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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管治权—征服仇敌、恢复地 

并运用神管理地的权柄 

我们读创世记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神说，我们要

按着我们的形像，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神

就按着自己的形像创造人，乃是按着神的形像创造他；创造他

们有男有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遍

满地面，并制伏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

各样行动的活物。” 

管治权这个辞含示一种绝对的权柄，在一个专特的范围里

施行，所以这个范围就成了一个管治的范围，而这个绝对权柄

的施行，就是管治权的施行。我们受造是要管理、管治全地。

管理地上一切的活物，包括鱼、鸟和其他的活物。我们被造特

别是要管理地上各样行动的爬物，地上的爬物，包括这个蛇、

蝎子等等，就是魔鬼撒但、他的使者和鬼。我们被造也是要遍

满地面，制伏这地，也要恢复这地。 

我们受造不是要来专注于我们微小的自己，我们一些琐碎

的事情，我们的难处，我们的需要等等。我们受造，至终乃是

要担负一个实际，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像，就是基督自己的形像。

当我们彰显祂，当我们代表祂，我们就能对付祂在地上的仇敌，

来制伏这个仇敌，制伏这个地，并且要恢复这个地，为着神的

国，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旨意，使诗篇第八篇一节、九节，

能够得着成就。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尊大。 

这个题目，这个篇题就包含了这篇信息的主要的负担，和

它里面分段的主要内容。管治权—征服仇敌、恢复地、并运用

神管理地的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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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下在某一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摸到这篇信息最深的负

担，然后我们要往前来看这个负担是何等的广阔。我们若能够

感觉得到，甚至看见这个负担是何等的深，何等的广。我们就

会开始进入一件事，它的意义的重大是无法形容的。在这一件

事上，我们在主的面前的确真诚的感觉到这样的事，是我们需

要发展的，需要向众人陈明的，并且需要摸着这个恢复的心。

好使千千万万的圣徒，能够一个一个的接触主，与祂交通，并

且把他们自己专特的摆在主的面前，使他们能够有分于神创造

人的目的的这一方面。 

神创造了一个团体人，不仅要彰显祂， 

也有祂的管治权管理万有以代表祂 

我们从主自己的话得知，复活的基督得着了天上、地上所

有的权柄。唯有祂有这样的权柄，但祂需要我们代表祂。在这

个权柄上代表祂，并且把这个权柄向着仇敌，以及仇敌在这个

地上，一切背叛的因素来施行。圣经先提形像，再提到管治权，

这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我们试着施行管治权，却是超过了一个

人对基督真正的彰显，那是极大的错误。我们需要观看主的荣

光，并且被变化成为同样的形像，从荣耀到荣耀，我们需要模

成祂的形像，使祂可以在许多弟兄叫作长子。 

当这样的事进行的时候，我们若愿意再往前去，我们就会

摸到管治权这一件事。这就是施行权柄来代表神，来把仇敌从

这个地驱逐出去。在仇敌的身上带来致命的打击，使仇敌的势

力完全被击退。这样，我们至少能够在实行的一面，为主恢复

这个地，使祂能有落脚之处。我们可以这样说，让主有落脚之

处，可以第二次来，来充满这地，并且把国度的显现在这个地

上扩大出来。我们受造是为着这个。如果我们不能有分于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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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一生就是枉然，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我们

的召会生活也是没有目的的。因为我们人，属人的生活，我们

的基督徒生活，我们的召会生活，乃是为着达成神按着祂的形

像创造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且祂给我们这样的托付，要我

们施行祂的管治权。 

圣经启示三一神造了一个人，是按着祂的形像 
并有祂的管治权，以彰显祂并代表祂 

然后第二中点这里，我们摸着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与

主一切的来往、接触，我们不应该被仇敌，被争战打岔，我们

要专注于神中心的工作，就是把祂自己作到我们的里面。因为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神圣形像的实际，才能有神圣管治权的

实际。 

神在祂的神圣三一里，按着祂自己的形像 
创造了一个单个的人，并且把全地的管治权 

托付给这一个人；我们越经历并享受三一神， 
就越在神圣形像和神圣管治权的实际中长大 

神在祂的神圣三一里，按着祂自己的形像创造了一个单个

的人，并且把全地的管治权托付给这一个人。我们要强调这一

点，这个是对全地的管治权。你也许没有注意到在这个纲要里

面，“地”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是勇敢的这样宣告，

并且是满有能力的祷告，愿主得着全地。我们在这个地上，不

要再与仇敌共存。我们愿意我们的主得着全地。当我们在说话

的时候，在埃及有很多动乱的事，但是主啊，埃及是这地的一

部分，愿你的旨意行在埃及，愿你的国度在埃及来临，愿你得

着埃及这地。我们越经历并享受三一神，就越在神圣形像和神

圣管治权的实际中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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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专注的中心点，就是经历并享受三一神

父子灵，经过过程，在基督里经过过程终极完成，实化为包罗

万有赐生命的灵。按照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我们一天过

一天，越过越多的经历祂的分赐。是在这个时候，这里说，主

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甚至我

在念这个话，也是一种的分赐。保罗至终学知，这个恩典对他

来说是够用的，这是全丰全足的恩典。恩典够我用，永不感力

穷，基督活在我灵中，使我受恩重重。这里又说到神的爱，爱

是神素质的性质，爱是神内里的本质，成了我们这个人的元素。 

然后这里有圣灵的交通，这就是复合的灵作为膏油，在这

里不受限制的运行，就是神圣生命在基督身体里的流通。首先，

我们经历这个，在我们的灵里有这个经历，然后我们的魂就能

够作为享受的器官，来尽它的功用，我们就有甜美的享受，在

许许多多的事上，我们能够享受这美妙的、宝贵的三一神。这

样我们就能够更多的唱三一之神作了我的一切，这样我们就在

这个形像的实际中长大。这个形像是会长大的。神圣的管治权

也会长大。 

我们不能参加了这个六天的训练，回去的时候就说，好啊，

我现在应该开始发光，因为我有这个形像，你可能还是在你自

己的里面。你不要试着去施行管治权，我们要一直被带回，归

于主的自己。在祂神圣的分赐里经历祂，并且照着以弗所第三

章所说的，我们要在祂中心的工作上经历祂。我们若有这样的

看见，我能够向你保证，你里面有一个东西会提醒你，每一天

都这样祷告，父啊，用大能使我得以加强，借着你的灵，使我

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能深深的安家在我的心里。使

我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这样你就会受带领，去顾到许许

多多，千千万万的圣徒，用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祷告，来顾到他



 105 

 

们。在我们人生的这一天，乃是有神中心的工作，我们享受这

个分赐，我们向神中心的工作敞开，让祂在基督里把祂自己作

到我们的里面。这就使我们长大，这个形像就会扩增，管治权

也会随之而扩增。 

神给人管治权，目的是 

征服神的仇敌，那背叛神的撒但 

我们来到第贰大点，在这个第贰大点的末了，我相信我们

就会摸到这篇信息深处的负担。 

神给人管治权，目的是征服神的仇敌，那背叛神的撒但。

请注意这里的动词，不是击败，也不是胜过，乃是征服。你可

以用一个较大的力量来击败一个较小的力量，但是那一个被击

败的一方，并没有被征服，并没有被制伏。也许这个被击败的

一方，里面会想，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可以重新组合，我们

就要反击，但是这里所说的征服或制伏，就是不再有任何的抗

拒，没有任何的不和谐。一个妻子若是因着爱生命和光而被制

伏，向着她的丈夫，这个并不是外在的压制了她，也不是文化

叫她服从，乃是她里面深深地有平安，有安息，她这个里面没

有任何的东西抗拒主的元首权柄。我们是要这样来制伏这地，

来制伏神的仇敌。 

你知道仇敌会散播一个谎言，是什么呢？就是他会说，你

们是可怜的、堕落的罪人，你们可以作这，可以作那。是的，

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我们是渺小的、堕落的、可怜的人。但是

我们蒙了救赎，我们在羔羊的血里面被洁净。我们的罪已经得

着赦免，我们由神而生，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我们在祂的生

命里得救，我们要在祂的生命中作王。至少我们中间有一些人，

他们会得胜，所以人要征服神的仇敌，制伏神的仇敌撒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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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注意到，在二十六节特别提到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像这个

蝎子这些东西，是不是觉得很讨厌呢，如果你椅子底下有这样

的爬物，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但是我们的重点在这里，我们不

喜欢这样的爬物，在这些爬物当中，最大的爬物就是神的仇敌。 

地上所爬的爬物预表那蛇撒但， 
和他的使者，以及跟随撒但的鬼 

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预表那蛇撒但，和他的使者，以及跟

随撒但的鬼。 

创世记一章二十八节的“制伏”含示，神在地上 
与祂的仇敌撒但之间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战； 

谁赢得地，谁就得胜 

我从前曾经用过这样的比方，如果一个人在神圣生命上还

是个小孩子，他不会对争战有什么警觉，你不应该怪圣徒们，

如果他们不知道这个时候有一场争战在进行着，原谅我再重覆

这样的例子，我很年幼的时候，我喜欢用收音机来听儿童节目，

我每天都有一些时间来听这个相当不错的儿童节目，这个节目

说到快乐的汉克。有一天我还在我的房间里，一边在玩也一边

在听这个儿童节目，突然间有一个插播，所的电台都有了这个

插播。我的母亲告诉我，因为我跑到厨房告诉她说，妈妈，妈

妈，有枪，有飞机，有大炮，在那里打仗，我的母亲知道那是

侵略诺曼第开始了。我听了我只是回去继续玩我的儿童的事情，

但是在那个地方有人在丧命。今天我不是在玩我的玩具，也不

是在海滩度假，我今天乃是和你们一同在这一个新人里，为主

争战让主能够恢复这地来制伏仇敌。 

谁赢得地，谁就得胜。我们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我们原

是泥土，我们可以说是属于地的。宗教给人一些迷信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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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将来要上天堂去，但是神的目的是在这个地，国度要来到

这个地上，至终会有新地，上面会有新耶路撒冷。但愿主扩大

我们的视野，使我们看见我们至终的目的是在哪里，使我们这

个人，虽然是有限，但我们的心是要让主得着得回全地，使神

能够重新得着这个地，充满了祂的形像，充满了祂的管治权。

但是我们需要领悟，神有一个难处，这个难处就是撒但。有些

人缺少启示，就会说神是全能的神，祂怎么可能有难处。祂只

要说一句话，撒但就被消灭了，理论上是这样，但撒但是受造

之物，神不会降低祂的身分。祂在神格里是创造者，祂不会降

低祂的身分来直接对付一个受造之物，必须有另外一个受造者，

在这里是人，来解决神的这个难处。现在我们很接近我刚才所

说的这个最深处的负担。 

神有一个难处，就是天使长撒但，他背叛神， 
并成为神在宇宙中，特别是在地上的仇敌 

根据创世记三章一节， 

神的仇敌撒但藏身在地上的一种爬物—蛇—里面 

根据创世记三章一节，神的仇敌撒但藏身在地上的一种爬

物—蛇—里面。 

神为了征服祂的仇敌，从而解决祂的难处， 

便赐人权柄管理祂所造的万有 

神为了征服祂的仇敌，从而解决祂的难处，便赐人权柄管

理祂所造的万有。 

人特别要管理地，甚至制伏地， 

因为地已经被背叛神的仇敌所篡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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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特别要管理地，甚至制伏地，因为地已经被背叛神的仇

敌所篡夺。 

神需要人行使祂对所有爬物的权柄，也需要人制伏并征服

背叛的地，好使神能恢复地来为着祂的国 

神需要人行使祂对所有爬物的权柄，也需要人制伏并征服

背叛的地，好使神能恢复地来为着祂的国。 

所以神有一个难处，神有一个需要，神的难处无法得着解

决，无法由神作为神亲自来解决，神的需要没有办法由神作为

神自己来满足，神命定人，就是人类，就是你我要成为那个凭

借来解决神的难处。你里面岂不是有一个东西响应这一个么？

你岂不愿意有分于这一个么？何等美妙，如果我们那一天能够

听见主说，你的人生对于解决我的难处有了贡献，你不是难处

的一部分，而是难处解决的一部分，你的一生有了贡献，来满

足我的需要。等一下我们很快就会看见，这包含非常特别的事，

然而在这里我们看见，神需要人，行使祂的权柄来治服地。 

神要用人对付祂的仇敌；为这目的，神造了人； 
神要受造的“人”对付受造而堕落的“撒但” 

神要用人对付祂的仇敌；为这目的，神造了人；神要受造

的“人”对付受造而堕落的“撒但”。这就是原则的所在。当

魔鬼在试诱主耶稣的时候，他试着试诱祂离开祂作人的地位，

他甚至用父的那个宣告，指着祂是子的那个宣告来试诱祂：你

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这样作，你可以作为神的儿子作这件事，

但是，主的回答指明，我在这里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在这里

与你抗衡，我要以一个人的身分来对付你。我们到末了就会看

见，第二个人击败了撒但。第二个人在十字架上创造了团体的

一个新人，就是召会，基督的身体。这个团体的新人要执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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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的得胜，第二个人，那时要把祂的权柄给团体的新人，

并且借着这个新人要把撒但从这个地上赶逐出去，先到无底坑，

最终到火湖里去。 

“人如果没有从撒但的手下把地收回来，那就还没有达

到神创造人的目的。……对付撒但是为着神的好处。 
……对付撒但是为着满足神的需要。” 

现在这里一段引用的话，引自《圣洁没有瑕疵》这一本书，

在这里，我们摸到最深处的负担，人如果没有从撒但的手下把

地收回来，那就还没有达到神创造人的目的。对付撒但是为着

神的好处，对付撒但是为着满足神的需要。我已过好几周一直

在考虑要不要交通这一件事，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讲了会有什么

后果，但是我还是要讲，我的人生，一九六八年七月因为读了

一本书，而有了彻底的改变，乃是这一分把我带到主恢复里的

职事的一个出版，说到召会的立场，这是职事的一本书，非常

特别的把我这个人扎扎实实的带到主的恢复里。 

一九六八年我们只有很少数的英文书，我们只出版了《神

的经营》，还有《圣洁没有瑕疵》（英文版叫作《荣耀的召会》），

那一个是我们所出版过的最美妙的一本。在那里有非常重大的

启示，而我读到的这本书的第一章是说到神的计划与神的安息

（就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第一章），我问 Tag，“Tag 弟兄，

我们还有多少这一本书？”我实在，我要鼓励你们众人都去读

《圣洁没有瑕疵》的第一章，或者你可以读电子版，盼望是合

法的电子版，在这一篇的前十二、十三页，倪弟兄说到这个托

付，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所给我们的这个托付，他说到神的工作

与救人灵魂的工作对比，所有研读真理的工作，帮助召会，帮

助圣徒的工作等等，这是属于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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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倪弟兄指出，我们要拯救灵魂这是必须的，但仍然是

以人为中心，他又说，我们可以拯救地上所有的人，而没有应

付神的需要，没有解决神的难处，我们需要有一种以神为中心

的观点，就是要使撒但受到致命的亏损，使撒但在这个地上受

到致命的亏损，作神的工就是要从撒但篡夺的手下，把地收回

来，请记得，这是倪柝声弟兄的话。他知道什么叫作付极大的

代价，为着神的权益而活，他说，这是需要付代价的，这个代

价是非常的大的。重点在这里，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深处的负

担，他说，我们作救人的工作，或者研读真理，或者帮助召会，

或者服事圣徒，在那一切方面我们都有可能为自己有所保留，

我必须忠信的这样说，这个就是事实，我们可能作种种必须要

有的工作，我们付代价移民，付代价到第三世界的国家传福音，

我们可以在真理上劳苦，陈明真理，来写肯定与否定的文章，

并且昼夜服事召会，却仍然为己有所保留，但是倪弟兄指出，

在对付撒但的这件事上，也就是作神的工作，不能有任何的地

位留下给自己。自己没有一点可以保留，己必须完完全全被弃

绝。 

一九六八年七月，我非常专注地在主的面前，读到这段的

信息，那个时候，我是单独一个人，我不是要说什么来特别给

你们什么印象，我想我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主知道，那个时

候我进到召会生活还不到两年，我才二十几岁，但是我受了困

迫，要把我自己奉献给主，使我能够与其他的人一同有分于神

的工作，我不知道什么是自己，我不知道将来有什么事会发生，

但这是我所作的这个，像主在路加十四章所说的，作了一个准

确的精明的计算，那是四十五年前，主啊，不管需要付的是多

大的代价，这是我的定意，这是我的决议，我把自己交在你的

手中，为着这一个，我可以见证，这开启了那一条路，让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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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付能够发生，这些一再一再地发生，并且这个对付的过程

还在进行。 

但我站在你们众人面前，也站在主发光的脸面前，我没有

任何的懊悔，我和所有的人一样，主啊，我受造是要彰显你，

主啊，我受造是要代表你，如果需要付代价，我是愿意的，我

向你说阿们。我心里面所想的，我不敢说这是出于主，但我要

说这的确在我的心里，但愿主能够给我们五千位圣徒，在全恢

复的里面，包括各种的年龄层，有不同程度的经历，但是他们

能够一个一个的，在倪弟兄这段话的光中来接触主，你可以把

我忘掉，到主面前去，我想我们会感谢倪弟兄付代价说了这个

话，并且活出了这样的话，他为此站住。 

我们里面有惧怕，乃是因着仇敌激动我们的魂生命，我们

需要成为甘心祭，在争战的日子，我们有奉献为彩饰，但愿主

遮盖你们，我知道我是根据什么来说这个话，但是我可以向你

们保证，主的恩典，主的分赐，主复活的生命，主的牧养，众

圣徒的祷告，主天上的职事，必定会带你经过一切，我们需要

把自己给主，让祂完完全全的得着我们，让祂能够直接的作这

件事，祂也喜悦使用一切的恩赐，有一天，周一的早上，我在

那里刮胡子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打电话给李弟兄，和他交

通一件事，我打电话给他，他先前说到这个己的深处，说到个

性的事情，说到这个个性需要被摸着，我必须去见他，然后，

李弟兄就说，你有什么事要交通，我说李弟兄，我请求你摸我

的个性，他的回答是非常直截了当，他说，弟兄，主会得着我

们，然后他又说了另外两点，我们一同作工，当然我会这样作，

李弟兄你的确这样作了。 

就某一面来说，主甚至会利用我们所要对付的仇敌，来成

全我们，你记得主怎么说，在祂受死前一天的晚上，祂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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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西门，撒但要筛你们好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

求，叫你们的信心不失败，当你们，叫你们回转的时候，就可

以坚固弟兄们，那些门徒他们都失败了，仇敌在那里筛你们，

但是主说，我为你们祷告，这不是要激动你们的情感，或者是

一种属灵的野心，乃是要你考虑在主的定旨方面，你是否为着

主，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要享受生命，在生命里长大，我们

在这里不仅仅是要彰显祂，这里有一个难处需要解决，这里有

一个仇敌需要借着我们来对付，那些作了先锋，开了路作了这

件事的，他们的确在这个强烈的启示的光之下，作了这样的见

证，这个就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但是代价是非常大的。 

我相信我能告诉主，众圣在这件事上，我在众圣徒的血上，

是无辜的，这我只能祷告，主啊，求你在许许多多的圣徒里面

运行，使他们能够一个一个的接触你，把自己带到你的面前，

我向你们保证，你们不会懊悔，没有什么可怕，可以害怕的，

我们应当害怕我们至终只是爱了我们自己，爱了我们的魂生命，

倪弟兄告诉我们，也许就是在，不要爱魂生命的那篇信息里，

他说撒但只怕一种人，就是那些不爱魂生命的人，好，现在我

们可以再往前去， 

来看这一个托负是多么广阔，我们以下的点，不需要讲太

多的细节，我盼望能够留足够的时间，让你们能够有主所要的

回应，只要负担释放了，这个信息就可以了，不需要讲得太长， 

神给人管治权，目的是恢复地 

神造人的用意，乃是要为祂自己恢复这地 

人为神所造有权柄管治地， 

是要制伏地、征服地，因而为神恢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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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插进来一点的解释，我个人不太喜欢，用星球这个字，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异教的新世纪的字，我们不是要说到这个星

球，我们乃是要说到这个地，我们不愿意说，你的名在这个星

球上何其尊大，我只是觉得说，我要强调这个地，我不喜欢用

这个星球来说到这个地球，我要说的是这个地，地，地，请听，

主的说话，全地啊，请听主的说话， 

神盼望再取得地；地已经变成一个有决定性的地方， 

撒但想要持有地，神也想要得回地 

我们不能作瑞士，不能作中立国，在这件事上，没有中立

地带，如果我们是被动的，那就表示我们是在仇敌的那一方，

我们必须是在积极的那一方，我们愿意向主的呼召说是的，我

要你恢复这个地， 

人受托付要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并制伏这地 

我们需要借着传福音，借着移民，借着兴起地方召会，来

遍满地面，但不要以为到了某一年，你想到了那一年，主就自

动能够来，因为你作了那么多，主就能够自动来，我们必须达

成我们的托负，不仅要遍满地面，更要制伏这地，古巴必须被

制伏，印度要被制伏，沙乌地阿拉伯要被制伏，斯里兰卡要被

制伏，阿根廷要被制伏，全地要被制伏，我们面前需要有何等

的祷告，超越的祷告，求主来重新得着地，来为着祂自己，恢

复这个地。 

主的名必须在地上被尊为圣，并在全地成为尊大的 

主的名必须在地上被尊为圣，并在全地成为尊大的。 

在千年国的时候，全地要成为神的国，并且在永世里，

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到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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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制伏仇敌，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为神恢复地，

这一点不是为着我们自己。我们把赏赐的事，留给祂的审判台，

我们没有什么为着我们自己。在主的恢复这里，为着你，在你

的己里面，是没有什么的。你也许付了代价来到这里，事实上，

那不是代价，那是使你得释放，使你脱离一切的缠累。现在你

来到这里，如果你忠信的，这个代价没有什么算得数的，你得

着的乃是包罗万有的基督，终极完成的灵，还有基督身体的实

际。但是在这里只有这些，这里没有任何地位给己。对于这些

受训者，我们不单没有办法保证他们在召会，在这个职事的里

面，有任何东西为着他们，没有什么为着己。我们只有主，和

祂的定旨。我们只有主，在祂的恢复里。我们活着就是为此，

甚至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存在都是为着这个。我受造是为着这

个，我蒙救赎是为着这个，我得重生是为着这个，我得着赦免

是为着这个，我在召会生活中，也是为着这一个。你要告诉主，

也要告诉仇敌。我一次而永远的拒绝了你，拒绝了仇敌，我要

神为着祂的自己，来恢复这个地。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件事的

一些细节。 

神给人管治权，目的是运用神管理地的权柄，

使神的国得以临到地上，神的旨意 

得以行在地上，神的荣耀得以显在地上 

我们需要运用神的权柄，使神的国得以临到地上 

真正的召会就是今世的神的国 

国度的福音产生召会，召会乃是国度的实行。 

召会带进国度；召会的工作就是把神的国带进来 

召会带进国度；召会的工作就是把神的国带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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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的产生乃是为着带进国度 

召会的产生乃是为着带进国度。 

召会应当用权柄祷告以带进神的国 

召会应当用权柄祷告以带进神的国。 

我们仰望主，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祷告，是我们没有想像

过的，时代的祷告，身体的祷告，使神的国得以进展的祷告，

能够带进神的国的祷告。这个国度的来临，还不仅是时候的问

题，像在世才能够来临，也不是空间的问题，不是领域的问题。

现在我们的祷告，不是要国度在来世，在某个时候来临，也不

是要国度，在某个空间里面，乃是要让这个国度，在我们这个

人里面，在这个全地借着移民等等来扩展，更是特别借着推广

这个职事的书报，来得着许多的寻求者，把这些寻求者带到真

理这里。那就成全诗人的祷告，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让

这些把我领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帐幕这里。这样我就来到神的

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这里。这里有一条实际的路，让真理能

够传扬出去。我祷告，求主给我看见以弗所三章九至十一节的

意义，我要跟随这个人，他给我这样的看见，跟随这分的职事。

过了两个月，我就看到这篇信息说的，神对召会的定旨，来解

释那三节圣经。主借着这些的文字，把真理释放出去。带着生

命，带着亮光。我们要让全地充满这个，使许许多多的人，能

够接触得到，也被带到神的祭坛这里。至终，他们发现只有在

这里，他们能够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奉献给他们最喜乐的神。 

我们需要运用神的权柄，使神的旨意得以行在地上 

这里说到神的旨意，不是你作沙拉的时候，要用什么酱料。

或者你要用什么的汤底来作你的面，还是你要跟谁结婚，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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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住在哪里，不是这些琐碎的事。乃是大事，就是神的形像，

神的管治权，神心头的愿望，基督的身体，新人等等，你顾到

了那些大事，你就知道要跟谁结婚，要不要作那个工作，知道

你人生种种的小事该怎么作，因为你受造，目的是要使神的旨

意得以行在地上。 

神是一位有定旨的神，祂有祂的意愿，有祂的喜悦，祂是

为着祂的定旨创造万有，使祂能够完成祂的定旨 

神是一位有定旨的神，祂有祂的意愿，有祂的喜悦，祂是

为着祂的定旨创造万有，使祂能够完成祂的定旨。 

国度完全是神旨意的事，并全然完成了神的旨意； 

事实上，国度就是神的旨意 

国度完全是神旨意的事，并全然完成了神的旨意；事实上，

国度就是神的旨意。 

前面三排的弟兄们，请你们在你们里面作这样的断定，主

啊我在这里，是为着神的旨意，句点，没有别的了。我所要的

不是你所许可的，而是你所命定的。不管是什么，我的人生就

是为着这个。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我十六岁得救的时候，没有

人告诉我这个。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是为着什么。 

我们需要祷告，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这就是将诸天的国带到地上 

为着主的国，为着主的旨意，我们需要祷告，愿父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将诸天的国带到地上。 

我们需要运用神的权柄，使神的荣耀得以显在地上 

神是荣耀的神；荣耀是神的彰显，就是彰显出来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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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好像在作梦的一样，你可以闭上你的眼睛，想想看全

地充满了神的荣耀，没有任何人在那里亵渎，没有人妄称祂的

圣名，没有任何顽梗的、愚昧的无神论者，在那里用马克斯主

义等等来对抗神。乃是神的荣耀充满了全地，充满了祂的形像。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海岛，从北极到南极，甚至这些企鹅也要

喜乐，因为全地得着了恢复，神的荣耀充满了全地。 

神的国乃是神运用祂的能力，使祂的荣耀得以彰显的范围 

祂最终的目的就是祂的彰显，甚至对付祂的仇敌也是为着

这一个。使祂能够彰显祂的荣耀，祂需要有一个范围，那个范

围就是国度。祂要得着国度，祂就必须得着地。所以再次说，

我们在这里乃是为着恢复地，使神能够得着祂的国度，祂的旨

意能够施行在这里，祂就能够彰显祂的荣耀。我给你们四处经

节，有一个特别的顺序，是与这有关。 

以赛亚十一章九节：全地充满对耶和华的认识，好像水充

满洋海一般。所以地上每一个人都会认识有神，那些与祂一同

作王的，要叫列国上耶路撒冷过节，敬拜万军之耶和华，就是

主耶稣。你最好到那里去敬拜，否则你就没有雨，这不是可选

择的，没有无神论者，没有人能够凭自己来断定，到底有没有

神。这些无神论者，也许他们有顽梗的意志，但是那必须被征

服。因为对耶和华的认识会充满遍地，因为到处都有神的形像，

有神的彰显。 

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一节，就是神自己在一个背叛中间所说

的话。全地要充满耶和华的荣耀。不得了，全地。撒哈拉沙漠

也会有这个充满，西伯利亚、拉斯维加斯什么地方，如果我们

把这个赌城去掉，把这些赌博的东西全部都除去，忘记了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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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什么车，因为这个钱币制度都已经没有了。全地都要充满

神的荣耀，我们要把国度带进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目的。 

诗篇七十二篇十九节，这个是个祷告回应民数记的话，愿

祂的荣耀充满全地。如果我们愿意让主，让这个古巴这个小小

的岛，我们说仇敌得着这个地已经够久了，我们把这个带到你

的面前，我们的祷告乃是，愿古巴充满耶和的荣耀，愿这个岛

充满耶和华的荣耀。你觉得这个祷告好不好？主啊，愿你的荣

耀充满古巴，让我们有一点的预尝，把你的国，把你的旨意，

把你的荣耀带到古巴。 

哈巴谷二章十四节，这个就是前面三节的总结。全地充满

对耶和华的认识，如同水充满洋海一般。因为神的形像得着了

繁殖，得着了扩增，充满了遍地。好，我们来到末了一个大点。 

神的目的是要人有祂的形像彰显祂，有祂的  

权柄代表祂，这乃是在基督这第二个人， 

并在一个团体的新人身上得着完成 

第一个人是出于地，是属土，第二个人是主，是出于天。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在祂的成为肉体，在祂的神人生活里。李

隆辉弟兄帮助我们清楚的看见，主在祂的成为肉体，在祂的神

人生活里，达成了创世记一章二十六节的思想。祂是神人的形

像，你看见了祂，你就看见父。祂不作自己的工，祂不说自己

的话，祂不寻求自己的意思，祂不教导自己的道理，祂彰显神，

祂就是一个有神管治权的人。祂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

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鬼的原则就是背叛。当祂开始尽职事的

时候，祂在那里赶鬼、医病，人很希奇，你到底从那里得来这

样的权柄呢？祂说话不像经学家，不像神学院的教授，祂没有

博士学位，祂从那里得着这些呢，谁给祂这样的权柄呢？祂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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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创世记二章，一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的实际的应验。在第九

篇信息，我们就会看见，我们从另外一条线来看这件事。祂死

于十字架，毁坏魔鬼，废除他一切的工作。然后，这第二个人

在祂自己里面，创造了一个团体的新人。好，我们来读纲要第

一中点。 

基督不仅是末后的亚当，也是第二个人 

头一个亚当是人类的开始；末后的亚当是人类的终结 

头一个亚当是人类的开始；末后的亚当是人类的终结。 

亚当是头一个人，是旧造的元首，在创造中代表旧造； 

基督是第二个人，是新造的元首，在复活中代表新造 

亚当是头一个人，是旧造的元首，在创造中代表旧造；基

督是第二个人，是新造的元首，在复活中代表新造。 

我们这些信徒，因着出生，包括在头一个人里面； 

又借着重生，成为第二个人的一部分；我们信入基督， 

把我们从头一个人迁出，迁入第二个人里面 

我们这些信徒，因着出生，包括在头一个人里面；又借着

重生，成为第二个人的一部分；我们信入基督，把我们从头一

个人迁出，迁入第二个人里面。 

召会是一个新人，是团体的，宇宙的， 
由犹太与外邦这两班人所造成，由所有的信徒所组成； 

他们虽多，但在宇宙中只是一个新人 

以弗所二章十五节说，基督在祂自己里面创造一个新人。

李弟兄在以弗所书生命读经里指出，鬼这些邪恶的天使，他们

知道这件事，他们也因此害怕，他们知道这个真理，一个新人

已经产生了。在神面前存在，现在他们的争斗就是使信徒受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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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看不见这个。所以，我们要祷告，使我们看见祂在基督里，

以基督作素质，创造了这个新人，我们在这个新人里出生，我

们也穿上了这个新人。因为乃是在这一个团体的新人里，以第

二个人作头，能把主一切的权柄和基督的得胜，应用在仇敌的

身上，来恢复这地。 

神创造的人是一个集合体 

神所造的团体人，因着人堕落受了破坏； 

因此，神需要产生一个新人 

这是很有意思，我们受造有神的形像，有祂的管治权，然

后罪进来，破坏了这个形像。罗马三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

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罪是废除了这个形像的彰显，然后

罪也破坏了我们，使我们按照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所说的，罪

就是不法，所以我们生来就是背叛的。仇敌把他邪恶的性情，

注入到我们的里面，但是基督来作赎罪祭，祂受死，应验了铜

蛇的预表，祂在十字架上毁坏了撒但，满足了神圣别、荣耀、

公义的要求，释放了神圣的生命，在复活里把这个释放出来的

神圣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祂许多的弟兄，就是

新人的各部分。 

新人的产生，乃是借着基督在祂的肉体里废掉规条， 

并借着在祂自己里面创造一个新人。 

新人的产生，乃是借着基督在祂的肉体里废掉规条，并借

着在祂自己里面创造一个新人。 

创世记一章神创造人，这是一幅图画，描绘出在神新造里

的新人；这就是说，旧造是新造的表号、预表 

至终，召会作为一个新人乃是在神心意中团体的人，这新人

将成就双重的目的：彰显神以及对付神的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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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终，召会作为一个新人乃是在神心意中团体的人，这新

人将成就双重的目的：彰显神以及对付神的仇敌。 

神的心意是要重生一个新人的许多肢体， 

就是基督一个身体的许多肢体 

神的心意是要重生一个新人的许多肢体，就是基督一个身

体的许多肢体。 

作为召会，就是在神永远定旨里的团体人， 

我们彰显神，并代表神制伏地并征服祂的仇敌 

作为召会，就是在神永远定旨里的团体人，我们彰显神，

并代表神制伏地并征服祂的仇敌。 

末了，我们用简短的话来总结这篇信息，我们要用神自己

的话来说。神用祂的形像创造了人，并嘱咐人要制伏地。你知

道，神接下来作什么么？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哦，

三一神赐福给一个新人。但愿父、子、灵赐福在祂恢复里的这

一个新人。因为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神完整的救恩里，凭

着祂复活的生命，凭着祂够用的恩典，我们必定能够经历并享

受三一神，我们要在神圣形像的实际中，在神圣管治权的实际

中长大。我是带着盼望这样说，这样我们就要为神恢复地，使

祂的荣耀充满全地。赞美主，请与身旁的人祷告，再有弟兄告

诉我们余下的时间怎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