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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達到神聖啓示的最高峯（二） 

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成爲神， 

以產生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 
爲着新的復興，讚美主！當我們說到復興的時候，特別講到新的復興，我們所說

的意義並不在於挑旺、挑動、挑動人的魂、或者興奮之類的事。我們在這裏所說的，
乃是講到一個內在的加力，內在的活力。這乃是因着我們看見甚麼是在神心頭上所
要的，也因着我們看見了神永遠的經綸，以及我們人生的意義與存在的價值。因此，
我們知道要如何生活來執行、實現這樣的一個領會。除了這個之外，這裏還有一個
內在的加強，內在的加力，這就是我們稱之爲新的復興。我們的弟兄期盼這樣的復
興，在召會歷史上是從所未見的。雖然在召會歷史裏有過許多的復興，但是卻不是
在這一方面就着這一面意義的復興。 

今天早晨我們的負擔，乃是要進到這樣的呼籲裏面，就是要呼籲，要得着一個新
的復興以結束這個世代，把主帶回來，終極完成神的經綸。 

異象的確是需要，是這個復興的根基。如果沒有這樣的看見，所謂的復興就很可
能是短暫的，是一種的興奮。因此，我們要有一個看見，一個異象，需要一個清楚
看見這個神聖啓示的高峯，是再關鍵不過了，這會加強我們裏面的人，這會加力給
我們的靈，使我們能彀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要，得着在前面所要得着我們的。所
以這第二篇，兩篇信息是講到達到神聖啓示的最高峯。我們達到了麼？一面，就着
我們一些在主恢復裏相當久的人，一段時間的人，我們已經聽過了這樣的話。自從
一九九四年李弟兄把這個寶貴的信息向我們打開之後，我們聽過了，多少有些領會。
我要說因着主的憐憫，我們也接受了，當然有些人並不接受，而離開了。有些因着
不同意而被絆跌，他們認爲這樣的說法是異端。要我們說到人能成爲神，是說的太
過了。但是因着主的憐憫，我們多少都接受了一些的光照，來認識這不是李弟兄的
話，這乃是神的話，這乃是神聖的啓示。就算我們聽過了，領會了，也接受了，但
是我們要如何對待這些事呢？我們作的並不多，我們卻仍然留在以前的光景中。我
們有更高的一些辭句，更高的發表，但是如果我們在主面前，就像我在主面前一樣：
『主阿，我們到底對這些高峯的真理作了些甚麼呢？』我在豫備這篇信息的時候，
我被主摸着說：『主阿，我們有沒有達到呢？』保羅在腓立比書第三章，在這裏他
並不是自己以爲已經達到了，他乃是在這裏竭力追求，每一天他忘記背後，也竭力
往前。有這樣的真理在我們手中，我們對這件事來到某一種程度的瞭解，並且也接
受了，但是只說我知道了，我懂了，並不彀。我們是不是在這裏仍然達到呢？這裏
必須要一個竭力的往前，這裏我們必須要有一個竭力的往前，竭力的追求，不可以
僅僅認識這個高峯的真理就爲滿足了，在這裏必須有許多是需要我們進入，所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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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所要經歷的，甚至要構成到我們裏面的。 

我盼望我們眾人，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們寶貝『達到』這一個動詞。我們不能彀
假設我們已經達到了，反而我們要繼續不斷的達到，甚至在主來之前，我們仍然要
在這裏要達到，達到這個神聖啓示的最高峯。 

看見異象是一回事，但是要被這個異象所得着，所據有，所抓住，甚至佔有是另
外一回事。在同一章，腓立比書第三章，保羅說，他要得着那基督耶穌所以得着他
的。保羅，他不僅看見一個異象，這樣一個異象，在這裏得着了他，甚至佔有了他，
並且使他的一生有了一個重新的方向。我們要被主這樣的異象得着到一個地步，甚
至我們一生的方向都因此重新定準。我在這裏講到『取得』，你在這裏有沒有取得
呢？我們要這個異象在這裏，要取得這樣的異象，要抓住這樣的一個異象，要得着
這個異象，要被這個異象所佔有。要不然，這個異象仍然只是異象而已，我們可以
說說，我們可以欣賞欣賞，我們甚至可以同意這個異象。但是，並不太多的改變會
發生。我跟你，向你確信，跟你說：『僅僅領會這樣的真理，認識這樣的真理還不
彀，這裏必須要有個『取得』。這邊，甚至要取得這樣的異象，所以這樣的異象在
我們的一生是有影響力的，有衝擊力的。 

Ed弟兄昨天說了，這樣的題目，是若干年前我們說過了。但是真實來說，自從那
個時候開始，十六年過去了，眨眼卽過，有多少事發生呢。『哦，主阿，已過十六
年，我是怎麼過了呢？』自從李弟兄釋放這樣的話，從一九九四年之後，這二十一
年之前，這不是一段短的時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呢？我們口裏可以說這樣的話，
在聚會裏也訴說這樣的事，但是這樣的異象有沒有取得我們，得着我們，加力、加
強我們的全人，能彀使我們人生存的方向都有了基本的改變呢？每天早晨我們都是
得着復興了，因爲每天早晨起來，裏面湧起一件事：『主阿，又是另外一天，我不
願意讓這天過去，我不願意讓另外一天又是渾渾噩噩、循環的，好像在這個一圈又
一圈的就這樣子過去了。』每一天，當我們起來的時候，我們裏面是不是有這樣裏
面的認識？這是另外一天，我要朝着這個目標而去。哥倫布他說：繼續往前行，繼
續往前航行直到美地。因爲他有個異象，他的異象不僅是一些知識，一些的資訊，
他乃是因着他所看見的，這裏取得了他，捕捉了他，所以他在這裏不論艱難困苦，
任何的困境和阻礙，他繼續往前航行，直到他來到了新大陸，發現這個新大陸。 

我相信，今天我們乃是團體的哥倫布，我們乃是向前行，向前航行。因爲哥倫布
身上有些東西使他得着了加力，我們不知道是甚麼，但是他裏面有個東西使他繼續
往前，天天在這裏使他得着復興，就使他每天在地上生存有了價值。所以，同樣的，
我們每一位，我們不願意有一個虛空的一生，虛度的人生。我們來到這件事上，我
們需要認識我們是有目的的，是有目標的，有一些東西在這裏支配着我們要往前行，
因爲我們看見了甚麼是在神心頭上所要的，甚麼是祂心頭的喜悅，甚麼是祂永遠的
定旨，我們乃是在這件事上有分。 

這個新的復興必須以這個最高的啓示的看見爲根基，那就是這個神聖啓示的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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峯。我爲自己，也爲整個主恢復的聖徒禱告，當我們來到這件事，我們又回到這件
事的時候，主不放我們過去，我們也不願意放主過去。我們需要禱告說：『主阿，
這個新的復興又如何呢？這個高峯的真理又如何呢？對我們有甚麼意義呢？主阿，
我並不滿足只是口中說說這些話而已，我願意有進展。』因着這樣的看見，就應當
有個配合的生活，配合這個異象的實行。每一件事都是根據我們所看見的。如果你
在這裏一無所見，像箴言二十九章說：『若是沒有異象，民就放肆。』人就是在這
裏過着滅亡，過着生衍的生活。同樣的，在相反的方面，若是我們若有異象，我們
就受規制，受管治，我們在這裏被控制，我們得着加力，我們甚至在這裏束緊腰帶。
異象乃是一切，我們不應該輕看異象。但是我們這裏不僅僅說一些膚淺、表面的看
見，我們需要這個異象能彀得着我們，能彀成爲一個管治、控制我們的異象。 

以弗所書一章，保羅在這裏說到要看見召會的這個異象，我們需要我們的心中的
眼睛得以蒙光照，看見異象不僅僅是用你肉眼，肉身的眼睛可以看見的，或者你有
個聰明的心思所能得着的。我們需要我們的心眼，看見屬靈事物正確的器官，不僅
是你頭腦的領會，而是我們的心，我們的心需要正確的調整，被對付。這個心是由
我們的良心、心思、情感和意志所組成，這些都需要正確的得以調整。我們的良心
需要潔淨，有清潔的良心；我們的心思需要是清明的；我們的情感必須是平衡的；
我們的意思必須是服從的意志。有這樣心被對付、被調整的人，他們的心中才能彀
有眼睛來看見這偉大的事。不在於你多聰明，多有才幹，乃是在於你的心如何。已
過，曾經有人能彀看見許多屬靈偉大的事，但是若是他的心裏有某一種的問題、某
一種的阻塞、某一種的摻雜、某一種的野心，若是他的心沒有被正確的被對付，這
就會使他們的異象變爲糢糊不清，最終偏離而去。我們如果要真正的能看見這個異
象，被這個異象所得着，被這個異象所指引、引導，我們的心就需要被正確，需要
被對付，在各方面受到調整，好使我們心裏的每一個方面都能彀蒙光照，來看見這
個高的真理。 

昨晚，我們的Ed弟兄給了我們，講到神聖啓示的最高峯一個非常好的話，我們在
這裏看見盒子中的鑽石。讚美主，你看見了，在這盒子中有這樣的一顆鑽石麼？是
在一個絨布的美麗盒子裏面，但這盒子裏面卻有一顆鑽石。這就是聖經成爲至寶，
因爲乃是這一顆鑽石在其中。 

今天早晨，我願意跟着我們的弟兄來幫助我們眾人，來把這盒子中的鑽石打開。
我要把這顆鑽石，給你們看見。我們不只要知道在盒子中有鑽石，我們也要把這個
盒子打開來看看這顆鑽石。鑽石是有各個層面的，有各方各面的，讓我們從各個角
度各個方面來看看這顆鑽石，它是如何的發亮，它的方方面面都是我們要看見的。 

盼望在這堂結束的時候，我們都能彀在這裏被說服，甚至被說服說：『這顆鑽石
真好、真亮、真純，我要買它，我要全人交給這顆鑽石。』們不應該只是接受李弟
兄的話，或任何人的話，我們必須在這裏自己詳細查看這顆鑽石，乃是藉着職事的
話向我們打開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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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信息的篇題是講到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成爲神，以產生基督的身體，終極
完成於新耶路撒冷。我們都知道這就是高峯的真理。我說過我們或許同意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我們聽這樣的話的時候，我們好像是替別人聽的。『哦，是的，這是高
峯的真理，神成爲人，爲要使人成爲神，現在你是神，你要成爲神，你應該這樣像
神一樣生活，你爲甚麼還不像，活得不像神呢？』這樣的話其實是對你和我，對着
我們個人說的，不要爲別人聽這樣的話，不要爲別人看見這樣的異象。願主這個週
末對我們說話。你乃是這個神人，你乃是，我要使你成爲神的這一位。不要擔心別
人，不要看別人看起來還不像神，那個人、姊妹看起來還不像神。不要替別人擔心，
只要替自己擔心就彀了，因爲神乃是對我們每一個人說話。『我是神人』，我們都
需要宣告：『我是神人。』我們需要有這樣的領會傳輸到我們的裏面，不要爲別人
擔心，只要爲自己擔心就彀了。我就是神要使我成爲神的那一個人。願我們替自己
在主面前接受這樣的話。 

壹 神永遠的經綸，乃是要使人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但不在神格
上，與祂一模一樣，並使祂自己與人成爲一，使人與祂成爲一，因
而使祂在彰顯上得以擴大並擴展，使祂一切神聖的屬性得以彰顯在
人性美德裏—弗三9，一10： 

第一大點說到：神永遠的經綸，乃是使人在生命、性情上和彰顯上（但不在神格
上）與祂一模一樣。聖經不是一本宗教的書，僅僅給我們許多宗教的規條、道德的
教訓。聖經清清楚楚的向我們啓示出來，在神心頭所要的是甚麼？神的意願是甚麼？
祂的心願是甚麼？祂的喜悅是甚麼？神要一些東西。爲着這個目的，爲着祂的意願，
祂設計了一個計畫、一個安排，聖經稱之爲祂的經綸。聖經，簡而言之乃是一本關
乎神經綸的書，來啓示給我們神要完成祂心意的那個計畫，這個計畫乃是與祂要使
人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與祂一模一樣，但不在神格上。 

如果我們記得創世記一章，神來造人的時候，祂乃是按着祂的形像，照着祂的樣
式造人。形像是甚麼呢？形像乃是指神內在的所是，裏面的所是，是神屬性內裏素
質的彰顯，這是神屬性的彰顯。祂是愛，是光，是聖，是義等等，所有祂屬性內裏
的素質都藉着祂的形像得着彰顯。人乃是按着神的形像被造。樣式，指神的形狀，
乃是神身位之素質與性質的彰顯。因此，人乃是神的複製，我們與神在生命和性情
上（但不在神格上）乃是一模一樣。當神造人的時候，祂乃是以非常特別的方式造
人，不像祂造其他的造物。人有神的形像和樣式，甚至神造人之後的心意就是要把
人帶到生命樹面前。生命樹乃是神作人生命的表徵，神要人接受祂作食物，所以神
要人有祂的形像，有祂的樣式，甚至要人裏面有祂的生命。我們知道，因着蛇的引
誘，這件事並沒有成就，人沒有喫生命樹，反而喫了知識善惡樹成爲有罪的。然而，
人卻仍然有神的形像與樣式，有神的屬性，也有神的形狀。我們在生命、性情上要
與神，這裏講到說這是神的心意，要我們與祂一模一樣，並使祂自己與人成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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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與祂成爲一。神先要使人與祂一模一樣，因而使祂在彰顯上得以擴大並擴展。
因此，祂要使人與祂自己成爲一，與神成爲一。 

舉個例子來說，我有兩支筆，這兩支筆是一模一樣的，但是卻不是一。一模一樣
是一件事，成爲一是另外一件事。兩支筆可以是一模一樣的，但是這兩支筆卻不是
一支筆，並沒有成爲一。神的心意不僅是要使我們與祂一模一樣，祂更甚而爲之的
要使人與祂成爲一。 

親愛的聖徒，許多的基督徒寶貝、欣賞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因爲神愛世人，甚
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我們。因爲人是如此有罪可憐，神滿了憐恤，祂把祂自己的兒
子賜給我們，祂看見我們可憐的光景，祂愛人。我們非常寶貝這件事。但是在人，
甚至有罪成爲可憐的人之前，神已經愛了人，神的心意就是與人有關聯。其實祂造
人的時候是與祂一模一樣的，祂要人與祂一樣，要使這個人與祂一模一樣。所以成
爲人，人因爲是這樣的可憐，所以祂愛人，祂就在這裏對人有恩慈、憐恤。還不僅
是這樣子，甚至在人墮落之前，神的興趣完全在人的身上。我並不領會這件事，也
沒有人能彀完全領會這件事，直到永世，我們可能都沒有辦法領會。但是聖經卻如
此告訴我們，神對人有興趣，祂要與人有關係，有關聯。祂造人造得非常特別，就
是要人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但不在神格上與祂一模一樣，並且要使祂自己與人
成爲一，使人與祂成爲一。這繼而接着說，因而使祂在彰顯上得以擴大並擴展。神
自己已經彀大了，神，是不是偉大的祂是宇宙般的偉大，祂不需要再得着擴大了？
祂也不需要再得着擴展了？但是祂卻需要在你的裏面，在我的裏面，在人裏面得以
擴大並擴展。在我們這些微小、卑微、有限的人裏，神要得着擴大。 

使徒保羅在監禁之下，他受限，被帶上這個鎖鍊。在腓立比書他卻說，願基督在
我身體上照常顯大，無論是生是死，總要叫基督在我身體上照常顯大。在這個小小
的一個人，大數的掃羅，使徒保羅裏面，在這一個有限，受限制，在監禁、受侷限
的環境裏面，他卻有一個渴望：願意基督能彀得着擴大並擴展。的確基督在他身上
得着了擴大並擴展，在這個小小的人得着擴大和擴展。所有的禁卒都是因着看見保
羅身上所有的而得救了。所以基督在保羅的一生裏面被顯爲至大，很大，在他那個
非常受限、有限的情形裏面，保羅使基督被放大出來了，擴大了。所以這一位基督，
祂的渴望就是要在祂的彰顯上得以擴大並擴展，使祂一切神聖的屬性，就是講到祂
作生命、光、愛、聖、義等等神的屬性，叫祂一切神聖的屬性得以彰顯在人性美德
裏，使祂的義能成爲人的義。可以這麼說，人的義也就成爲神聖之義的彰顯，人的
愛也就成爲神聖之愛的彰顯。這是不是太美好了呢？其實這只是一面，給你看見這
寶貝鑽石的一面而已，這是何等的奇妙。 

第一中點： 

一 新約的主要內容，乃是三一神照着祂的喜悅有一個永遠的經綸，要
在生命和性情上，將祂自己分賜到祂所揀選並救贖的人裏面，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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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眾人作成祂的複本，以彰顯祂；這團體的彰顯乃是基督的身體，
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三9～21，啓二一2、9～11。 

這個彰顯，這一個擴大並擴展的彰顯，乃是一個團體的彰顯，這裏所指的乃是基
督的身體。我們沒有一個個人，能彀完全、足彀的彰顯神。祂需要一個團體的身體，
祂需要在我們裏面得着擴大並擴展，把我們帶到這個團體的彰顯，這就是基督的身
體，最後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這篇信息最後一部分，你就會看見，新耶路撒冷
作爲整本聖經的終極完成和總結，就說出神在祂子民中間的工作的終極完成，就得
着這個團體的彰顯。在此，神與人完全聯結、調和、合併在一起，成爲這一座聖城
新耶路撒冷，這裏我們有神團體的彰顯達到了淋漓盡致的地步。所以，我們在神的
經綸，乃是祂的目的，要在神聖的三一裏將祂自己分賜到祂所揀選並救贖的人裏面，
成爲他們的生命和性情，使他們和祂一樣一式，作祂團體的彰顯。神的這個經綸，
乃是神的目的。到底甚麼是神的目的呢？也就是神永遠的定旨。聖經給我們看見，
神有一個意願，這個意願就說出甚麼是神在這裏所要達到的，所要得着的意願。 

在啓示錄四章十一節給我們看見甚麼呢，乃是因着祂的旨意我們被造，我們乃是
因着祂的旨意而被造。所有一切得以存在，在這個宇宙的，都有它的意思。我們得
以存在，甚至所有萬事萬物都是爲祂的旨意而被造的。我們不是爲着我們個人的旨
意、目的而存在。這是四章十一節，啓示錄四章十一節。然而這裏，因爲人是如何
的短暫，是可朽壞，會毀滅的。但是在這裏有一個講到神的旨意，神永遠的旨意，
神永遠的意願和定旨，一切都是爲着這個目的而存在的。 

乃是因着祂的旨意，我們有了這個特會。這個特會不是另外一個基督徒的聚會，
這個特會是爲了神的旨意。乃是因着祂的旨意，我們存在並被創造，這都是因着祂
的旨意。這個神的經綸不是一件意外而有的，乃是照着祂永遠的目的，是要在祂神
聖的三一裏將自己分賜到我們裏面，來產生這個團體的彰顯。所以，弟兄姊妹，你
們要有確信，當我們講到高峯真理的時候，這乃是在神心頭所要的，這也是照着神
永遠的旨意，所以祂必定要得着這件事，無論你憑自己在人身上看見的是甚麼。聖
徒們，神的經綸乃是照着神的意願，因爲神旣有這樣的意願，祂就必須要得着、達
到這個意願。 

聖經告訴我們，在聖經的末了說到這裏有一座聖城新耶路撒冷，其實約翰已經看
見那座聖城，它將要發生，甚至已經發生了，所以不要看自己。你說：『哎呀，我
還是這麼可憐，這麼輭弱，到底聽這篇信息又有甚麼用呢？我永遠達不到，我永遠
總是配不上。』不要看自己。明天，這個週末之後，你情況可能更糟，那又如何呢？
那又怎麼樣嘛？這些信息不是要叫你作的更好，不是使你對自己感覺更好，不是的。
這些信息乃是關乎到祂—神；乃是關乎到看見祂所要的是甚麼；關乎神所要作的是
甚麼；祂最重要的得着的是甚麼。你不與祂合作，不與祂配合，只是要花久一點時
間而已。你說的好，可能是稍微加緊一點。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在這裏是摸着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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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神的旨意，神必定要得着這件事，不是在於『哎呀，這個怎麼樣，那個會不
會的，可不可能』，祂必定會得着祂要得着的。 

二 神的經綸乃是祂的目的，要在神聖的三一裏將祂自己分賜到祂所揀
選並救贖的人裏面，成爲他們的生命和性情，使他們和祂一式一
樣，作祂團體的彰顯—提前一4，弗一3～23。 

三 神的喜悅是要與人是一，使人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與祂一式一
樣，只是無分於祂的神格—5、9節。 

第三中點是這個美好的經綸乃是照着祂的喜悅，這個意思就是甚麼是神喜樂的，
甚麼是神快樂的。我告訴你，頭六天，神創造了諸天與地，以及所有在地上的。乃
是來到了第六天，祂造了人，按着祂的形像，照着樣式造人之後，祂說這是甚好，
非常好。其他說：它是好的好的。但是祂造了人之後，祂按着祂的形像，照着祂的
樣式造人之後，祂說：『這是甚好，非常好啊。我對這個人非常喜悅，我太喜歡這
個人，我最後得着這個人，我要與他是一的，我要這個人像我一樣，甚至要成爲我，
我要成爲他。』你不知道神那個時候是多麼的喜悅，而不僅是神看見這樣的可憐，
有罪，祂幫這些可憐的罪人，祂才愛我們。其實在我們墮落犯罪之前，神就已經愛
上了我們。祂要我們，祂要跟我們，祂要使我們與祂成爲一，這就是祂的喜悅，這
使神的心跳躍。祂看見人的時候，祂就說這是甚好，非常好。 

第四中點說： 

四 神要完成祂的經綸，就按着自己的形像創造我們，目的是要使我們
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爲神—創一26，啓四3，二一10
～11。 

我們要成爲神。聖徒們，我們要成爲神，在生命、性情（但不在神格上）成爲神。
若干年前，我與一個弟兄談話。他說，我們與神成爲一樣是可以的，我們與神成爲
一也是可以的，但你要說我們要成爲神，這太過了吧，太過了，我接受不了啊。不
管我們交通多久的時間，他就不願意接受，不能接受。他說我們能彀與神是一樣的，
可以；我們與祂是一，可以；但是要成爲神，哦，太過分了。我就指出給他看，這
不是李弟兄的話，甚至保羅在腓立比書一章，保羅宣告說，我活着，不是像基督，
不是與基督是一。保羅說我活着就是基督，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我們要與祂成爲一
樣的，與祂是一，還彀不上那個點。在這裏說，我們要成爲祂，才中肯。神的喜悅
不僅是要使你與祂一樣一式，一式一樣，成爲一，甚至你要成爲祂，祂要成爲我們。
我們要成爲神，是在生命和性情上。我們需要主極大的光來把這件事刺透、射透到
我們的裏面。接受主不是一件小事，祂是我們的救主，是我們的救贖主。但是祂進
到我們裏面要拯救我們，直到我們能彀成爲祂，祂也能彀成爲我們，我們也成爲祂，
這不是在神格上，在生命上、在性情上。我們與祂是一式一樣，我們成爲祂，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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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爲我們。我沒有更多的發表能表達這件事，我只能把這件事陳明在你們面前，請
來看這個偉大的鑽石的另外一面，我們要成爲神，這是在生命和性情上，卻不是在
神格上。 

這裏啓示錄四章三節，這一位乃是坐在寶座上的，祂是神，祂顯出來的樣子好像
碧玉。然後在二十一章第十到十一節，在這裏描繪這座聖城滿了神的榮耀，祂的樣
子好像碧玉。這主對腓力說，腓力問主耶穌，把父顯給我們看。祂說我跟你們在一
起有多久，腓力難道你不知道麼？當你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在約翰十章說，我
與父乃是一，其實父在我裏面，我在父裏面，我與父乃是一。我就是父，父就是我，
當你看見我就看見了父。當你看見了新耶路撒冷你就看見了神。新耶路撒冷滿了神
的榮耀，新耶路撒冷也像碧玉一樣，當你看見了新耶路撒冷的時候，看起來像碧玉，
你就看見了神，因爲這個神彰顯出來的樣子就像碧玉。我們成爲神，親愛的聖徒，
是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是在神格上。 

在這裏第五中點說： 

五 神成爲人，好得着祂自己的大量複製，因而產生新的一類—神人
類—約一1、14，十二24，來二10： 

神成爲人，何等奇妙的故事，永活的故事，祂成爲一個人。祂成爲人，許多人知
道這是爲着祂成功祂的救贖，祂在十字架上爲我們的罪而死了，但祂成爲人就僅僅
如此麼？祂在很短的一段時間裏就可以成就、完成這件事，這只是一個事件。然而，
這個人，祂來了，經過整個九個月，在童女腹中成孕的過程，祂乃是在一個正確的
憑藉，正確的方式裏作爲一個小孩長大；十二年之後，在地上過了三十三年半的生
活，爲甚麼這個神人基督，祂乃是神成爲人，神人耶穌基督要經過三十三年半的人
性生活，才上十字架上死呢？如果你是一個年輕人，當時活在耶穌的時代，或許你
可能七十、八十歲的一個老人，你真希望基督早一點上十字架，祂可以爲我們的罪
死了，因爲活不到這個，人生活不了這麼久，等耶穌上十字架上替我死。祂必須經
過三十三年半的人生，然後才上十字架上死了，爲甚麼？乃是藉着職事的幫助，我
們就知道了，祂必須在地上經過一個正常人生長大的過程，這三十三年半的時間才
能彀設立一個原型，到底甚麼是過神人的生活。耶穌基督是第一位神人，在祂以先，
神是神，人是人，神在天上，人在地上，這兩端從未交集。但是兩千年前，有一個
非常奇妙、美妙的事發生了，神成了一個人，神性來進來住在人性裏面，並且與人
性調和爲一，就是在耶穌基督這個人位裏面。祂是第一個神人，祂過一個特別的生
活，就是三十三年半之久，作甚麼呢？作一般的事情，特別在孩童的時代，在祂人
生頭三十年的那段時間，頭三十年，幾乎甚至甚麼都沒有題到，祂大概幫助父親鋸
木頭，作木匠的工作，作桌子，作椅子；或許幫助母親馬利亞在這裏煮飯，這個洗
碗，倒垃圾。你想神也需要作這些事麼？不要說，『哎呀，我是召會的長老，我是
一個屬靈的弟兄，倒垃圾屬於我小孩子該作的事，洗碗屬於我女兒該作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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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結過婚的人都知道，妻子會說：『親愛的，倒倒垃圾吧；親愛的，你看碗都
還沒洗嘞。』不要說，我是個同工，我是個長老。同工們也需要倒垃圾，神人耶穌
要作這一些瑣碎，好像是無、沒有意義的事。但是祂在那裏設立了一個原型，好使
在祂死而復活之後。其實耶穌在地上只有三年半，祂過了這麼久的生活只爲了那三
年半麼？祂其實可以成就這些事，因爲神幾乎可以卽刻就成就了救贖，但是祂卻需
要經過整個人生完整的過程，才能彀設立起一個原型，一個模型，好使祂能彀得着
一個大量的複製。所有祂的信徒都能彀得以複製成爲與祂一式一樣，就成爲許多的
神人，成爲祂的複製。 

祂在這裏得着自己大量的複製，因而產生新的一類—神人類。昨晚，Ed弟兄說過，
剛開始，原初只有神類，神在祂自己的神性裏，祂來創造許多的事，各從其類。樹
是從樹類，動物從動物類。但是當祂來創造人的時候，人乃是按照神的形像，照着
神的樣式而造的。所以嚴格的說，神所造的這個人，用塵土所造，形成的這個人，
人那個字就是亞當，也就是紅土的意思。神乃是在這裏玩粘土，祂就造了這個人，
用塵土造人，人有身體之後，就把祂的氣吹到人的鼻孔裏面，那就使這個人活起來，
成爲有魂的活人，活魂。所以，這個人其實乃是照着神的樣式造的，他有神的形像
和樣式，他應該接受神的生命，這是由生命樹所表徵的，接受進來。但是人沒有這
麼作，反而亞當接受了這個知識善惡樹，成爲有罪的，之後他就成了人類，墮落的
人類。 

讚美主！四千年後，神自己來成了一個人，帶進、開啓了在地上新的種類、族類，
就是神人類。祂是第一個神人，祂過了神人的生活；之後上了十字架成功了救贖；
也在復活的時候，祂就把祂的人性拔高，進到神性裏面，祂就成爲神的長子、賜生
命的靈，重生所有的信徒，使他們都成爲神人，神許多的兒子。兩千年前，在這裏
有一個新的種類，就是神人類，這神人類。我們不僅是人類，那是指到墮落而有的
人類，在人的墮落，因着祂的救贖和復活，我們就成了神人類，一個新，一個地上
新的族類。盼望我們都能彀看見這個，當你在地上，今天走走看看，外面這個門的
時候，你要喫午餐的時候，你跟坐在桌子旁邊的人不一樣，他們是人類，但你是神
人類。 

在這裏有一個新的一類，有新的一類，就是神人類。表面上，我們是人，裏面卻
是神。當你有這樣的領會，這就能加強你，這就使你有活力，這就使你要發脾氣的
時候，會再想一想：神人會這麼作麼？很多時候，我們想都不想，作了就是，然後
你就失敗了。但是在這樣的看見，開始在你裏面有印象，開始在傳輸到你的裏面，
就會有一個影響力，有機會在我們生活裏帶進一種的衝擊力，在我們的生活、工作
裏就不一樣了，你就不再僅僅是一般的人，想要爲神爲人作好事，你乃是神人類。
你是神人，神人類。 

1 神差祂的兒子來作人，憑神的生命過神人的生活—約三16，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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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57。 
2 這樣神人生活的結果，就產生一個宇宙的大人，和基督一式一樣—

一個團體的神人，憑神的生命過神人的生活，使神顯現於肉體—弗
四24，提前三15～16。 

基督來過神人的生活，雖然在人性裏，祂比任何人更純淨，更純潔，祂是沒有罪
的。但是祂卻否認那個無罪的生命，而憑神神聖的生命而活。在約翰福音六章五十
七節，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着。照樣，祂在這裏是憑着神聖的生命活着，
祂不信靠祂那個完美、純淨、無罪、人的生命，祂把那個放在一邊。祂在這裏操練
憑着父的生命而活，以建立這樣神人的原型和模型。 

所以這一個神人的生活，第二小點，就產生一個宇宙的大人，這就是基督的身體，
最終要完成於新耶路撒冷，那就是永遠，宇宙永遠的神人，使神顯現於肉體。 

第六中點： 

六 聖經中所記載神的經綸，乃是神成了人，爲使人在生命、性情和彰
顯上成爲神，使我們過神人的生活，並成爲基督的身體—羅八3，一
3～4，八4、14、29，十二4～5。 

在羅馬書的這些經節，我覺得是相當有意義。第三節說到，神差來了自己的兒子，
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裏，在肉體中定罪了罪。這的確就講到祂成爲人，甚至成了肉體，
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裏而來，然而祂在那罪之肉體的樣式裏的時候，就在祂釘死復活
的時候，祂乃是由父所榮耀，並且把那個人性，穿上的人性標出，祂就成爲在大能
裏神的兒子。在羅馬書一章，按聖別的靈說，是從死人的復活，以大能標出爲神的
兒子。祂已經是神的兒子，但是在復活裏，祂被標出爲神的兒子，祂也就成爲神的
長子，兼有神性與人性；作爲這樣的一位，祂也是賜生命的靈，進到並活在所有的
信徒裏面。在羅馬八章四節，當他們說到這些信徒，這些原來在罪的定罪之下的人，
現今基督來了，定罪了罪，我們由那靈所重生之後，我們必須要照着靈而行，以成
就所有律法義的要求。所有這些人被神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我們這些信徒接受了
賜生命的靈在我們裏面，我們憑靈而活，我們就是神的兒子。神的長子祂帶領許多
眾子進到榮耀裏去。所以，團體的，這個團體的長子名分，就要構成在羅馬十二章
裏基督的身體，神成爲人，要使人在生命、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爲神。這就是
爲要產生這個宇宙的生機體，就是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 

好，我們來到第二大點，很重要的一點。我們看見到另外一個寶貝的一方面。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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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結束這個世代，並把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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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回來，設立祂的國度—約一12～14，約壹三1～2，羅八3，十二4
～5，啓十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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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特會末了都能彀被這件事構成。不知道這件事重複了多少，在這兩篇
信息裏面講神成爲人，爲要使人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但不在神格上）成爲神。
盼望這不光是一些我們所說的話，盼望我們能彀真看見這一個奇妙鑽石的美妙和榮
耀。在這裏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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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結束這個世代，並把基督帶回來，設立祂的國度。 

在這裏，我們看見神成爲人，爲要使人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成爲神，只是這個
故事的頭一半。這個故事的下一半乃是說出這個意願的目的，這個目的就是要產生
並建造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爲甚麼神要成爲人？爲甚麼神要使人成
爲神呢？不僅是使我們成爲另外一個屬靈的人，祂要使人成爲神，好使祂能彀產生
並建造這個三一神團體的實體，也就是基督的身體，爲着祂永遠的彰顯，終極完成
於新耶路撒冷。 

許多基督徒很有負擔要看見召會得建造，也要看見基督的身體得着建造，他們像
組織安排作些外在的東西和方式，來作。但是這篇信息其中一個負擔之一就是我們
盼望我們能看見，我們要能彀真正、真實建造基督的身體，我們就必須要成爲神，
就是在生命、性情上成爲神。我們所在的召會，保羅在以弗所書一章，在真理上、
道理上是基督的身體，道理上是對的，召會就是那充滿萬有者的豐滿；但是在經歷
上來說，到底基督的身體今天在那裏呢？如果不能成爲神，如果不成爲基督，我們
怎麼可能成爲基督的身體呢？基督的身體就是基督自己。我是李隆輝，李隆輝的身
體就是李隆輝。不可以說頭是李隆輝，身體是畢勞生，這不是李隆輝。頭是基督，
身體，基督的身體也必須是基督。要不然我們怎麼可能成爲祂的身體，如果不成爲
神，怎麼可能成爲身體呢。我們乃是在生命、性情上（但不是在神格上）成爲神。
所以這個點就說出，這個神聖啓示的最高峯是祂的完整性，你就看見了神成爲人，
爲要使人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成爲神，以產生並建造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於新
耶路撒冷。 

第一中點： 

一 神有一個心願和永遠的定旨；祂要使自己成爲人，並使人成爲神，
以致神與人這二者，得以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一式一樣—弗一5、
9，三11，四16，五30、32。 

人對神的觀念和對神的領會，是錯誤的。人總以爲神是大能的一位，祂能管理萬
有。雖我有問題，我有需要向祂禱告，禱告的彀祂就垂聽，就能幫助我，給我我所
要的。這還是你對神的觀念麼？你知不知道神的心意不僅是聽你的祈求，給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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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西，神不是我們的奴僕，要爲我們作事，給我們東西。有個心願，祂要把祂自
己作到我們裏面，祂要使祂成爲我們，也使我們成爲祂。很多時候，甚至祂刻意的
不聽我們的禱告，祂延遲祂對我們禱告的答應，好使我們能彀更多一點成爲神，好
使祂自己能彀更多一點進到我們裏面。神不是在這裏僅僅要使你成功作好人，有道
德，有倫理，這就是基督教的範圍。我們今天在作爲這個神人類，作爲神聖的神人
類的範圍，就是要使神與人成爲一。 

舊約裏大衞王曾有心意，看見神在天上祂的帳幕，神在地上，他同情神，想要爲
神建造一個這個殿，耶和華很感激大衞的心願，但是祂說：大衞阿，在你爲我造殿
之前，我需要在你裏面爲你建立家室。那個家室，那個家就講到家室，就是神要爲
大衞在這裏所豫備的，他說從你的肋旁要有一個後裔，從你腹中所出的後裔要爲我
建造家室，那個後裔要被稱爲神的兒子，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兒子。 

我告訴你，當我看見，在這裏就有個非常大的亮光：沒有人能彀替神作事，甚至
爲神建殿。從我們自己裏面出來的，從我們的熱心，從人裏面所出來的，是神所不
要的。神說，我必須爲你建立家室，把一些東西建立到你的裏面。先要把祂自己作
到我們的人性裏，從神作到我們裏面的東西，會產生一些東西，那就是人的後裔，
人的後裔現今要被稱爲神的兒子。但是在豫表上來說，這是指明要來的基督，祂乃
是這一位，從大衞的後裔，神的兒子這裏所產生出來的。屬靈上來說，這是有一個
非常大的原則，那就是神要成爲人，神要把祂自己作到人裏面，然後人也能彀成爲
神。乃是這一個神性與人性的調和，神與人調和在一起，才使我們能彀彀資格爲神
建殿。在這裏一個後裔，一面是人的後裔；但另外一方面，卻是神聖的後裔。一面，
這是大衞的後裔；但是另外一面，卻是神的兒子。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我盼望我們能蒙主光照來看見，不是好壞、對錯、屬靈
不屬靈，乃是在於我們能讓神作到我們裏面有多少，祂能彀建造到我們裏面有多少，
祂能成爲我們有多少，好使我們能彀被建造到神裏面，我們成爲神，我們能彀與神
調和，甚至合併在一起，成爲這樣一個實體。到最後，你不知道誰是神，誰是人，
神人成爲一，這就是這樣的一位能彀建造基督的身體，這樣的一位能彀終極完成於
新耶路撒冷。 

二 神救贖我們的目的，是要使我們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爲神，好使祂能
得着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作神的擴大和彰顯，直
到永遠—一7，四16，啓二一2。 

神的救贖並不是終點，基督的救贖只是手續，要達到使我們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爲
神的這個目的。以弗所書一章七節，在祂這蒙愛者裏面，我們得蒙救贖。我非常喜
歡這處經節，我們在這裏所經歷的救贖乃是在一個人位裏面，我們被遷移到祂的裏
面。我們得以在基督耶穌裏乃是出於神，乃是在祂裏面我們得蒙救贖。到十一節，
在這裏說，又是在祂裏面，就在基督裏面，我們就成爲神的基業，成爲神。這是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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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出在祂裏面經歷了基督的救贖，現今基督的元素已經作到我們
裏面，現今在祂裏面，我們就成爲神的基業。你想，神想要承受一些人自己的東西
麼？在你人的裏面，有任何東西是神值得承繼的麼？能彀作祂基業的麼？如果你真
認爲有的話，那你是蒙欺騙了，自欺。因爲人的義在神的眼中不過是骯髒、污穢的
衣服。我們墮落的人性是不值得神所承繼作基業的。但是我們在基督裏面卻成爲神
的基業。祂，神要我們作祂的基業，因爲基督的一些東西已經分賜、構成到我們裏
面，這乃是藉着祂救贖所完成的，就使我們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爲神，使我們值得、
配得成爲神的基業。 

三 神而人者住在人而神者的裏面，人而神者又住在神而人者的裏面；
所以，二者就互爲居所—約十四2～3、20、23，十五4。 

第三中點，我非常喜歡這個點。神而人者住在人而神者的裏面，人而神者又住在
神而人者的裏面。所以，二者就互爲居所。我們今天，這位神是神而人者，我們是
誰呢？我們是人而神者。這位神住在人裏面，這個人住在神裏面，我們乃是相互爲
居所。約翰福音十四章，告訴我們說神的心意就是祂在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所以
父與子來臨到我們，在我們裏面安排住處，或安家，祂在這裏居住的裏面是神而人
者，祂要我們住在祂，這個人而神者住在祂裏面。所以第四中點： 

四 藉着一個奇妙的過程，神成了人，爲要使人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
成爲神： 

昨晚，Ed弟兄從一個角度給我們看見，神所經過的過程就是成爲，單個的神成爲
團體的神。最後，從我們這一面經過許多，神救恩的不同的站口，我們成爲神。當
我們說到神成爲人的時候，也說到人成爲神，這首先是亞他那修在早期的教父時候
的教會裏面題到的。我們說神成爲人到底甚麼意思呢？到底神成了甚麼樣的一個人？
當我們說到人成爲神，我們到底成爲甚麼樣的神呢？神成爲人，不僅是祂來了，祂
出生了成爲人而已。祂成爲人，成爲一個人的時候，祂卻仍然是神，祂成了一個神
人，神人；人成爲神，不是就着神格的意義來說，不是的，人成爲神乃是成爲人而
神者。 

1 對神而言，這過程是成爲肉體、人性生活、釘死和復活—一14，六
57上，一29，三14，十二24，二十22。 

從祂出生在馬槽開始，一直到祂上十字架被釘死，三天後復活爲止，這整個過程
都是祂成爲人，從祂的出生一直到祂上十字架，復活成爲賜生命之靈的這整個過程，
都是祂成爲人的過程。 

2 對人而言，這過程是重生、聖別、更新、變化、模成和得榮—三6，
羅十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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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乃是我們經歷神生機救恩不同的站口。這是從我們屬靈的出生，就是重生開始，
一直到我們得榮爲止，甚至我們肉體也要改變形狀。這整個過程，就說出我們要成
爲神。一方面，我們在重生，由神所生的那天開始，我們就有神的生命，是神的兒
女，我們就是神了，因爲我們有神的生命和性情。但是在這裏是很有限的層次，就
好像一個小小的嬰孩，在出生的時候是人；但是只有半半，他需要甚麼，有許多的
餧養，許多的照顧。但小小的嬰孩，雖然出生之後，他需要在這裏得着餧養，需要
長大，需要成熟。弟兄姊妹，我們都要認識，我們是神人。如果你是神人的話，說：
『阿利路亞！』但是你只在很少、小的程度上是神人。每一天，我需要達到的更高，
我需要有更多的追求，好使能彀更多的能成爲神人，在層次、程度，在這個度量上
我都需要更多的成爲神人。這就是在我們經歷上所需要的。 

3 在保羅的書信中我們看見，升天的基督作爲賜生命的靈將祂自己供應
給我們，把我們變化成爲祂的形像，使我們在祂的生命、性情和彰
顯上，與祂一式一樣—林後三17～18，羅八29。 

在保羅的書信中，我們看見升天的基督作爲賜生命的靈，將祂自己供應給我們，
把我們變化成爲祂的形像，使我們在祂的生命、性情和彰顯上與祂一式一樣。我們
花時間來到主面前，瞻仰祂，返照祂，祂就不會使你成爲屬靈的人，而是在這裏變
化你。不僅成爲一個聖別的人，祂甚至變化你，成爲與祂一式一樣。變化不是使你
成爲一個不一樣的人，變化乃是使你成爲祂，要從榮耀到榮耀，成爲祂。現在這些
事正在進行，賜生命的靈在作成這件事。你越來到祂面前，越觀看、返照祂，祂就
越在你裏面運行，使你能變化成爲祂的形像。 

五 惟有藉着神成爲人，使人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成爲神，才能產生
並建造基督的身體；這點就是神給我們神聖啓示的高峯—3節，一3
～4，八14、16、29，十二4～5： 

你看見在這裏，惟有，請把『惟有』圈起來。惟有，惟有，你不能彀在這裏製造
這件事，以機械式的方式，安排、組織這件事。惟有能產生並建造基督的身體，就
是藉着神成爲人，使人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成爲神。這也就是神給我們神聖啓示
的高峯。 

1 基督身體的實際乃是一班蒙神救贖，被神作成神的人，就是神人，所
過的團體生活，他們不憑自己活着，乃憑另一個生命活着，這生命
就是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的三一神—加二20。 

基督的身體不是一個組織，基督的身體也不是任何一種的系統安排，基督的身體
乃是一個團體的實體，不是個人的，屬於個人的，乃是一個團體的生活。這裏有一
班人，人而神者，他們是神人，他們蒙神救贖，並且被成全，被神作成了神。在他
們被成全的過程裏面，他們不憑自己生活，他們把自己好的、人的生命擺在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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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天然的生命擺在一邊，他憑另外一個生命過生活，就是憑着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
的神過生活，這就是基督身體的實際。我們或許在道理上認識基督的身體。在召會
裏，我是在洛杉磯召會，我認識基督的身體，可能在道理上我們認識，或者理論上
認識；但是我很可能不是在基督身體的實際裏面認識。如果我們仍然還活在我們天
然的生命、舊人的生命，憑着天然的生命生活的話，我們就不是在基督的身體裏。
基督身體的實際乃是一個團體的神人生活。我們蒙神救贖，在被神作成神的過程裏
面，祂一點一點的把祂自己作到我們裏面，與我們調和，使祂自己與我們合併。惟
有當這樣的一個情形得着成就，甚至小小的程度到了一點，就有可能有基督身體實
際的可能性和存在性。『主阿，願你成就這事，願你在我們中間得着這樣的條件和
情形，不是外在的安排，乃是這一個條件，有這班人而神者、神而而人者同過生活，
才可能成就這些事，乃是把天然的生命擺在一邊，憑着另外一個源頭生活，憑着另
外一個生命而生活。』 

2 神經綸的最高峯乃是基督身體的實際—羅八2、6、10～11，十二4～
5。 

這就是最高峯了。這一點不差的就是神成爲人，並且人成爲神，這也就是基督的
身體。其實祂的成爲人，我們成爲神，也就是基督身體的實際。 

3 基督身體的實際就是神人聯結相調，活出一個團體的神人—約十四
20，十五4，弗四4～6、24。 

這是神的家。在約翰福音十四章所說的，這也就是在父的家中有許多住處，也就
是基督身體上許多的肢體，這也就是宇宙的葡萄樹，在約翰福音裏面所啓示的。在
祂有許多的肢體，生機的聯結在這個葡萄樹上，這也就是神成爲人，人在生命、性
情上成爲神，也成爲這個生機體，基督的身體要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好，來到
最後這一段，第六中點： 

六 新耶路撒冷是聖經的終極完成，與神成爲人，以及人在生命、性情
和彰顯上，但不在神格上成爲神有關—啓二一2、9～11，三12： 

幾乎每一句話都在重複這件事。我盼望你們真的能彀得着。今天晚上，你要作夢
都要夢到這個。新耶路撒冷是神在已過兩千年，在祂子民中的工作的終極完成。你
相信麼？神在舊約裏面作了許多的事，也在新約的信徒裏面作了許多的事，最終乃
是總結爲這一個新耶路撒冷，在這裏沒有人歡迎說，這裏是亞伯拉罕，這裏是以撒，
雅各，這裏是摩西、大衞，神作這些沒有到末了，在這裏沒有慶祝的遊行，在這裏
也沒有一個展覽，在這裏只有一座聖城—新耶路撒冷。亞伯拉罕在那裏，摩西在那
裏。大衞在那裏？以賽亞、以西結、約翰、彼得、保羅、倪弟兄、李弟兄，在那裏
呢？他們都在那裏。保羅在那裏？保羅弟兄、約西亞弟兄都在，我們都在那裏。哦，
你不可以說，誰在誰之先，誰在誰之上。不是的，因爲都在那裏被建造起來，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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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 

新耶路撒冷，聖徒們，乃是最高峯，乃是神在已過六千年，在祂子民中工作的最
高峯和終極完成，這也就是神所要得着的。在這裏，神與人聯結、調和、合併成爲
一的終極完成。這裏有一個宇宙的夫婦，丈夫與妻子，那靈與新婦都在這裏。因爲
那裏有丈夫，那裏就有妻子，妻子也就是丈夫，這是何等的一對夫妻呀。丈夫是妻
子，妻子也就是丈夫，神就是人，人就是神，完全聯結、調和、合併在一起了。這
就是新耶路撒冷，這也就是整本聖經的終極完成，只需要成爲我們一生的管治異象，
這就是作神人的意義。我們就是要成爲神，就是要與我們的人性有關，與我們調和，
在我們裏面作工，安家在我們心裏，好使我們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成爲神。 

哥林多前書六章十七節：『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爲一靈。』那不是同一個靈。
我們乃是與主聯結的，乃是與主成爲一靈，一個靈。 

1 新耶路撒冷是神性與人性調和，相調，並建造在一起，成爲一個實體
的組成—約十四20、23，啓二一9～11： 

a 一切的組成成分都有相同的生命、性情和構成，因此是一個團體人。 
b 神與人，人與神，藉着相調並調和在—起而建造在一起；這是在於

神成爲人，人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但不在神格上）成爲神—約
十四20、23，林前六17。 

我盼望我們重複了這許許多多次，你們能彀真是得着這個點。最後神與人，人與
神，這個最終極的完成就是成爲一了。在這裏我們可以說，神是神，但是成了人；
你是人，卻成了神。所以藉着這生機的救恩，我們原先是人，卻成了神。我是人而
神者，你是神而人者，你和我，我和你，乃是相匹配的，讓我們來在一起。阿利路
亞！這就是爲甚麼聖經的末了，就這個宇宙裏奇妙的婚姻，就是那靈和新婦完全相
配，因爲神完全是人，人也完全是神，在生命、性情上，這對宇宙的夫婦，宇宙的
對耦乃是在這個整個羅曼史的大結局。這就是在那裏，丈夫是妻子，妻子也成了丈
夫，這就是新耶路撒冷。哇，讚美主！ 

2 新耶路撒冷是蒙神揀選、救贖、重生、聖別、更新、變化、模成、並
榮化而得成爲神的一班人組成的—約三6，來二11，羅十二2，八29
～30： 

阿利路亞！他們成爲神了，爲着這成爲神，不是成爲茶，而是成爲神。在早期召
會的時代，在基督徒中間，這是非常一般性的、普遍的教導。亞他那修在第二世紀，
在這裏陳明這件事的時候，在早期召會生活裏面，他們知道一個人要成爲基督徒，
就是要成爲神，就是要神化，或成爲神。這就是一個很普通的教導。經過這些年間，
這些教導逐漸失去了。藉着主的恢復，主藉着這些高峯的真理，把我們帶回到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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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事實裏，就是神的救恩，祂乃是使我們成爲神，祂要使我們在生命和性情上
成爲神，但與祂的神格是完全無分無關的。但是我相信在這些最後的這些時代，有
許多的信徒，許多的基督徒，他們都願意聽見這件事。真理就是這樣，這就是最高
的福音。我們要成爲神的話，就代表我們乃是被經過過程、終極完成的三一神所構
成，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成爲神，作祂團體的彰顯，直到永遠。 

a 我們成爲神的意思是，我們由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的三一神所構成，
使我們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成爲神，作祂團體的彰顯，直到永
遠—啓二一11。 

b 信徒成爲神乃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要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這
是最高的真理，最高的福音—三12。 

我相信這個世界在這裏等着要聽的就是這件事。沒有甚麼能彀使人得滿足，今天
沒有任何的教導能彀滿足真實追求的基督徒的心。他們所要渴望的就是要聽見這個
最高的真理，這最高的福音。人由神所神化，或成爲神，要成爲三一神的生機體，
就是基督的身體，最終要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 

親愛的聖徒，在啓示錄三章十二節，在腓立比書的這裏說，我要使你成爲神和殿
中的柱子，並我神城的名，並我的新名都要寫在他上面。我們都要像柱子一樣，被
建造到神的殿中。你永遠不再從那裏出去。你說：『哎呀，今天感覺不好，我要放
棄召會生活。』不可能，你已經被建造到裏面了，你被建造成爲這個柱子裏，是這
個建築的一部分，你的名字已經在上面寫着甚麼，是神的名字，新耶路撒冷的名字
寫在你裏面，並且基督這個名字都寫在你上面了，這是一個新名，是寫在我們的額
上，寫在我們上面，這就表徵，這是標示出我們是誰，我們是誰呢？爲甚麼要把名
字寫在我們上面，如果我們不代表這個事，因爲這個名字寫在我們，是神的名字，
就是說這是新耶路撒冷，這是基督，這就是說這是我們所是的。 

阿利路亞！我們聖徒，我們看見這個異象之後，該作甚麼呢？李弟兄鼓勵我們，
囑咐我們，我們所能作的就是禱告。好不好，以下要來的三十天，我們無論在那裏，
在各處的聖徒，我們都在這裏禱告，爲着這新的復興禱告，爲着這神聖啓示的高峯
禱告。『主，我不願意只是滿意於，僅僅知道知識、口號而已，這裏我要達到這個
高峯。』我告訴你，今天早晨，我們看見這個寶貝鑽石的許多方面；但是卻仍然有
許多面，我們還要看見，我們許多仍要進入的。我們需要把自己禱告進到這樣的異
象裏面，好讓這個異象能彀在這裏得着我們，管治我們，取得我們，甚至支配我們
的一生。你這樣子禱告，的確裏面就會有一個渴望：我要照着這個異象生活，我要
活出這個。這就把我們帶到下面這兩篇信息，講到過神人生活，是照着這個異象所
活的，若是這個異象不清楚，你應該要過甚麼樣的生活呢？我們的生活必須是照着
這個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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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好，我們彼此禱告，一分鐘之後有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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