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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語 

 
神成爲人，好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爲神， 

這是整本聖經的要素，是聖經這『盒子』裏的『鑽石』， 

也就是神永遠的經綸。 

 

神聖啓示的高峯就是神成爲人， 

爲要使人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但不在神格上）成爲神， 

以產生並建造基督生機的身體， 

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爲着完成神的經綸。 

 

我們若實行過神人的生活， 

這生活就是基督身體的實際，自然而然就會有團體的模型， 

就是活在神經綸裏的模型，建立起來； 

這模型要成爲召會歷史中最大的復興，把主帶回來。 

 

我們要按着神牧養，就需要與神成爲一，被神構成， 

活神，彰顯神，代表神並供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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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達到神聖啓示的最高峯（一） 

時代的異象 
聖徒們，能彀能在聖路易斯是太好了！讚美主！你們可以看得見，這個週末我們

所要交通的也就是主向我們所打開的，就是需要新的復興，需要新的復興。我們上
次完整的講到這件事是在一九九九年，那是十六年前的事。那是在李弟兄到主那裏
去之後兩年，我們說到這件事。我們覺得新的復興這件事還沒有甚至進到眾召會裏
面，因爲我們都靈裏貧窮，心裏清心，操練我們的靈，來看見這一個異象、實行與
生活，能彀作到我們的裏面。 

講到這個新的復興有三個方面。今天晚上我們要談到的第一點，就是要達到神聖
啓示的最高峯，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們要談到的是過神人的生活，我們
需要團體的來過神人的生活；新的復興的第三方面，乃是按着神牧養。我們都需要
牧養，是不是？我們都需要牧養。你需要牧養，我需要牧養，我們都需要牧養。這
就是新的復興的第三方面。聖徒，我們要這麼說，達到神聖啓示的最高峯乃是永遠
的異象；過神人的生活乃是永遠的生活；按着神牧養乃是神永遠的工作。在傳道書
三章十一節這裏說，神把永遠放到我們心裏。乃是在歷代以來，在太陽之下所栽種
在我們裏面一個神聖的定旨，除非神之外，我們無法得着滿足。我們需要過永遠的
生活，作永遠的工作。我們要看見永遠的這個啓示，就是要達到神聖啓示的最高峯；
要有永遠的生活，就是要過神人的生活；要作永遠的工作，就是要按着神來牧養。 

好，聖徒們，我們現在要讀的是從李弟兄所講的三個摘出來的話，就講到這件事，
三件事的負擔。第一個話就是在今天第一篇信息，乃是在歷代志生命讀經第十七頁
那裏，他說到：我盼望全地眾召會的聖徒，尤其是同工和長老都看見這啓示，然後
起來禱告，求神給我們新的復興，一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復興。所以，當我們講到
新的復興的時候，我們不是講到基督教裏的復興，我們乃是講到要轉移時代的復興，
要把這個時代從恩典的時代轉到國度的時代，這個復興把主帶回來。這就是我們所
要的復興。 

那關於神人的生活，在歷代志生命讀經第三十五頁，李弟兄是這麼說的，他說，
我們都該宣告：我們要過神人的生活。我們一起來宣告：我們要過神人的生活。至
終，神人將是勝利者、得勝者，作耶路撒冷裏的錫安。這要帶進歷史上前所未見的
復興，也要結束這個世代。這會結束這個世代。 

第三個我所要引用的，乃是《活力排》第四十九頁，講到的按着神牧養。我們弟
兄是這麼說的：我盼望因着我們接受有關牧養的這個負擔，在我們中間會有真正的
復興。眾召會若都接受這教訓，有分於基督奇妙的牧養，在主的恢復裏就會有一次
大的復興。在主的恢復裏就會有一次大的復興。你看見我們弟兄的負擔，我們需要
禱告，因爲我們的負擔，弟兄的負擔成爲我們的負擔，也就成爲主恢復的負擔—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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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着一個新的復興。 

好，我們來到第一篇信息的綱要。新的復興三方面的每一方面都有兩篇信息：有
兩篇信息講到達到神聖啓示的最高峯，有兩篇信息講到過神人的生活，有兩篇信息
講到按着神牧養。今天我們要講到達到神聖啓示最高峯的時候呢，我們要來看時代
的異象。今晚盼望我們都能彀看見時代的異象。願主憐憫我們，開我們的眼睛，能
看見時代的異象。異象，簡而言之，就是神揭示給人的一幅景象。這就是異象的所
是。好，我們來到第一大點。 

壹 在神的選民中間，一直有渴望要得着復興—哈三2上，何六2，該二
7，瑪三1，四2，羅八20～22。 

你是不是有渴望要得復興呢？在這個週末，有沒有這樣的復興呢？在神的選民中
間，一直有渴望要得着復興。在哈巴谷書三章二節，兩千六百年前，哈巴谷說了這
樣的話。這一個人，哈巴谷，他代表整個選民的團體的說了這樣的話。在哈巴谷書
三章二節這裏說，耶和華阿，在這些年間復興你的工作。這乃是主的工作，需要得
着復興。耶和華阿，求你在這些年間復興你的工作。我們都需要有這樣的禱告，和
我們哈巴谷弟兄一同來有這樣的禱告。在何西阿書六章二節，這裏也說到新的復興。
他說，『過兩天祂必使我們活過來，』主阿，求你使我們活過來，『第三天祂必使
我們興起，我們就在祂面前活着。』所以我們需要活過來，得興起，並在祂面前活
着。 

關於這件事，我要從職事的書報，就是小申言者書那裏所說的，這個生命讀經裏
面講道，在這裏說一方面，哈巴谷爲着新的復興禱告；另外一方面，何西阿也說到
第二天的摧毀，並第三天使我們興起。第二天祂必使我們活過來，第三天祂必使我
們興起。就着神來看，千年如一日，這段時間可能是指兩千年。幾乎兩千年來，一
直到太子提多在主後七零年摧毀耶路撒冷之後，所有神的擺明那個時候都被摧毀。
從那一年開始，以色列百姓就失去了這個祭司體系，所有的祭壇、聖殿等等的事奉。
最後，千年國度之後，以色列要被興起來，直到他被恢復。 

所以這裏，在我們基督徒生活的原則也是一樣。在某一個時候，我們經過兩天的
荒蕪的時候，就有第三天的時間，這就表徵在復活裏這位是靈的基督。今天我們能
彀在復活裏接受這位是靈的基督，也享受祂復活的實際。如果我們有這位復活的基
督，我們就是在早晨，也就是在日出之時，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真正的復興。所以，
弟兄姊妹，第三天的實際就是這位是靈的基督。基督是那靈，我們摸着祂，就摸着
第三天的實際。在第三天，祂要把我們興起；我們就會活在祂的同在裏，我們就能
彀享受主作第三天。 

在哈該書二章七節，我們這裏引了這一處的經節。這處經節就說到，基督乃是萬
國所羨慕的。人人盼望平安，人人希望穩妥，人人盼望要有美德。你看見一個美好
的景象，爲甚麼你要去看呢？因爲你心裏有個渴望。你裏面真正的渴望就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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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真正所羨慕的乃是基督，基督是萬國所羨慕的。今天晚上祂是我們所羨慕的，
我們今晚來在這裏就是要得着祂。對不對？我們是要來看見祂，我們要得着祂，我
們要贏得祂，我們要在這裏被發現在祂的裏面，我們也在這裏要失去在祂的裏面，
我們在這裏要被祂所泡透、被祂所浸透，我們要與祂聯結、調和，甚至合併。祂乃
是我們所羨慕的；祂乃是萬國所羨慕的一位。 

在瑪拉基書三章一節，基督在這裏被稱爲耶和華的使者。施浸者約翰是耶和華的
使者，但基督也是耶和華的使者，祂在這裏從神帶給我們新鮮的信息。祂不僅是神
的使者，祂更是從神而來的信息。這就是使我們得復興的。因爲摸着基督作神的使
者，同時我們也接受祂作從神而來那個新鮮的信息。 

瑪拉基書四章二節說，『但向你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義的日頭升起，其翅膀
有醫治之能；你們必如圈裏的肥牛犢出來跳躍。』我們都需要是肥牛犢，如圈裏出
來的，在這裏跳躍着。我們怎麼可能呢？因爲我們需要享受基督作公義的日頭，祂
在我們裏面興起，其翅膀有醫治之能。祂的翅膀乃是這個日頭的光線，所以我們需
要祂在我們裏面興起，我們需要祂這個光線在我們裏面照耀；這個裏面的照耀會醫
治我們所有的死亡，把我們的死亡變爲生命，也把我們所有的不義變爲公義。所以
這就是主如何來醫治我們。 

聖徒們，我們不僅需要有復興，甚至整個受造之物都在渴望復興。這是羅馬書八
章二十節到二十二節所說的，『因爲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的，乃
是因那叫它服的，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從敗壞的奴役得着釋放，得享神兒女之
榮耀的自由。』所以，我們完全得榮耀的時候，整個受造都要進到一個新的復興裏。
整個受造都要從敗壞的奴役得着釋放，而得享神兒女之榮耀的自由。二十二節說，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一同受生產之苦，直到如今。』 

好，來到第二大點。 

貳 我們藉着時代的職事，達到神聖啓示的最高峯，時代的異象，就能進入一個新
的復興： 

一 神在一個時代裏所作特別的恢復與工作，就是那個時代的職事—參
創六16，王下二1～15。 

這裏有兩處的經節，一個是創世記六章十六節。創世記六章十六節說到關乎挪亞
的方舟，『方舟頂上要造一個透光處，高一肘；方舟的門要開在旁邊；方舟要分上、
中、下三層。』所以方舟乃是有三層。方舟表徵基督，也表徵召會作團體的基督。
所以當我們造方舟的時候，乃是在今日裏建造基督，把召會建造成團體的基督。所
以這一個方舟當然表徵基督，也表徵基督在我們的經歷裏成爲團體的基督，是有三
層，有上、中、下，一、二、三層。所以在這裏，你看見這個帳幕的三個層次，講
到我們需要所進入的深處。方舟的三層表徵我們需要達到的高處，我們需要來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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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層。聖徒們，願我們禱告，我們都能彀達到方舟的第三層，這是在我們特會裏所
要達到的。 

所以這裏方舟的三層表徵三一神，所以靈是最低的這一層，子是中間這一層，父
是最上面這一層。如果你在聖經裏，你看見靈總是把我們引到基督—子，子也引我
們到父，父是在最上那一層。如果我們要在最上一層，舉個例子來說，你有一個三
層樓的房子，毫無疑問，你大概想要住在第三層。因爲在這第三層這裏，你不會邀
請外人來到你這裏：來看看我到第三層，看我所有的祕密，我所有隱藏的奧祕。你
不會這麼作。必須這個人跟你非常的親密，才能來到你的第三層房子。同樣的，我
們若要與三一神能彀有最深、最親密的一個關係的話，祂就會把我們帶到第三層，
來把祂的奧祕、祕密，甚至隱藏的寶藏給我們看見。所以，我們需要主把我們帶到
第三層。 

在這第三層有一個透光處，或天窗，在這裏是有透光處。在希伯來文，『透光處』
這個詞的字根與中午、日午是一樣的。那就是說，你這裏在一個天窗或透光處的，
乃是在日當正午的時候，乃是你需要在父裏面。在父的裏面，在第三層裏面，我們
就會滿了光。就好像在方舟裏面只有一個窗口，一個透光處；藉着這個職事，只有
一個窗口，一個透光處，一個異象。我們需要在這個透光處這裏，我們需要在第三
層裏面，在這一個窗口之下，在這一個異象、這一個啓示，藉着這一個職事所得着
的，也就是藉着這時代的異象之下。 

好，我願意讀列王紀下二章一到十五節，這是非常美妙的一段經節。盼望我讀這
個經節的時候，你們能彀仔細聽。我們如何能彀與這個時代的職事，與時代的這個
執事，這個人，是一呢？這裏，你有以利亞與以利沙。以利亞當時是那時代的執事，
他也有時代的職事。他是這個人，也有這個工作。所以當時以利沙是跟着以利亞，
是緊緊的跟隨。在這裏，二章一節說，『耶和華要用旋風接以利亞升天的時候，以
利亞與以利沙從吉甲前行。』這些地方都是很有意義的，吉甲。然後，以利亞對以
利沙說，你留在這裏，因爲耶和華已差遣我到伯特利。以利沙說，留在這裏。如果
以利亞要以利沙留在這裏，我可能留在這。但是，以利沙卻怎麼說呢？我指着永活
的耶和華和你的性命起誓，我必不離開你。這應該是我們對這個時代的執事這個人
與這個時代的這個職事是一的態度。他這裏說，我指着永活的耶和華和你的性命起
誓，我必不離開。所以，我們十六年之後仍然說這新的復興這事，乃是因着『我指
着永活的耶和華和你的性命起誓，我必不離開你』。 

『於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二章三節，『在伯特利的申言者門徒出來見以利沙，
對他說，耶和華今日要將你的師傅提上去離開你，你知道麼？他說，我也知道，你
們不要作聲。』我們要問我們自己，我們願意作這申言者的門徒，遠遠觀看，還是
願意在主的行動的中心，就是在跟以利亞、以利沙在一起呢？這就是我們應當在的
地方，是不是？以利亞又對他說，以利沙，你留在這裏，因爲耶和華已差我往耶利
哥去。以利沙說，我指着永活的耶和華和你的性命起誓，我必不離開你。於是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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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然後以利亞對以利沙說，你留在這裏，因爲耶和華已差我往約旦河，這是第
六節。以利沙說，我指着永活的耶和華和你的性命起誓，我必不離開你。於是二人
繼續前行。申言者的門徒中有五十人也去了，遠遠的看着。你不要作這五十個人，
乃要作以利亞、以利沙。因爲他們這五十個人呢，遠遠的站在他們對面。 

『二人在約旦河邊站住。以利亞將自己的外衣捲起來擊打河水，水就左右分開，
二人走乾地而過。過去之後，以利亞對以利沙說，』請聽，『我被接去離開你以前，
該爲你作甚麼，你只管求我。』以利沙說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他說，『願你的靈
加倍的臨到我。』哦，弟兄姊妹，這應當是我們的禱告：願你的靈，這個時代執事
的靈加倍的臨到我們。『那以利亞說，你所求的是件難事。雖然如此，我被接去離
開你的時候，你若看見我，事就必這樣爲你成就；不然，必不成就。他們正走着說
話，忽有火車火馬將二人隔開，以利亞就乘旋風升天去了。』我跳到下一個經節，
所以這個以利亞的這個身上的外衣掉下來了，所以以利沙就帶着，他就回去站在約
旦河岸邊。十四節，『他拿着以利亞身上掉下來的外衣擊打河水，說，耶和華以利
亞的神在那裏呢？』我非常喜歡這個點，『（他）擊打河水之後，水也左右分開，
以利沙就過去了。在耶利哥的申言者門徒從對面看見他，就說，以利亞的靈停在以
利沙身上了。』這是不是太好了？這就是我們所要的。我們願意在今天，這件事成
爲我們的經歷。 

如果我們要與這個時代的職事是一，聖徒們需要經過四個重要的旅程。其實我們
可以這麼說，以利亞表徵舊約的時代，以利沙表徵這新約的時代。我們要進入新約
的時代，在經歷而言，我們必須經過以利沙與以利亞所經過的這些行程。以利亞，
以利沙代表，以利沙代表這個時代的職事，這個人也代表這個時代的職事。所以，
因爲以利沙看見了以利亞有這個時代的職事，他就不願意離開。他們第一個去的地
方—吉甲。吉甲就是以色列百姓第二代在那裏受了割禮、對付肉體的地方；來到伯
特利，就來到神的家這裏。伯特利乃是放棄世界、完全轉向神的地方，在那裏神爲
一切；然後他們來到耶利哥，耶利哥表徵撒但，耶利哥這個詞是咒詛的意思。耶利
哥也代表撒但，這表示我們該如何對付撒但；所以，那約旦表徵死。 

所以在這裏，我們需要對付我們的肉體。這是加拉太書五章二十四節，所以那些
已經釘死他的肉體，他的邪情與私慾都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了。第二，我們要放
棄世界、轉向神，那就是伯特利，放棄世界轉向神。第三，我們需要擊敗撒但。我
們如何擊敗撒但呢？不是藉着我們的好行爲，不是藉着作召會生活裏的好弟兄、好
姊妹；我們乃是藉着以羔羊的寶血勝過撒但。因爲乃是藉着羔羊的血，我們勝過那
控告我們的，這是基督完全的寶血。然後我們需要經過死，這乃是藉着我們認識基
督復活的大能，這是腓立比書三章十節。我們應該這麼禱告說：主阿，我們願認識
你，也認識你復活的大能。然後使徒行傳二章二十四節，因爲祂不可能被死拘禁。
所以我們摸着這件事的時候，我們就摸着復活的大能的這一位。所以因此祂是不能
被死拘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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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願意讀這一段話給你們聽，這是倪弟兄恢復職事的信息，這乃是關於跟隨時代
的職事。所以有個問題問到倪弟兄，掃羅的兒子約拿單如何揀選大衞？因爲他是在
兩個人之間，他乃是在大衞與掃羅之間，他怎麼選擇呢？那這是倪弟兄是這麼回答
的：在舊約裏，大衞和掃羅都表徵主，這兩個人表徵一個職事的兩個方面。在舊約
裏面，有許多的執事，在士師記之後，摩西之後，士師被興起，之後有所羅門王和
這些申言者，以色列人在這個之後恢復就在這裏。在舊約裏還有許多不同的職事，
在每一個時代，就是有那個時代的職事。這個時代的職事與這些本地的這個盡職的
人不一樣。路德乃是那個時代的執事，達祕也是那個時代的執事。在每一個時代裏，
主都有一些特別的事，祂所要成就的，祂有祂自己的恢復，祂自己的工作要作。祂
在一個時代裏所作特別的那個工作和所要恢復的，也就是那個時代的職事。約拿單
乃是站在大衞和掃羅之間，他是一個站在這兩個職事之間。他在這裏所作的，應該
跟隨着第二個職事，因爲大衞是當時那個時代的職事。但是因着拿單與他第一個職
事太深了，所以他在這裏並沒有使他自己從那個關係中脫出來。所以，如果我們要
跟得上這個時代的職事，就需要看見異象。米甲是嫁給大衞的，但是她沒有看見；
她只看見大衞在神面前的光景，她就受不了，因此就跟不上。（撒下六16，20～
23。）（《倪柝聲文集》第三輯，倪柝聲恢復職事過程中信息記錄，第二十五篇同
工聚會（二十五）—破碎與職事）。乃是因着神的憐憫，一個人能彀看見並與這個
時代的職事接觸完全是一件事。有人能彀有這樣的膽量，能彀放棄已過的職事，能
看見這件事是蒙福的，能彀接觸到這個職事也是蒙福的。一個人能不能把他已過的
職事放在一邊，完全是在於神的憐憫，完全是在於神的憐憫啊。 

所以聖徒們，我有一點的見證。當我剛進到主的恢復的時候，這個弟兄當時在照
顧我。我以爲聖徒都愛主，我不太認識召會生活，他們都站起來作見證。有一次，
Benson（本森）弟兄站起來，當時我不認識本森，本森交通了很久。我說，哇，爲
甚麼這個弟兄交通那麼久呢？因爲我當時並不認識本森弟兄，我不知道有的弟兄可
以講得久一點，是可以盡職的。當時照顧我的弟兄就對我說，他說，Ed弟兄，你看
見那個弟兄麼？他所說的完全是李弟兄所說的。當他這麼說的時候，有一個東西在
我裏面亮起來，我說，我要完全像他一樣。然後之後我就發現本森從那裏得着他的
『貨』。那就是在後面有這個書房，在那裏有倪弟兄、李弟兄所有的書放在那裏，
這是本森弟兄從那裏得着這些話可以說的。所以，這方面就因着這樣的蒙福了。所
以，我們需要看見這時代的職事，也與這個時代的執事這些人是一。所以在這裏也
就有這個時代的異象。 

二 每一個時代都有那個時代的異象，我們必須照着那個時代的異象事
奉神—箴二九18，徒二六19，弗一17，三9。 

保羅在使徒行傳二十六章十九節，他說，『亞基帕王阿，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
上來的異象。』他說，我沒有對雅各或約翰，違背他們，我沒有違背彼得。他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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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說，我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這個異象在這裏管治他，控制他，限制他，
甚至支配他。 

三 神的話向我們啓示，祂在每一個時代，只給人一個異象： 
1 我們今天要事奉神，我們的異象就必須從創世記裏亞當的第一個異

象，一直延展到啓示錄裏約翰最終的異象。 
在臺灣故宮博物院裏面有一個非常長的一個圖，那是很長，我不知道有多少尺。

我手中有一個翻版，一個很小的，但是我找不到。但是那就是最少二十尺長。那是
很長的一幅圖，就是清明上河圖。這是清明上河圖。我告訴你，弟兄姊妹，我們有
我們的清明上河圖。我們的清明上河圖的延展是從那裏呢？乃從亞當在創世記裏的
第一個異象，一直到在約翰啓示錄裏的最後的那個異象。 

2 今天我們能同心合意，乃是因爲我們只有一個異象，就是今時的、承
受一切的異象，也就是神永遠經綸的異象—伯十12～13，參弗三9，
提前一3～4。 

我們知道在約伯記這卷書裏面，約伯並不知道自己所經歷的是甚麼。但是在約伯
記十章十二和十三節，在他所有的意見裏，他說了一些相當好的話。他說，『你將
生命和慈愛賜給我，你的眷顧也保守我的靈。』但這裏他說，『然而你待我的這些
事，早已藏在你心裏；我知道這是你的意思。』約伯知道在神裏面，是隱藏在祂心
裏，有神的意思。他經過所有這些試驗、苦難和所有環境，就像我們一樣的，但是
神有祂心意。 

我們需要來到以弗所書三章九節，以弗所書三章九節說，『並將那歷世歷代隱藏
在創造萬有之神裏的奧祕有何等的經綸，向眾人照明。』所以，甚麼是隱藏在神裏
面關乎於我們的呢？就是神的經綸。這件事爲甚麼發生在我們身上？到底我們身上
發生甚麼事啊？乃是因着神要把祂自己分賜到我們裏面。所以我們所經歷的每一件
事都是爲着神家庭的管理，不是在道理上，乃是在經歷上，祂要把祂自己分賜到我
們的靈、與魂、與身體裏，甚至是我們全人，以祂自己浸透我們，使我們成爲神。
好，我們來到第三大點。 

叁 彼後一章十二節的『現有的真理』，也可譯爲『今日的真理』： 
一 所有的真理都在聖經裏，卻因着人的愚昧、人的不忠心、人的失

職、人的不順服，以致許多真理都失落了，向人隱藏起來—參王下
二二8。 

列王紀下二十二章八節，在這裏，列王紀下，在這裏有一個非常好的王，他的名
字是約西亞。他八歲的時候…希勒家…他二十六歲的時候，他就要把聖殿修飾起來。
當時聖殿裏滿了偶像，許多事情都破舊不堪。所以他要把這些墮落的情況裏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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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裏，他就叫他的祭司和文士來在這裏。在這裏是這麼說的，當他們正在重建這
些事情的時候，所有人在清理這些廢墟的時候，大祭司希勒家對書記沙番說，我在
耶和華殿裏得了律法書。讚美主。希勒家將書遞給沙番，沙番就讀了，然後就交給
了約西亞，約西亞就讀了這個聖經。所以，現今的這個真理，這一個現有的真理，
今日的實際，時代的職事，時代的興起，是從那裏開始呢？乃是在我們發現聖經開
始。這就是爲甚麼我們需要讀聖經，我們需要寶貝聖經。所有都是從聖經開始的，
我們所說的都是根據聖經。 

二 這些重新顯現的真理，並不是神的新創造，乃是人的新發現；每一
個主的工人都需要在神面前求問，甚麼是現有的真理。 

三 神的真理是積蓄的，而不是推翻已往；我們今天所看見的，都是累
積神的啓示。 

四 但願神恩待我們，叫我們不作『現有真理』的落伍者；但願我們儆
醒，不讓肉體滲入，不讓自己有地位。 

聖徒們，我們看見這些累積的真理，是怎麼看見的？乃是從亞當一直到約瑟。你
在這裏，你看見亞當，在這裏就是生命的異象，豫言要女人的後裔。所以在這裏也
講到，從羊這裏得着羊皮、動物的皮遮蓋他們，使他們能彀經歷基督的救贖。所以
在這裏，亞當，你看見神的救贖。然後來到亞伯身上，亞伯乃是照着他父母的形式
來敬拜神。所以他的父母得着了異象，他就承繼那個異象，所以亞伯也就藉着犧牲
獻上祭物，使神心滿意足。這就是神救贖的道路。但是乃是從他的父親亞當在這裏
承受的，所以這是累積的。以挪士，以挪士的意思就是脆弱、輭弱的人，乃是在這
裏，他，以挪士呼求主的名，被神拯救來享受神的豐富。你是不是很喜樂這裏有一
個人在這裏呼求主的名呢？讚美主！以挪士不僅呼求主的名，以挪士來承繼亞當、
亞伯所有的。然後有以諾，以諾乃是與神同行的人。他是與神同行，以神爲他的中
心以及一切，他乃照着神的啓示作一切的事。所以以諾承受以挪士的，所以以諾乃
是承繼亞當和亞伯的這個啓示。你來到這裏，挪亞，所有在這裏你有同行者，你有
同工者。挪亞這個與神同工的人，也是與神同行的人。你可以看見這些經節。所以
在這豫表的事上，挪亞建造方舟，乃是在我們的經歷上建造基督，把召會建造成爲
團體的基督。然後你有亞伯拉罕，那亞伯拉罕也是因信稱義。他憑信而活，與神交
通而活。所以，當然亞伯拉罕乃是承繼了挪亞所有的，以諾、以挪士所得的，亞伯
所有的，也承繼了亞當所有的。所有你有以撒，以撒乃是一個享受者。他只享受恩
典，他承繼了所有他父家的豐富，是爲着神的安息和滿足。所以同理，以撒接受了
所有這些累積在他之前之人的啓示、先祖的啓示。所以在這裏，你有九個弟兄。李
弟兄當時叫，在這裏，在這裏展示他們九個，要彼此擺在對方的肩膀上。如果這裏
有九位弟兄，就給他們看見，這裏啓示乃是累積的。然後你有雅各，雅各是揀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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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並且在生命的成熟。雅各乃是藉着恩典在生命中作王。當時全地都是蒙
了…就有食物，藉着約瑟掌權。這就是基督藉着承受一切而祝福。所以，約瑟承受
雅各所有的，以撒所有的，亞伯拉罕有的，也是前面所有的這個。然後你看看以利
亞、以利沙，所有這些就是以利亞所有的，等等等等。 

所以你來到召會的歷史這裏，你來到召會歷史，你就看見路德馬丁恢復了因信稱
義，這是在第十六世紀；然後我們來到十七世紀的時候，我們看見蓋恩夫人等等，
恢復了基督內裏生命這一方面；來到十八世紀，我們有新生鐸夫，然後之後這個爵
士，他就恢復了召會生活，並且也看見這個靈裏的合一；然後十九世紀，我們來到
弟兄會，弟兄會來到了十九世紀就恢復了許多聖經中的真理；來到二十世紀，我毫
不羞恥的說，倪柝聲與李常受弟兄被主興起，在二十世紀恢復了關於基督與召會的
真理與經歷。我們看見這件事，也看見聖經中這個盒子裏的鑽石。我們等一下再讀
過綱要的時候就可以看見，這盒子裏的鑽石是甚麼。其實我們現在就要來到看這個
鑽石是甚麼。當你還小的時候，你喜歡盒子過於鑽石；但是我需要寶貝這盒子裏的
鑽石。好。 

肆 神所賜給我們神聖啓示的最高峯，現有的真理，乃是神永遠經綸的
啓示： 

我們就着神永遠的經綸首先所看見的，是甚麼？乃是神，乃是這一個經過過程旅
行的旅程的三一神。我們的三一神經過永遠，經過已過的永遠到將來的永遠，經過
了一段時間的橋梁。 

一 解釋神永遠經綸的這整本聖經，乃是三一神的自傳，見於永世的兩
個段落之內，以及時間的橋梁之上： 

所以，整本聖經乃是這位神永遠經綸的解釋，也就是三一神，乃是三一神的自傳，
見於永世這兩個段落之內，以及時間的橋梁之上。所以，三一神的自傳就是我們的
自傳。所以我們經歷祂的傳記的時候，就在寫我們的自傳。這是不是太奇妙了呢？
這乃是，今天晚上不知道我們感覺怎麼樣。我知道，我感覺很好。我只要看看啓示
錄二十一章二十二節，我們的結局是太好了，因爲我們要成爲新耶路撒冷，我們要
被建造起來成爲新耶路撒冷。 

1 在舊約裏，那從已過永遠就有的獨一而三一的神，只間接的同着人，
並在人中間行動—約一1、3。 

2 祂從永遠來到時間裏，並且帶着神性進到人性裏，成爲成了肉體的
神，使祂直接在人裏面行動，見於四福音書，爲着完成祂法理的救
贖—14、29節。 

在這裏講到法理的救贖，聖徒們，我們非常寶貝這個，因爲這個乃是神救恩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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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卻不是神救恩的目的，乃是神救恩的手續。法理的救贖包括罪得赦免，赦罪，
洗罪，有神稱義，與神和好，我們有地位上的聖別歸給神。我們有這五件事，這是
與法理救贖有關的。然後這就來到第三小點。 

3 祂在復活裏成了複合的神，就是包羅萬有，賜生命的靈，見於使徒行
傳和書信，爲着完成祂生機的拯救—約一32、42，林前十五45下，
腓一19。 

在我們靈裏的神就是複合的神。我們從這裏帶來的，我應該把這個經節，這是出
埃及記三十章二十到二十五節，這裏講到複合的膏油，這是由橄欖油，沒藥，乳香，
桂皮，菖蒲。所以這就講到基督的，肉桂講到基督死的功效和甜美，菖蒲表徵基督
復活的寶貝，桂皮就講到基督驅逐的這些大能…我沒有時間講到所有這些。所以你
看見這位包羅萬有，這就是所有的這個是一個複合的膏油。祂是在我們的靈裏，祂
能彀應付我們一切的需要。 

所以祂是這位包羅萬有的靈，見於使徒行傳和書信爲着完成祂生機的拯救。所以，
聖徒們，祂生機的救恩就是神救恩的目的。我們在這裏所需要認識的這個生機的救
恩也就是成爲神。或許今天晚上在講到成爲神這件事，就是，也就好像茶化一樣，
成爲神或神化，就像茶化一樣。如果把這個茶袋放在這個水裏面，你就看這個水就
要成爲茶了，就成爲有茶的素質，茶的味道，甚至茶的香味、氣味都是成爲茶。如
果我把這個水稍微搖一搖的話，就更快的成爲茶，就成爲茶。所以在這裏呢，神就
好像這個茶袋一樣，我們在這裏要茶化或要成爲茶，我們在這裏不是得着茶，而是
得着神要成爲神。我們在這裏，在神的生命、性情上，而不是在神格上，我們在這
裏是不受敬拜的。就好像茶，要這個茶，這個水有茶的這個性情和味道，但卻不是
茶袋。因爲在這裏，因爲這個神的神格是不可有分的，但是我們在這裏呢，卻有分
於神的生命、性情，是我們可以有分的。所以，我們如果受敬拜這是不對的，這是
異端；但是我們卻是在生命、性情、在素質、元素和功用上都成爲神，這乃是藉着
祂生機的救恩。 

所以在羅馬書五章十節乃是說到祂生機的救恩，在這裏乃是藉着基督，祂兒子的
死與神和好，這裏我們就更要，更要甚麼呢？我們乃是在祂主恢復裏更要的這一班
人。我們，因此我們就更要在祂的生命中，旣與神和好，就更要在祂的生命中得救
了。我們乃是在祂的生命裏，藉着祂生機的救恩得救，乃是藉着祂生機的拯救而得
救。在這裏熱水和茶袋，我在這裏舉這個例子的時候，你想想看，我如果這裏有一
個茶水，茶袋，我乃是藉着這個水被調起來，所以這個茶就越滾，這個水越滾，你
在這裏情況越多。一個孩子你就更被調起來，兩個、三個、四個，四個孩子又加一
隻小狗，兩輛車，哎呀，事情越過越複雜。你就不斷的在那裏呼求主名，在這裏禱
讀主的話，你就來到聚會裏，你就在這裏就成爲神了，就所謂的成爲神了。所以這
是非常好的。是不是？所以甚麼是成爲神呢？甚麼是生機的救恩呢？乃是經過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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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牧養，也就是經過性情上的聖別，也就是經過更新，也就是經過變化，也就是
經過建造，也就是經過模成，也就是經過達到得榮，那個時候我們身體要完全得榮，
我們身體的死要被生命所吞沒，吞喫掉了。 

好，時間要注意點，我要繼續看第四小點。 

4 由於召會的墮落，祂成了加強的神，就是七倍加強、賜生命的靈，見
於啓示錄一至二十章，爲着產生得勝者—一4，三1，四5，五6。 

祂原乃是三一的神，是三一神，祂是成肉體的神，祂是複合的神，祂現今乃是加
強的神，就是七倍加強、賜生命的靈，見於啓示錄一至二十章，爲着產生得勝者。
祂被加強七倍，爲要把墮落的召會帶回到對祂自己的享受裏。這裏我們要享受祂這
生命樹、隱藏的嗎哪，作爲筵席，爲着神永遠經綸的最終的終極完成。所以神乃是
在這裏被加強了，要把我們帶回到對祂的享受裏。所以我們需要享受主，然後能彀
與這位加強的神合作，就能彀成爲祂的得勝者。 

所有這些經節都是在啓示錄，給我們看見神七倍加強的靈。在啓示錄四章五節說
到，有，在這裏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着，這七燈就是神的七靈，祂在這裏奉差遣往
全地去，執行神的行政和政策。啓示錄五章六節，他這裏看見羔羊的七眼。這羔羊
的七眼也就是神的七靈，祂主要是爲着傳輸。這個聚會乃是一個傳輸的聚會。你怎
麼被祂的這個人位注入呢？乃是藉着看着我。我很喜歡人在我說話的時候看着我，
因爲你就會被我這個人所傳輸、注入了。你一笑，我就知道你被我注入了。我們需
要主來看着我們，我們需要專注於祂，定睛於祂。 

好，我們來到第五。 

5 在將來的永遠裏，祂乃是團體的神，新耶路撒冷，見於啓示錄二十
一、二十二章，爲着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之三一神與重生、變化並
得榮之信徒那宇宙、神人的大合併這個神永遠經綸的目標—約一
51，啓二一3、22。 

這不是說我們在神格裏成爲神。這團體的意思乃是說到祂與我們合併，祂住在我
們裏面，我們住在祂的裏面，祂是我們的住處。祂也是我們的住處，我們住在祂裏
面，祂住在我們裏面。當你看見了祂的時候，你就看見我們；你就看見我們的時候，
你就看見了祂。祂乃是這位團體的神作爲新耶路撒冷。 

所以聖徒們，關於新耶路撒冷，奇妙的點就是，我們可以這麼說，新耶路撒冷，
我要很快的講過，乃是神聖啓示關乎於伊甸園的應驗與對應，這是關於這伊甸園的
應驗與對應。所以，創世記一章二節與啓示錄一章二節是相呼應的。所以在這裏你
看見，創世記一章二節是在罪之前；啓示錄二十一、二十二章是罪之後。你看見創
世記一章、二章，你看見人應該有神的形像彰顯神、代表神；你來到啓示錄二十一
章、二十二章的時候你看見，二十二章十一節你看見這個城呢，她乃是基督的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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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神的榮耀，她有神團體的彰顯，看見她的光好像碧玉一樣。啓示錄四章三節，
你看見坐在寶座上的，就好像，看起來像碧玉一樣。所以你看見這整座城乃是透射
的，乃是把三一神的光透射出來，在神的形像上彰顯神。啓示錄五章，你就看見這
裏你有管制權。在這裏不管你怎麼樣，我們要永永遠遠作王。這是的確真實不過的
一段話，我們是要永永遠遠的作王，這就完成了神的定旨。所以在這裏，在創世記
二章九節，你看見生命樹作爲神經綸的中心；啓示錄二十二章二節，你就看見生命
樹。創世記二章十到十四節你看見生命水的河，來到地的全地；啓示錄二十二章一
節，你看見生命水的河，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創世記二章十一節和十二節你
看見有三個寶貴的材料，乃是在這個金，而且好像珍珠一般這個寶石，乃是一個寶
貝的石；啓示錄二十二章一節，你看見是金、珍珠和寶石。所以同樣的，這是在創
世記二章跟它是相呼應的，而且是相同的。在創世記二章二十二節你看見金乃是爲
着產生一對夫婦，這對夫婦乃是一個團體、偉大的神人。你再見亞當的肋旁被打開，
從他肋旁取出來一個，又把這個肋骨造成一個女人。這個肋骨表徵基督那不能折斷、
不能毀壞之永遠的生命。神在這裏作甚麼呢？祂乃是要建造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就
是新耶路撒冷。祂把祂自己建造到我們裏面，好使我們能彀成爲祂的新婦，也能彀，
使我們能彀成爲在宇宙中終極的夏娃。這就是神聖啓示在關乎伊甸園的一個應驗，
並且是一個對應。 

第六點，我們應該知道神中心的啓示和主的恢復是甚麼，用一句話來說它的話，
這話就是告訴我們這件事。我們一起來讀第六小點： 

6 因此，神中心的啓示和主的恢復，就是神成爲肉體，這肉體成了賜生
命的靈，這賜生命的靈又成了七倍加強的靈，爲要建造召會，成爲
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 

這是不是太榮耀了？好， 

二 神成爲人，好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爲神，這是整本
聖經的要素，是聖經這『盒子』裏的『鑽石』，也就是神永遠的經
綸—創一26，約十二24，羅八29： 

盒子裏的鑽石，我要從職事的話裏讀幾段引用的話，我們寫過一個小册子，就是
Ron、Carry、余弟兄和我，我們叫它《神經綸的最終極的目標》。那有人在這裏有
一個毀謗，講到盒子裏的鑽石，他想要用盒子來反對鑽石，這是不是再可笑不過了？
我們需要寶貝盒子裏的鑽石，而不是這個盒子。 

《基督徒生活》，在英文是126、127（頁）：在耶利米書裏面，我指出在神的約
裏面，我們在祂的生命和性情上成爲神，但不是在祂的神格上，這乃是因着我們是
由神而生。狗生狗，獅子生獅子，人生人。你父親是人，你是由父而生，你是不是
人呢？作爲基督的信徒，我們是由神而生，我們由神所重生，神是我們的父，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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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祂的兒子。因着我們的父是神，我們這些兒子是甚麼？子也必須在生命和性情上
與父神是一樣的。我們是由神而生，成爲神的兒女，最終當基督要使我們與神在生
命上、性情上完全一樣。然而我們沒有一個人能彀在神格裏成爲神，我們不能成爲
敬拜的對象。一個家裏惟有父有父的身位、父格，但是兒子們並沒有父的身分。只
有一位父，有許多的兒女。父親是人，兒女也是人，因爲在這裏只有一個父親。同
樣的，父神是我們惟一的父神，我們是祂的兒女，卻在生命與性情上與祂有同樣的
性情。早期的教父用這個詞『成爲神』來形容信徒們在有分於神的生命和性情，卻
不在神格裏有分。我們人需要成爲神，要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爲神。但如果說我們在
祂的神格裏成爲神，是異端；我們不是在神格上成爲神，而是在生命、性情、元素、
素質和形像上成爲神。 

我只要讀很短的這一位，亞他那修就是早期教父之一，論到關乎基督祂成爲人，
使我們能成爲神。他在這裏…話成了肉體，好使我們能彀有分於靈的人能彀成爲神。
這就是神在地上行動的原則。神的行動乃是在人裏面，神的行動也是藉着人。請聽，
我們或許在這裏想，到底甚麼是神的行動？很簡單的說，神的行動就是要使人成爲
神，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爲神，但當然完全不是在神格上成爲神。這就是聖經裏
這盒子裏的鑽石。好， 

1 神藉着成了肉體而成爲人，有分於人的人性；人藉着變化而在生命和
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爲神，有分於神的神性—約一14，林後三
18： 

當我們講到『有分於』的時候，就是我們有分是爲着享受的。 

a 有分於神的生命—約三15，十10，西三4，羅八10、6、11。 
首先，我們有分於神的生命。我們有分於神的生命是爲着我們的享受。當我們重

生的時候，我們重生的時候就接受了另外一個生命。羅馬書八章十節說，我們的靈
是生命，奏厄。奏厄就是永遠、神聖、神非受造的生命。當我們重生的時候，最少
我們裏面三分之一是奏厄，就是永遠的生命。這是非常大的一個好消息，我們應該
非常喜樂。不管你感覺如何，你的靈是奏厄。當我們心思置於靈的時候，我們的心
思就成爲奏厄，就成爲奏厄與平安。這就甚麼？新耶路撒冷乃是生命的城，就是奏
厄的城。在這裏，你有生命水的河，你有生命樹，你也有生命的光。所以這座聖城
同時也就是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她的根基就是平安。所以你在這裏有生命的城，
也是平安的城。當你的心思置於靈的時候，你的心思就成爲生命、平安，換句話說，
你的心思就成爲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這是不是太好了？ 

不僅如此，羅馬八章十一節說，『然而那叫耶穌從死人中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
們裏面，』請聽，『那叫耶穌從死人中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裏面，那叫基督從
死人中復活的，也必藉着祂住在你們裏面的靈，賜生命給你們必死的身體。』我不



二○一五年國殤節特會-需要新的復興-講台信息 14 
 

知道你們感覺如何，我覺得你們的身體阿，這個比進到這道門之前有更多的生命。
我知道這件事，是因爲我們在這裏這段時間有分於神的生命。 

b 有分於神的性情—弗一4，彼後一4。 
好，我們需要有分於神的性情。這就是我們神聖的權利，就是要有分於神的性情，

這是我們神聖的權利。你知道啓示錄二十二章十四節，那洗淨自己的袍子，得喫生
命樹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有權利可以進到城裏。我們能彀進到這個城裏，有權
利，因爲我們乃是因着基督的寶血，我們就能彀進到這個城裏來喫這生命樹，喝生
命水。我們能彀有分於神性，也能彀進到這座城，也就是三一神與三部分人調和的
終極完成。這是不是太好了？所以你需要操練你神聖的權利，來喫生命樹，來有分
於神的性情。我們也有分於神的性情，彼得後書一章四節，我們乃是在這裏有分於
神的性情。有分於神的生命就是要得着重生，有分於神的性情，就是要被聖化或聖
別。 

c 有分於神的心思—弗四23，腓二5。 
就是要在我們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這是以弗所書四章二十三節。這裏說到你們

調和的靈乃是擴展到我們的心思裏面，成爲我們靈的心思。所以在這裏我們有分於
神的所是，這就是變化。在這裏說到我們乃是被變化成祂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
甚至像從主靈變化成的。這是甚麼意思呢？從榮耀到榮耀的意思就是從一種程度的
榮耀到另外一種程度的榮耀，這也是說到，我們從一種程度的主靈到另外一種程度
的主靈。所以主靈乃是在我們裏面增加。 

d 有分於神的所是—林後三18下，弗三8。 
當祂在我們裏面增加的時候，我們就能彀有分於祂的所是，有分於祂的榮耀，祂

的榮耀也在我們裏面增加。當我們觀看、返照祂，當我們在這裏心帶着沒有帕子遮
蔽的臉觀看他，這件事就必成就。 

e 有分於神的形像—林後三18上，羅八29。 

乃是藉着模成所成就的。我們能彀模成祂兒子的形像，這是藉着各樣的事。祂使
萬事互相効力，叫那些愛祂的人得益處，就是祂照着祂旨意所蒙召的人。甚至在這
裏，神叫萬事互相効力，叫…得益處。那裏的益處，就是要我們能彀模成祂兒子的
形像。這個益處就是要模成神兒子的形像。 

好，我就說這麼多，要留時間給大家作見證。 

f 有分於神的榮耀—30節，來二10。 
這就是得榮。希伯來書二章十節說，基督是我們救恩的創始者，祂要帶許多的兒

子進到榮耀裏去。祂甚至在今天晚上要把我們進到祂的榮耀，就是帶到神團體的彰
顯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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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有分於神兒子的名分—弗一5，羅八23，來二10～11。 
h 有分於神的顯出—羅八19。 
受造之物正在專切期待着，熱切等候神的眾子顯現出來。所以我們在這裏要有分

於神的顯出。 

i 有神的樣式—約壹三2。 
這裏說，我們曉得祂若顯現，我們必要像祂；因爲我們必要看見祂，正如祂所是

的。 

j 成爲神類—神的種類—約一12，羅八14、16。 
好，來到j，我很希望你們在j裏面稍作更改。它這裏說成爲神類—神的種類。李

弟兄在這裏繼續往前的時候，李弟兄更進一步的說到這個，之後他在這裏寫的時候，
這就是我要爲甚麼這樣的改變。之後第二篇信息，李隆輝弟兄會講到，在這裏講到
成爲神人類，成爲神人類。請加『人』，神人類，神的種類。萬物造的各歸其類，
一切東西所造的都各歸其類，但是人受造乃是照神類所造，乃是按着神的形像造的、
神的樣式所造的，所以乃是照神類所造的。但是人墮落之後，神所被造的這個神類
就成爲人類。人類是墮落的，墮落的神類就成了人類。所以你跟得上我說嗎？藉着
主祂經過釘十架，爲人生活，死與復活。在約翰福音十四章二十節，到那一天，你
們就知道，我在我父裏面，你們在我裏面。到那日，祂就產生了神人類，約翰福音
十四章。在這裏，我們乃是一個新的種類，我們乃是新的種類的。我們若認識的話，
我們就能彀過神人的生活，我們乃是神人類。 

2 這神、人的羅曼史，乃是整本聖經的主題，是神經綸的內容，也是整
個宇宙的祕密—歌一1，六13： 

所以也就是剛剛講到成肉體的神，複合的神，加強的神，團體的神，所以這就是
神與人之間一個神聖的羅曼史。這是在歌中之歌所看見的，這也就是整本聖經的主
題，是神經綸的內容，也是整個宇宙的奧祕。歌中之歌六章十三節，呼召、尋求主
的這個書拉密女，書拉密女就是所羅門的陰性的稱呼。所以在這裏，這位尋求者竟
成爲書拉密女，也就成爲所羅門的配偶，所羅門的複製。藉着愛主，全心、全魂、
全力、全魂愛主，我們就成爲…主耶穌阿，我們愛你的這一班人呢，我們就成爲祂
的複製，祂的對耦，祂的配偶，甚至祂完滿的彰顯。 

李弟兄在這裏是說了這一句話，他說到，他很關切神聖啓示的高峯在我們中間只
是成爲一個口號。但是他說，要怎麼樣不成爲口號的話，我們就需要與主之間有個
人、私下、親密、屬靈的關係。所以我們需要與主之間禱告：主阿，使我與你之間
有一個個人的關係，使我與你之間有一個親密的，與你有一個私下的關係，與你有
個個人的關係。所以這個私下，在馬太福音六章六節，當你禱告的時候，你要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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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密室裏，在這裏向你在隱祕中的父禱告，把你的門關上，在隱祕中的父必看見
並回報你。所以在這裏你就看見密室，隱祕。 

所以在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三節，主在這裏餧養，食飽了五千人，祂沒有留在祂
行神蹟的這個榮耀。我在這裏餧養了這個五千人，一萬人。祂留在這裏，留在祂這
個享受的裏面。不是，而是主叫這些羣眾離開，也把門徒送到對岸，祂就私下的到
山上禱告，所以祂就上了山上在這裏禱告。祂在這裏的禱告，祂作爲一個人，完全
與父神是一，祂能彀在這裏實行神的國，好使神的國能彀降臨在地上。所以我們需
要私下的向父，與主一樣同樣的這樣的禱告。 

在這裏說到書拉密女，書拉密女這時說，你回來，你們爲何要觀看書拉密女呢？
觀看這兩營軍兵跳舞呢？這兩營的軍兵跳舞的意思是表示我們在這裏是得勝者，是
像書拉密女一樣得勝的。所以在創世記三十二章二節，在這裏，雅各在這裏要面對
以掃的時候，他非常懼怕以掃。然後耶和華的使者在這裏，他就稱那個地方爲瑪哈
念，也就是兩個地方，因爲在這裏神的天使在這個兩個營這裏。他在這裏就把他的
妻子、兒女分作兩隊，或兩營的軍兵。這些呢，乃是這些，乃是輭弱的這些女人和
孩子。這意思是甚麼？就是講到得勝者乃是這些輭弱的，依靠主成爲一切。如果你
是一個輭弱的人，你完全是無助的人，其實你就是最好的對象，要成爲得勝者最好
的對象了。因爲你在這裏，需要在一切的事上依靠主。 

a 基督是神又是人，愛祂而得了變化的人是人又是神；二者在生命和性
情上相同，彼此完全相配。 

b 三一神終極完成爲丈夫，三部分的人變化爲新婦，二者要成爲一對
夫婦，一個團體至大的神人—啓二一2、9。 

3 神與人要成爲一個實體，而那一個實體乃是神性與人性的調和，終極
完成於新耶路撒冷，就是整本聖經的總結。 

一齊來讀第五大點： 

伍 『我盼望全地眾召會的聖徒，尤其是同工和長老，都看見這啓示，
然後起來禱告，求神給我們新的復興—一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復
興』—歷代志生命讀經，一七頁。 

聖徒們，作爲結語，我盼望讀一些話，盼望你們注意聽，這是非常寶貝的。這是
李弟兄的見證，講到他如何緊緊跟隨這個時代完成的職事。他是這麼說的：自從有
這個搆上時代的異象，我們應該緊緊跟隨。我們完全不是跟隨一個人，乃是跟隨這
一個異象。如果我們說我們是跟隨某一個人，是大大的錯誤；我們在這裏乃是跟隨、
有分於這個時代的異象，這是神終極的異象。 

主的恢復乃是藉着我們親愛的倪弟兄帶給我們的，因着這個，他就成爲攻擊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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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在一九三四年，他在杭州結婚的時候，有人就拿起這個機會要挑起一個風波，
他非常的悲傷。有一天我去安慰倪弟兄，你怎麼可能安慰倪柝聲弟兄？你該怎麼作？
你們能說，哎，快樂一點吧。那是不行的。那李弟兄是怎麼說？李弟兄乃是說了一
些話，跟我們天然人的觀念是完全不一樣的。他說，倪弟兄，你知道在我們兩個中
間，我們兩個之間是沒有任何天然的關係。我走這條路或者傳你這段話，不是因着
我與你之間天然的朋友的關係。我們兩個乃是南轅北轍，我是北方人，你是南方人。
今天我在這裏走同樣的路，不是因着我跟隨你這個人，我乃是跟隨你走的這條道路。
甚至有一天就算你不走這條路，我還要走這條路。我這麼說，因爲這個風波影響了
一些人，他們不再走這條路了。換句話說，有些人，很多人只是跟隨一個人。有人
好像改變了，所以人好像改變了，人就轉離、偏離了。我跟倪弟兄說，有一天就算
你不走，我還要走這條路。我走這條路不是因着你，我也不是因着你離開這條道路，
因爲我看見了，這乃是主的道路，因爲我看見了異象。這是不是太好了，聖徒們？
我們走這條道路不是因着任何一種人，我們也不離開這條道路，因着任何人離開，
也不因着任何人跟隨。很可惜的，有位弟兄離開主的恢復。他說，我爲着跟隨一個
人而悔改這些日子來。如果他這些年來跟隨人，他就真得需要悔改。我們乃是跟隨
異象。 

好，我再讀一段：五十二年過了，我一點都不後悔我所過的。在已過的五十二年
間，我看見這個風波一次又一次的重複，有些人進來又出去。背景改變，另外一個
事情來了就完了。從臺灣的工作開始，我們看見了很多這些主要的風波，甚至我帶
得救的人，經過我親自訓練的人，都離開了主的恢復。但是這個異象從來沒有改變。
人的確會改變，那些跟隨異象的人也改變了。我願意從我心底說一些非常儆醒、警
告的話。因着主的憐憫，我能彀把這個異象帶給你們，我們乃是在這個異象之下。
我盼望你不是跟隨我這個人，乃是因着主的憐憫，你們乃是跟隨我所給你們看見的
這個異象。 

聖徒們，我們弟兄在一九九七年到主那裏去之後，我們仍然在主的恢復裏，這是
不是太好了？爲甚麼我們還能在這裏？因爲我們乃是在這裏跟隨這個神永遠經綸的
這個異象。這也就是聖經裏面盒子裏的鑽石，就是神成爲人，爲要使人在生命和性
情上，而不在神格上成爲神，爲要產生、建造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
這就是聖經裏面這個盒子裏的鑽石。 

我們跟坐在旁邊的禱告一分鐘左右，我想弟兄們會告訴我們之後要怎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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