不，这里不是说祂是受造之物的一部分，首生

者意思是第一位，意思是说祂不是这其中的，祂是有分别的，

是与众不同的。但是圣经里怎么说呢？圣经里说，祂是受造中

的首生者。你是家里面的首生，意思就是你是这个家的一部分。 

所以呢？我们要告诉人，好的，是的，基督与创造有密切

的关系，相当有关。好，好，然后他们就说，你是异端，因为

在召会历史里有一个亚流，他就说基督是受造之物，所以你们

这些人是在教导异端，基督是受造之物，我说等等，等等。那

个异端是说到，是基督的神性是受造的，但是我们说到基督是

受造之物，乃是讲祂的人性说的。祂是人，难道祂不是受造之

物么？祂凡事都与我们一样，难道祂不是受造之物么？难道祂

不与我们一样么？祂不是人么？我们在这件事上有许多的争

战，我也不想讲太多，今天晚上不想这样讲太多，但是，这是

我们开的第一枪，所以他们就死了。 

现在我们要来讲更深的事，好，我们不是在讲亚流派的说

法。但是，这里有一个更深的事，更往前的事，基督在祂的人

性里是受造之物。我要小心的讲，我就是告诉你们，你们需要

读这一篇信息，这一篇信息说到，基督与造物的关系是客观的，

这是在歌罗西生命读经的第十篇，那里说到，请听，那里说，

是的基督是创造者，但是新约没有一处说到基督是创造主，反

而新约说到，基督是创造产生的凭借。为什么有这样的分别呢？

你如果只以为祂是造物主，那位客观的与这宇宙无关的、有别

的一位，祂就砰的一声创造了宇宙，那你的领会就还不够丰富。

基督祂作为旧造的一部分，彰显出神，在旧造中彰显出不能看

见之神作祂的像。祂作为新造的一部分，祂又作为不能看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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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像，作为新造的一部分彰显神，这两个合在一起，就是丰

满，就是完全的彰显。在祂里面，在这一位里面，一切的丰满

都乐意居住在祂里面，一切的丰满，换句话说，一切的彰显，

一切的像，形像，一切的彰显都住在祂里面，祂彰显神，在旧

约里彰显，也在新造里彰显，在旧造里也在新造里彰显。 

好的，所以现在我们继续往前，我们来还是讲到定旨，定

旨第一就是要彰显，荣耀祂的儿子，我们已经提到了，你不论

懂或不懂，很抱歉，我们都要讲到下一点。下一点是，神创造

的定旨是要，在人身上彰显神自己，参考的经节，是歌罗西二

章九节，那里说到，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

督里面，我们知道，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

里面，但跟人有什么关系？与创世记又有什么关系呢？神格一

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这一位里面，这一位是人，祂

是先来的。是亚当先来，还是祂先来呢？在神的眼中，这一位

是先来的。然后亚当是照着祂的形像，在这一个形像，照着这

个形像造的，神的定旨就是要在人身上彰显祂。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在人身上彰显，乃是在基督身上

得彰显。基督是人所是的原型，基督既是原型，在祂里面神格

一切的丰满都居住在其中，意思就是人的定命，就是要盛装神

一切的丰满，所以这就是神创造宇宙，并且专注在创造人的定

旨，祂造人是照着基督来造，基督是神的彰显，所以人作为祂

这个原型所造出来的这个延续也要彰显基督。 

好，再往前说到罗马一章二十节，罗马一章二十节说，神

那看不见永远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征，是人所洞见的，就是自从

创造世界以来，神那看不见永远的大能，神性的特征，祂那个

神性的特征，这一切都，就是在大峡谷美丽的日头，这一切美

丽的景物背后乃是，这真正的彰显乃是神，神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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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读一下那一处的注解，我们要稍稍地进入一点，这里

的神性，希腊文是西欧提斯，是与歌罗西二章九节的赛欧提斯，

指神的神格、身位是不同的，是有一点不一样的。神格，请仔

细的听，在歌罗西书二章讲的神格，是指神自己的神格，神自

己的身位，或者是基督自己，而神性，神圣的属性是指，就是

祂的属性，或者祂的能力，来使神的存在得以被人确认。神，

基督就使神的存在被人确定，而基督的彰显，确定了神的存在。

所以如果没有这些，神就不存在，有这些神就存在，意思就是，

神的彰显乃是借着这些，神住在子和祂的神性的特征所住在，

祂所造物的这一切里面，得以彰显出来。 

然后提前三章十六节说到，神显现于肉体，首先是显现于

在肉体里的基督，然后团体的要显现于召会。我们要在，上一

次特会里我们已经讲过这件事，我们就不再讲，但是，这是第

二点，就是神所是的彰显，特别是要在人身上，借着祂的儿子

彰显出来，我们再往前。 

“你创造了万有， 

并且万有是因你的旨意存在并被创造的” 

我们讲完了第一点，说到神创造的定旨，现在我们来看，

神创造的根据，神创造的根据，特别在这一点里面，是与祂的

旨意有关。神是有旨意的神，起初开头我就告诉你们，生命读

经指出，这个旨意是极度重大的一件事。我的意思是什么，你

会说，我要知道我想要跟谁结婚，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我要知

道我要买什么，这才最重要。那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

的事是什么呢？这里有引用的话，就是以弗所一章九到十节，

我读给你们听，这里说到，照着祂的喜悦，使我们知道祂意愿

的奥秘。这里就说到意愿，这喜悦是祂在自己里面预先定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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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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这个旨意是与宇宙的开始和终结有关，

与时间的开始，与最后的终结有关，也包括了整个宇宙的意义，

并且也包括，当然就是人的意义。 

所以这就是李弟兄说，这是极端重大的事。现在忘记神对

你的旨意吧，我们要回转过来说到，神，你的旨意是什么？忘

记神对我有什么旨意，而是我对神的旨意该如何。所以，是不

是要改变我们的心情呢，我们需要认识神的旨意。 

神创造之工的根据乃是神的旨意与计划 

神有一个旨意，按着这旨意祂有了计划 

神是神，这就是为什么祂有个旨意，有的时候，你看看一

些弟兄们，你说这个弟兄，真是意志很强，其实你的意志，你

的旨意，算不了什么。与神旨意相比，你的旨意，你的意志不

算什么。但是神真是有一个很强的意志，没有人能改变祂的旨

意。在希伯来书，九章或十章那里说到，祂的旨意是不能改变

之神的旨意，没有什么能改变神的旨意。有的时候有人说，这

个弟兄决定了就不能改，其实是神决定了就没有人能改，这是

不是很好呢，我想这是很好的。不仅你不能改变心意，你甚至

不能质疑祂的心意，你说，为什么你要这样，祂的旨意就是这

样。这就是唯一的解释。你说，神你为什么要作这样的事。神

说，因为我就是要这样作，这就是答案。罗马书九章是这样讲

的，那里说到，这个心硬的人，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什么

都不能说，祂使人心硬，祂也使人心软。你如果遇到了神的心

意，神的旨意，你就什么都不能说了， 

照着这样的旨意与计划，祂就创造了万有 



 41 

 

神的旨意（意愿）乃是神的愿望； 
神的意愿是祂所想要作的 

主耶稣，使我所愿的是你所愿的，我不要你来作我所愿的。 

神的喜悦是出于神的意愿； 

祂的喜悦具体表现在祂的意愿里，所以祂的意愿在先 

所以这里说什么呢，先有喜悦，还是先有意愿呢，所以这

里说，先有意愿。所以对你来说，你是喜悦在先，还是意愿在

先呢，对神来说，祂先有意愿然后有喜悦，那是神，所以祂先

有意愿，然后有喜悦。 

神的旨意乃是神为完成祂定旨而有的定意 

神的旨意乃是神为完成祂定旨而有的定意。 

神是一位有定旨的神，有祂自己喜悦的旨意；祂为着

自己的旨意，创造了万有，好成就并完成祂的定旨 

现在在歌罗西一章我刚刚读给你们听过那两节，九节和十

节那里说到旨意，说到祂奥秘的旨意，说到祂的喜悦，这也是

说到祂的旨意，你说这三件事有什么相关，有什么相关，有旨

意，有喜悦，他们如何配在一起呢？这一切都与神祂心里的心

愿有关，祂的旨意联于祂的旨意，联于祂的喜悦，所以神有意

愿，先有个意愿，然后有个旨意，然后有一个喜悦，祂先有意

愿，这是基于祂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祂心头的愿望，是祂与

人调和，也是祂永远计划的完成，神的旨意就是要为基督得着

一个身体作祂的丰满，祂的彰显，希伯来书十章祂说到祂的旨

意是不能改变的，那里也说到，不是说祂的约和祂的启示，乃

是说到祂要得着一个身体，这个旨意是不会改变的，祂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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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改变的，神创造诸天与地，开始实施神永远的计划以完成

神的心意，使祂在宇宙中，在人身上得着完满的彰显。 

在下一篇信息，我们要来看到神创造人的定旨，阿们，你

们知道，你们在地上的年日就会很有意义，否则，你都不知道

你在这里是为了什么，非常地喜乐，神有一个计划，神有一个

旨意。 

我们需要充分认识神的旨意 

这是歌罗西书第一章，我们说到歌罗西书一章，不是说到

你要跟谁结婚，你要买那一栋房子，这里是与基督有关，这位

基督是在神经纶中作一切的，是在旧造中和新造中的一切，换

句话说，充分认识神的旨意这件事，是一件重大的事，歌罗西

一章九节里神的旨意是指神永远定旨的意愿，神关于基督之经

纶的意愿。那是我们所说的旨意。当耶稣祷告时，祂说，愿你

的旨意成就，你是以为祂会这样祷告，我要说服我的父亲，叫

我去读研究所么？愿这样的旨意成就，那个旨意不是在于你要

不要去读医学院，这个旨意乃是与神永远的经纶有关。需要充

分认识神的旨意，意思就是对神的计划有启示，以致我们知道

神在这宇宙中计划要作的。 

“万物是借着祂〔话〕成的； 

凡已成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祂成的” 

万物是借着祂〔话〕成的；这是约翰一章三节，凡已成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祂成的。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这不是说万

物是被祂造的，或是，是借着祂演化出来的，而是万物是借着

祂的话成的，从无生有，从没有而有的，是借着祂而成的，不

是其他什么重要的介系词，不是由祂而是借着祂。我们在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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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点会进一步来看，凡已成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祂成的。

这是非常伟大的一句话。 

虽然创造是神的工作， 
但神创造的凭借乃是神的儿子和神的话 

虽然创造是神的工作，但神创造的凭借乃是神的儿子和神

的话。所以，我们在这里是说到凭借。等一下再说。 

因着神是万有的创造者，而基督就是神，所以 
基督是万有的创造者，并且万物也是借着祂成的 

因着神是万有的创造者，而基督就是神，所以基督是万有

的创造者，并且万物也是借着祂成的。这里有两件事，祂既是

创造者，也是创造的凭借。如果祂是创造的凭借，岂不是意思

说祂就是创造者么？不是的。我没有这样讲。但是，创造的凭

借和创造者，不要担心，你继续读就知道。所以祂不只是创造

者，祂是创造的凭借。我读给你们听，这里有一段话，这里说

基督又是神又是基督，懂么？不懂。神是创造者，祂是基督，

祂是受膏者，被指派的一位，所以这位基督是谁呢？神是这一

位，而基督，祂是那位创造者，或是祂是受造的，或是祂是在

其中的呢？这里说，祂是神所膏所指派的一位。祂作为神所指

派所膏的一位，祂执行神的使命，祂是神的基督，祂是创造者，

基督是神，是创造者，祂是基督，祂是创造的凭借。因此，在

约翰一章三节这里的重点，请听，不是基督是创造者，乃是祂

是创造得以经过过程，得以产生的凭借。在这个过程中，在这

个凭借乃是基督。不要要我解释，我只是读这个职事的话给你

们听。祂是那个凭借，让造物得以经过过程而得以产生。歌罗

西一章十六节也是这样，创造的过程乃是在祂里面，借着祂而

产生，并且也是为着祂。祂是创造得以产生的凭借，并且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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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创造的范围。所以，造物是有祂的特征，因为创造是在祂里

面造的，是在祂的人位里造的，在基督的人位里造的。这就是

为什么它带有基督的特性。我来作一个比喻，但是不要说得很

极端。这个 baby 是在妈妈的腹中，婴儿就有母亲的特点。不要

把这个讲得太极端。这只是一个比喻。我告诉你的是，这凭借

到底是什么意思。好，继续说。什么是凭借呢？ 

我们在约翰一章三节看见， 
万物是借着基督这话而成的 

我们在约翰一章三节看见，万物是借着基督这话而成的。 

我告诉你们，我今天晚上要点一首诗歌，说到你何伟大。

有日出，有日落，有一切美丽的飞鸟，你何伟大，你何伟大。

我在想说我们要找一首更好的诗歌，说到祂的伟大。就是用歌

罗西的，就说到祂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来说到祂的伟大。

凡已成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祂成的。好的，所以，一切都是

借着基督这话而成的。 

万物是借着祂成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祂成的， 

这意思就是离了祂，没有一样能存在 

万物是借着祂成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祂成的，意思就是，

离了祂，没有一样能存在。你去上大学，去上哲学课初级，他

们就会告诉你什么是存在。他们说的都是胡说，因为我知道，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祂成的。除了这个话以外，没有一样能成。

当这个话，称无为有的时候，万物就存在了。 

创造就是借着话称无为有；话乃是凭借和范围 

创造就是借着话称无为有。我知道如何用木头作一张桌子，

我知道如何用一块木头，从树上取一块木头出来，但是我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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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怎么样称无为有，无中生有，你告诉我怎么作。任何一个博

士、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你告诉我怎么样无中生有，称无

为有呢？你跟我解释，怎么样从无有生出有呢？James 弟兄，你

能么？你很聪明。创造是借着话称无为有，阿利路亚，借着话。

话来了，无就生有。话乃是凭借和范围。这就是凭借。什么是

范围？我读给你们听，因为李弟兄相当的讲到这事。他从 Darby

得到很多的灵感。达秘在歌罗西一章十六节有一个解释，说了

很多。他是这样说，在祂里面，意思就是在基督人位的能力里。

请想想，在基督人位的能力里。所以，创造是在基督人位的能

力里进行的。然后，他又继续说，这是 Darby 说，祂就是那一

位，祂内在的能力就使创造产生祂的特征，所以创造不只是由

祂客观的创造，乃是在祂里面，那是在祂的人位里得着特征，

在祂内在的能力里创造出来的。我们等下一点会继续说到。 

借着基督作话，就是凭借，万物产生了；所以，基督是创

造者，也是万物凭以并借以被造的凭借 

借着基督作话，就是凭借，万物产生了；所以，基督是创

造者，也是万物凭以并借以被造的凭借。 

好，我们不是亚流派，也不是智慧派，如果有人挑战你，

你就这样告诉他们，那就够了。你为什么不是智慧派呢，因为

我说我不是，那就够了。你为什么不是亚流派呢？因为我说，

我们不是，因为我知道什么是亚流派的学说。我是说圣经，圣

经这样说，“万有是在祂里面，并借着祂，且为着祂造的。”

我们要讲到这个点，那里说到基督是创造者。 

基督“用祂大能的话维持、载着并推动万有” 

祂不只是起始的因素，祂也是维持的因素。祂是发起的因

素，祂是旧造的开始、维持，祂也是新造的开始和维持。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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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蛇？它也是。你也是这样被维持。你也是，召会也是这样

维持、载着并推动，这个宇宙就是这样维持住，否则一切就崩

解了。 

在创造万有以后，基督成了维持、载着并推动万有者；祂

不仅是创造者和创造的凭借，也是维持、载着并推动者 

在创造万有以后，基督成了维持、载着并推动万有者；祂

不仅是创造者和创造的凭借，也是维持、载着并推动者。 

祂创造了宇宙，如今用祂大能的话维持、载着并推动宇宙 

祂创造了宇宙，如今用祂大能的话维持、载着并推动宇宙。 

牛顿说，我告诉你们一个故事，他非常懂物理学，星体的

运行，他就作了一个模型，就是行星运转的模型。然后，他有

一个无神论的朋友来说，这个模型作得好漂亮，谁作的？牛顿

就说，没有人作的。它就是自己演化出来的。他说真是笨，怎

么可能？牛顿就说，你说这样很笨，那你说我这个小小的模型

都不是这样，那整个宇宙所有的事情都是演化，自行演化出来

的么？这样岂不是更笨吗？他是说，他是说到万有引力定律的

人。没有人证明万有引力定律，你也看不到，用显微镜看不到

万有引力，这似乎好像也不能够证明，但是好像有另外一个理

论要来证明这个事。但是他们会告诉你们，这个宇宙是如何借

着引力被维系起来。如果有人这样写，你就告诉这个教授，你

说这个宇宙是借着基督维系起来的。也许你会不及格，我在加

州理工学院读书的时候，我的人类学教授给我不及格，因为我

说人有三部分。所以期末报告我就不及格，拿了一个 D。然后，

那里的评论就是，这个不是，是很好的神学论文，但不是一个

很好的人类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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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神创造之物的元始”； 
这是指主乃是神创造之物的起源或根源， 

含示祂是神工作中不变永存的根源 

基督是“神创造之物的元始”；这是指主乃是神创造之物

的起源或根源，含示祂是神工作中不变永存的根源。 

以上所说的一切点，说到基督作为创造者所说的一切，祂

是造物者，祂是称无为有，祂是维持、载着、推动万有者，祂

是一切的根源。 

接下来下一个点，不仅如此，祂还是。在祂里面，借着祂，

并为着祂，万有被造的一位。现在我们来到基督作为创造凭借

的另外一面，你说真不得了，这篇信息好像是一篇期末报告，

这是说到基督与创造的关系。我告诉你们这是更深的一面。这

就是说到祂是何等的伟大。 

“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在地上的……，

都是在祂里面造的；万有都是借着祂并为着祂

造的；……万有也在祂里面得以维系” 

现在，首先，我还是在歌罗西一章，这篇信息的开头是说

到神的彰显，就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祂如何得彰显呢？祂

是在万有中得彰显，所以在这段话里，我们说到万有、万有、

万有，保罗不断说到万有，在祂里面得以维系，换句话说，基

督是在万有中得以彰显。现在我在这里不是说到泛神论，或是

每一样东西都是基督，都是神。我在这里是说到保罗所说的，

一切万有都是在祂里面，并且借着祂且为着祂造的，那是圣经

讲的。 

“在祂里面”，指在基督人位的能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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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祂里面，指在基督人位的能力里。我已经说到，这是达

秘知道的。 

万有都是在基督所是的能力里被造的 

万有都是在基督所是的能力里被造的。不只是客观的被造。 

一切受造之物，都带着基督内在能力的特征 

一切受造之物，都带着基督内在能力的特征。 

这也是我读给你们听了，是不是？我说过不要把那个比喻

推到极点，但他就像一个婴儿带着母亲内在的特性一样，这是

特征。所以当我们说基督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意思是基

督是一切造物的首生者。你懂我的意思吧，因为这就是圣经讲

的。好，祂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当然这里是讲祂的人性，

这里也是说到一切受造之物。 

“借着祂”，指明基督是主动的凭借；借这凭借，万有的

创造才得依次完成 

这里说到过程，整个创造的过程是借着祂完成。这就是为

什么造物是带着祂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基督能作一切受造之

物的首生者。 

“为着祂”，或，归于祂，指明基督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归

结；万有的被造乃是为着归于祂，为祂所有 

一切的受造之物，都是为着让这一位据有而创造。所以祂

据有一切的造物，祂据有天使，是的，天使也是造物的一部分。

但是这意思是万有都是为祂所造，为祂所有。 

“在祂里面”、“借着”并“为着”， 
指明基督与创造有主观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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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讲到重点，不是客观的，就像仙女指着那里就说有了，

母亲不是这样就产生出一个 baby的。基督创造也不是这样。乃

是在祂里面，借着祂，并为着祂造的。祂不是只是用点一下就

创造出来了。 

祂不是仅仅作客观的创造者，客观地创造宇宙 

祂不是仅仅作客观的创造者，客观地创造宇宙。 

基督不是站在一旁，称一切为有；反之，创造的过程乃是

在祂人位的能力里进行的；基督是宇宙中独一的能力 

基督不是站在一旁，称一切为有；反之，创造的过程乃是

在祂在人位的能力里进行的；基督是宇宙中独一的能力。 

基督自己必须、必定就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你是不

是说基督是受造之物的，祂神性里么？我没有这样说，我只是

说圣经里所说的话。造物带着祂的特点，因为祂是一切无中生

有的凭借。 

祂不仅仅是客观的创造者， 

也是创造借以依次完成的主观凭借 

祂不仅仅是客观的创造者，也是创造借以依次完成的主观

凭借。 

创造是凭基督人位的能力， 

借祂为主动的凭借，并归于祂这目标 

创造是凭基督人位的能力，借祂为主动的凭借，并归于祂

这目标。 

一切产生之后，这一切都在祂里面得以维系，在祂里面结

合在一起，维系在一起，互相结合比存在更多，比相同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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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不只是存在，不只是共同的存在，而是互相的结合在

一起，在祂的里面。 

“万有也在祂里面得以维系”，意指万有靠着基督作联系

的中心，得以维系，互相结合一起， 
如同轮子的轮辐靠着轮轴作中心，得以联系在 

“万有也在祂里面得以维系”，意指万有靠着基督作联系

的中心，得以维系，互相结合一起，如同轮子的轮辐靠着轮轴

作中心，得以联系在一起。 

旧造是这样，新造也是这样，它不只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

生者，祂也是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谁将我们维系在一起，是

基督。谁是轮轴？是基督。谁是使我们维系结合在一起的因素？

是基督。万有都在祂里面得以维系。 

“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是指基督在一切 
受造之物中居首位，因为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 

“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是指基督在一切受造之物中

居首位，因为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 

不只是在天使中，而是在万有中居首位。这就是这篇信息

的中心点。你听完这篇信息以后，你不需要再修哲学课入门。

这是宇宙真正意义的所在，基督维系了一切，基督是一切维系

的因素，祂是那起始的因素，祂是维持的因素，祂也是一切终

结的因素。荣耀归于基督。起初神创造。现在你再唱你何伟大，

也许就会有另外一种的层次，希望如此。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