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秋季長老訓練聽抄
總題：一個新人成就神創造人的定旨
第一篇 神永遠的定旨與一個新人
禱告：主，我們感謝你再次召聚我們，圍繞著你寶貴的話語，我們願意把這三天奉獻給你。主，我
們與你說話的靈是一，願你在我們裡面，也透過我們來說話，說到這個新人，這在你心上是何等的寶貴。
我們向你禱告，求你倒空我們，倒空一切我們自以為有的。一切我們先入為主的想法和觀念，我們在你
面前倒空。主，我們在你話語的跟前謙卑我們自己，求你向我們說新鮮的話。即使這些話我們從前也許
聽過，但願你新鮮地再向我們說出來。光照我們，使我們看見你永遠的定旨，要得著這一個新人，來成
就你創造人的定旨。主，我們相信，這些日子是成就的日子，你所開始的，你要來成就。你在創世記裡
所開始的，在這些日子要把它作成，帶到完成，願你得著你所要得著的這一個新人。膏抹這些信息，當
我們來摸你的話，求你除去一切的帕子，叫我們的心都完全轉向你。求你眷臨我們，與我們同在，保守
我們一直與你是一靈。阿們。
這次訓練的總題是“一個新人成就神創造人的定旨”。我要說，這個題目乃是摸到神心頭深處的事。
為著這些日子，這也是非常應時的話語，也是非常中心的話語。一面來說，我們並非對這個題目感到陌
生，我們在已過在這裡在那裡，都講過這樣的信息。我們去年在臺北也講過這樣的信息。但我要說，弟
兄們，這一次，在這三天裡面，主把我們帶到這個題目，關於“一個新人”。但願我們不把它當作一種
的重複，好象是把一些已過的東西再翻煮一遍，翻炒一遍。不是，主是不斷往前的。
李弟兄首先在一九七七年釋放了關於這“一個新人”的信息，那些信息在那個時候是前所未有的。
我相信在座有些人當時也在那裡參加了七七年的那些聚會，或者至少你們也讀過那些聚會釋放出來的信
息，後來刊印成書。但是我想我們都同意，真正明白這些事，真正進入李弟兄所說的人，並不多。不是
說我們什麼都沒有看見，我們的確有點看見，我們看見一個新人乃是各個種族、各個膚色的人來在一起，
我們很興奮。那個時候我們的中心點專注於眾地方召會，我們在實行地方召會的生活。忽然間，透過那
些信息，我們看見召會是基督的身體，也是這一個新人，包括了各個國籍，各個種族的人。當時，我們
感到很興奮，因為在同一個屋簷底下有各種膚色的人來在一起。原諒我說，甚至在那個時候，當時是一
個領頭的弟兄，他甚至說，他是這個宇宙新人的宇宙協調者，他要把各個國家的聖徒配在一起，協調在
一起。那些信息四十二年前釋放出來，但我們的領會是非常膚淺，我們有一點看見，但是我們看見人好
象樹一樣，好象樹，還會行走，但我們不太清楚到底是什麼。
之後，主把李弟兄的職事帶到更高的一層。在八〇年代早期，主把他的職事帶到一個地步，釋放了
關於神聖分賜的信息。神聖的分賜為著構成基督的身體。我們頭一次看見基督的身體是生機的，乃是一
種的結果，是神聖分賜的結果。這把職事帶到一個地步，看見神新約的經綸，以最內在的方式來看見神
新約的經綸。在八〇年代，李弟兄釋放了許多信息，說到神新約的經綸，那與他在一九六〇年代所釋放
的相當不同，那是更深的，更內在的，在那裡釋放出來。然後，在那些日子，後來他要到臺灣去研究神
命定之路。但是，在那段時間的末了，在一九九〇年的時候，這一分職事再往前，看見神經綸的最高峰，
就是“神成為人，為要使人成為神，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為神。”親愛的弟兄們，在那二十年間，一
直到李弟兄到主那裡去，借著李弟兄的職事所釋放的，是非常需要地來預備我們，使我們能夠進入並明
白他在一九七七年所講的。如果沒有那樣的預備，沒有看見神聖的分賜，沒有看見基督身體的構成，沒
有看見神新約的經綸達到最高峰，就是“神成為人，使人在生命、性情上成為神。”如果我們沒有這樣
地借著那二十年的信息得著預備，在這更內在的職事裡面得著預備，我想，我們就不會預備好來進入李
弟兄在一九七七年所釋放的關於新人的信息。
李弟兄到主那裡去之後，在二〇〇〇年、二〇〇一年、二〇〇二年，同工們試著回到這些新人的信
息，我們也有好幾次的節期釋放關於新人的信息。雖然我們的領會拔高了一點，但是那個環境還沒有預
備好，甚至在那個時候，還有不同的區域，還有區域主義，在主的恢復裡有不同的工作存留著。雖然那
個說話是更高了，但是那個環境還沒有預備好。所以，雖然那段日子，我們重複了也釋放了那些信息，
但那個真正的深入，那個衝擊力還不夠，因為有弟兄繼續作他們區域的工作，在這一分工作裡作自己個
人的工作。這就叫我們沒有辦法看到一個新人實際地出現。
感謝主，到了今天，二〇一九年，我要說，我們預備好了，我們是在另外一個年代。主清理了那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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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多的難處，那些的阻礙。不僅是在這個物質的、世俗的世界裡面的方面，讓我們能夠那麼方便地來
在一起；甚至在主的恢復裡，主也清理了這一切關於私人、個人工作，地區主義、地區工作的這一切，
主都清理了。現在，我們是這樣地相調在一起。我要說，已過兩千年的人類歷史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
我要說，這是黃金的時候，讓主得著一個新人。我要說，這三天我們不是僅僅重複一點這些的信息，來
學習關於一個新人的教訓，或者有一點的看見。是的，我們需要有那方面，但是我相信，主心頭上的，
乃是在這個時刻看見這個新人實際地出現。按照弗二 15
，兩千年前，新人就創造了，但是這個新人需要被帶到成熟，這個長成的人需要出現，主渴望回來得著
祂的新婦。誰能夠成為祂的新婦呢？只有成熟的新人能夠成為新婦。我喜歡“成就”，這個總題裡面有
“成就”這個辭。我相信，這些日子就是成就的日子。弟兄們，時候到了，之前六千年前神創造了人，
神創造亞當。現在就是時候，讓祂來成就祂在伊甸園首先所作的，在創世記那裡所作的。這些日子乃是
成就的日子。弟兄們，你豈不為此喜樂麼？我們不是在起初的時候，不是在早期，我們乃是在成就的時
候。我年輕的時候，曾經巴望生在兩千年前主耶穌肉身的階段，看見祂行神跡給五千人吃飽。但是我要
說，現在我更寶貝現在這個日子，我們乃是生活在成就的日子，在成就神創造人的定旨的這些日子裡面。
我盼望，我們不把這些信息當作重復舊的信息，所謂的炒冷飯。雖然我們從前講過這樣的信息，但
這一次，我們再來的時候，這些信息對我是全新的。在這裡，有許多的亮光，我們要來看見，也要來得
著。主要成就祂在創世記創造人的時候所開始作的。現在是成就的日子。我再說，這的確是黃金的時機，
為什麼呢？今天在主的恢復裡，一切的由於區域主義、由於不同工作所產生的攔阻已經相當清除了，現
在我們跟前有一條康莊大道。
在已過這十七、十八年，我是指，自從我們前一次在兩千年的那個時候，釋放這些信息的時候，在
主的開展的事上，在主的行動，主在全地的行動，有了相當的進展。你看看這裡，在印度。昨天，弟兄
們向我們報告在亞洲——人口最密集的這個大洲，四十八個國家，只有剩下十二個國家需要主的見證被
帶到那裡。許多的召會乃是在已過十五、十七年間興起來的，這對主是何等的榮耀。現在，我們這個時
候在印度聚會。很遺憾，這是我是第一次來印度，但我很喜樂在這裡跟你們眾人相調。這是前所未有的
日子，我們能夠在亞洲，在印度這裡，我們從各個國籍，各個民族，各個語言，各個膚色，來到這裡，
成為這一個新人，實行這一個新人。並且，主的恢復甚至擴展到阿拉伯語的國家，到了中東。現在，我
們在耶路撒冷也有召會，在耶路撒冷有召會。主的恢復開展到阿拉伯語的世界。一九七七年，李弟兄講
一個新人信息的時候，這是不可能的。現在，這些都我們眼前發生了。去年，我們在衣索匹亞，我們看
見主在非洲五十三個國家的擴展，現在五十三個國家超過一半有主的見證和主的行動。非洲有一半以上
的國家有主的見證。聖徒們，這是主的作為。若是需要一個時機讓新人出現，現在就是時候。
第三，已過這二十年，就是自從李弟兄到主那裡去以後，這二十年，聖徒們、工人們，眾召會相調
在一起，特別是借著一年七次的節期，在世界各大洲，我們走過各大洋、各大洲，調和在一起。去年，
在非洲，我知道，去那裡參加聚會的聖徒，百分之九十以上從來沒有去過非洲。對多數人來說，那是一
個黑暗的大陸。但是讚美主，現在在非洲有主的行動，主的金燈檯在那裡興起。今天在印度也是一樣。
誰能夠想像，能夠在這裡，能夠有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在印度這裡？阿利路亞！相調實在是不得
了。當然這二十幾年，我們付了不少，買了不少機票，付了不少錢給航空公司，但那是值得的。因為今
天我們對於地區、區域沒有什麼感覺，因為我們都是作同樣的工作。昨天，我們跟弟兄們報告，我們在
非洲作工，但是從中國大陸，從歐洲，在那裡，在非洲那裡，有些聖徒他們是去了中國讀書，然後又到
了菲律賓，又回到非洲，這是什麼的工作呢？是中國的工作麼？是非洲的工作麼？不，這不是任何人的
工作，沒有人能夠宣稱任何的區域是他的地盤。哦，這就是相調。在已過這二十二年，這相調實在是不
得了，是太寶貴了。
末了，我要說，在已過這二十幾年，主興起了，在十八個國家興起了全時間訓練中心，包括了六大
洲。每一個大洲都有全時間訓練中心，來裝備青年人，就是我們的下一代。用這分職事，現今的真理來
裝備這些青年人。這是很重要的。為著一個新人的出現，這是極其重要的。弟兄們，我們乃是生活在一
個前所未有的時代，這個時代，這個時機是適合這一個新人產生出來的。所以，這些信息實在是太應時
了。我相信，主要借著這些信息，向我們敞開祂的心懷，使我們能夠進入祂心頭所要的，向祂有回應，
擺上自己受成全，好使我們在實際和實行上成為這一個新人，來成就祂永遠的定旨，就是祂在創世記所
開始的。現在我們乃是來到成就的階段。
第一篇信息，神永遠的定旨與一個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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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永遠的定旨——曆世歷代的定旨——是神在已過的永遠裡所作永遠的計畫——弗三 11，一 9、11，
羅八 28：
我們的神是一位有定旨的神，祂不是隨意隨機地作事。祂作任何事都有一個特別的觀點。啟四 11
，給我們看見神有一個旨意。我們乃是為著這個旨意受造的。我們的受造乃是為著神的這個旨意。沒有
什麼是意外發生的。神有一個永遠的旨意，我們乃是為著那個旨意存在的。神的旨意就是要在宇宙中彰
顯祂自己，為了成就那個旨意，神設計了一個計畫。那個計畫就是我們所說的神的定旨，就是要成就神
的旨意。這個定旨，不象你我的某種目的，只包含幾年或幾十年，只是關聯於一些屬地的、短暫的事物。
我們神的定旨是一個永遠的定旨，是從已過的永遠，一直延續到將來的永遠。這是一個永遠的定旨。不
是僅僅關於你的婚姻，你的職業，你要住在哪裡，作什麼，不，乃是關於神永遠的定旨，要成就祂永遠
的旨意。以弗所一章和三章用“定旨”這個辭三次，兩次是名詞，一次是動詞，這是指著在原文。這給
我們看見，我們所摸的是一件太重大的事了，這不是關於人的定旨，乃是關於神的定旨，神永遠的定旨。
一 神在宇宙中的定旨，是要產生一班完全和祂一樣一式的人；這就是聖經獨特的題目——約一 12〜13，
約壹三 2：
我喜愛這一點的這個發表。我要說，大概五十年前，我頭一次看見神永遠的定旨，我就被那個奪取
了。那使我決定我這一生要為著什麼。我被主抓住了，借著看見神永遠的定旨。但是，我那個時候所看
見的乃是說到神得著一班人，愛祂，把自己奉獻給祂，為祂而活，絕對為著祂。我看見，神的定旨與人
有關，祂要得著一班人，是奉獻給祂的。我看見神永遠的定旨，在那個時候只到這個地步。但是這一句
的綱要新鮮地摸著了我。神的定旨，神在宇宙中的定旨，是要產生一班完全和祂一樣一式的人。不只是
一班愛祂的人，奉獻給祂的人，不只是一班專注地、絕對地為著祂的人，乃是一班與祂一樣一式的人，
當然是在生命和性情上，而不是在神格上。這個發表對我實在是新鮮。若沒有李弟兄職事二十年的發展，
從神聖的分賜一直到神聖啟示的高峰——神成為人，使人成為神——我們就永遠不會領悟神永遠定旨的
這一方面，不僅是得著一些專注、投注於神的人，這班人乃是一個團體人，是與祂一樣一式的，神要得
著一個人，乃是祂的複製，祂的複本。不只是一些人奉獻自己來幫助神作事，乃是成為一個團體的人，
與祂一樣一式。我盼望，在這篇信息裡，我們能夠抓到這個點。當我們說到一個新人，我們乃是說到這
個團體人，是與神一樣一式的。我們從創世記神的創造要看見這一點。任何夠不上這一點的，就不是成
就神定旨的新人。
１ 在生命、性情、形像、外表、榮光、榮耀和外在的彰顯上，這班人要和神一樣一式——啟四 2〜3，
二一 10〜11、18。
在啟示錄，神聖啟示的末了，我們看見，在寶座上有一位，祂顯出來的樣子好象碧玉。這就是我們
的神，祂的樣子好象碧玉。到了啟示錄二十一章，那座城，新耶路撒冷這座城，城中有神的榮耀，而那
個照耀乃是這個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象碧玉。神的樣子好象碧玉，新城新耶路撒冷的樣子也
是好象碧玉。這座聖城就是神所救贖的人所構成的，他們看起來與神一樣一式，至終，神工作的終極完
成，我們看見那個產品，那個結果乃是神與人看來完全一樣。
２ 神定旨的完成是要借著將神聖的生命分賜到祂所揀選並救贖的人裡面；當神的生命作到祂的子民裡
面時，在他們裡面就起了一種新陳代謝的反應，使他們被變化而成為與神一樣一式——約三 15，約壹五
11〜12，林後三 18，羅八 29。
人能夠成為與神一樣一式，不是借著任何外在的改正、調整、安排。神採取的方式乃是借著將祂的
生命，就是神永遠神聖的生命分賜到人的裡面，那個生命是生機的，那生命一進到我們裡面，就產生一
種新陳代謝的反應，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變化。當我們經歷神的救恩，那不僅僅是我們得著神的赦免，現
在我們被神稱義，免去神的審判，那只是外在的事。但內在的一面，當我們得著神的救恩，另外一個生
命進到我們裡面，神神聖的生命進到我們裡面，在我們裡面產生一種的反應，一種新陳代謝的過程在我
們裡面進行，變化我們，使我們這班人變化成為與神一樣一式。
二 “人”在聖經裡是個重大的辭——創一 26，詩八 4〜6：
阿利路亞！為著人，阿利路亞！哦，瞧，我是人。我們要寶貝這一點。
１ 神的心意在於人，神的思想集中於人，神的心也在人身上。
不要問我為什麼是這樣，我沒有辦法告訴你。我只能夠說，聖經這樣告訴我們。聖經清楚告訴我們，
神對人非常有興趣，是那樣地深，這不是事後想起的，不是祂作了很多之後，後來想起的。神所造的人
墮落了，所以神要作一點事。不，從已過的永遠，神就有一個深切的興趣，祂要得著人。神的心意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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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神的思想集中於人，神的心也在人身上，甚至當祂創造諸天和地和其中的一切的時候，在那個第六
日，祂創造人，我們可以說第六日創造的人乃是這全部創造的目的。神在前面幾日所作的，乃是為著祂
在第六天所作的。人乃是中心點。人乃是神作一切創造工作的中心、原因。約三 16
，神愛世人，神愛人類，甚至有一天祂自己來成為人。神愛人到一個地步，祂親自來成為人。
２ 完成神計畫的是人，彰顯神的是人，擊敗神仇敵的是人，將神的國帶到人類中間的也是人。
乃是人。對不起，天使沒有地位。天使很美妙，很有大能，很能幹，但是神的興趣、神的權益不在
於天使。神要得著人作祂的憑藉，讓祂來成就祂的計畫，讓人能夠彰顯神，並且讓人能夠擊敗神的仇敵，
把祂的國帶進來。
３ 人是神顯現的憑藉，人是神行動的憑藉，人也是神行政的憑藉——結一 26、5、10。
在以西結書，我們看見，在穹蒼之上有寶座，在寶座以上有一位（當然這一位就是神），祂的樣式
好象人的樣子。在寶座上的這位神，祂的樣式好象人的樣子。神乃是在人裡面顯現，神乃是在人裡面，
並作為人在宇宙中施行祂的行政。我們還看見有四活物，每一個活物各有四個臉。第一個臉乃是人的臉。
四活物整體有神的輪子，在他們旁邊，這含示乃是借著四活物，神就在地上行動。而四活物首要的樣式
就是有人的樣式。所以，人成為神在地上行動的憑藉。若沒有人，雖然神渴望行動，執行祂的行政，神
也動不了，神也會受攔阻。祂必須得著人，才能夠在地上行動，在宇宙中施行祂的行政，祂才能夠得著
祂的彰顯，祂在宇宙中的顯現。
三 神永遠的定旨是要得著一個團體人彰顯祂並代表祂；這是神創造人的定旨——創一 26〜28，五 1〜
2，弗三 11，一 9、11。
當神創造亞當，在創世記一章的時候，那個人不是一個單個的人。我們必須看見，人事實上乃是一
個團體人。神的興趣不是僅僅在這裡造一個人，在那裡造一個人，然後造許許多多的人。不，神只造一
個人，那一個人乃是一個團體的人。你讀創世記五章 1~2，在那裡有亞當的譜系，亞當的後代記在下麵。
說到神創造亞當的日子，乃是按照神的樣式造的。神創造他們有男有女，神賜福給他們，稱他們的名為
亞當。這個名是亞當，但是請注意，這裡說稱他們的名，這是一個複數的人，他們的名為亞當。所以，
當神創造亞當的時候，不是一個單個的人，乃是整個人類都包含在那一個人的裡面。所以，神永遠的定
旨是要得著一個團體人，不是僅僅許許多多單個的人，神要得著這個團體的人來彰顯祂並代表祂。
現在我們來到第二大點，我們一同讀這個大點：
貳 “我們要按著我們的形像，照著我們的樣式造人”——創一 26：
我們現在應該會背這一節了，你睡著了還會背創一 26
：“我們要按著我們的形像，照著我們的樣式造人。”我相信，我們對這一節都有一點的認識，我們珍
賞這一節。但是我盼望今天早晨，我們可以多花一些時間，更深地挖掘，來瞭解什麼是神的形像，什麼
是神的樣式。人乃是按著神的形像，照著神的樣式造的。籠統來說，我們可以說，人看起來象神，這是
對的。但還不只是這樣。在這裡有更深的意義。在這句簡短的話裡面，神說，我們要按著我們的形像，
照著我們的樣式造人。好，我們繼續念綱要。
一 聖經裡對於神和人的關係，有一個奧秘的思想——26 節，結一 26，約壹三 2 下，啟四 3 上，二一
11 下：
按我們人的想法，按我們天然的觀念，我們認為神是至高無上的，祂是在天上無所不能、無所不在
的，而人只是在地上一個小小的受造之物，似乎是兩道永遠不會相遇的水流。但是在神和人，這個至高
的神和這個小小的造物人之間有一個奧秘的關係。我們剛才看過了，在啟示錄聖經的末了，在寶座上的，
祂好象碧玉，而這城也好象碧玉；以西結也是這樣給我們看見同樣的事。在約翰一書第三章告訴我們，
祂顯現，當主顯現的時候，就是祂回來的時候，我們必要象祂。我們所有的人，我們不是僅僅一些簡單
的受造之物。神創造我們是很特別的。祂要把我們作到和祂一樣一式。神要成為與我們一樣，神也要把
我們作到和祂一樣。神與人，人與神要徹徹底底地調和、合併在一起。神愛人到這樣的一個地步，祂要
與人成為一，並使人與祂成為一。我們沒有辦法否認，有這樣一個奧秘的思想包含在聖經裡，說到神與
人的關係。
１ 神渴望成為與人一樣一式，並使人成為與祂一樣一式——約壹三 2 下。
２ 神的心意是要將祂自己在基督裡作到我們裡面，使祂自己與我們一樣一式，並使我們與祂一樣一
式——弗三 17 上。
神要把我們作到與祂一樣一式，不是借著外在的安排，一種外在的動作。祂乃是要把祂自己作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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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裡面，這是一個主觀的過程，不是只是外面的一些的調整。神自己在基督裡作到我們這個人裡面，
分賜到我們裡面，在我們裡面產生變化的過程，要使人成為與神一樣。神自己成為人，在祂成為肉體裡，
兩千年前，祂來成為人。神成為肉體，祂成為一個與我們一樣的人。然後末了，在這一個人地上生活的
末了，經過祂的死和祂的復活，祂把人帶到神裡面，祂使人成為與神一樣。祂成為賜生命的靈，進到祂
所揀選的人裡面，重生他們，聖別他們，更新他們，變化他們，至終將他們模成，並要使他們得榮耀，
使他們成為與神一樣一式。關於神和人的關係，聖經裡有這樣一個奧秘的思想。
二 “我們要……造人”啟示，神格的三者之間，為著人的創造，舉行了會議——創一 26 上：
我們知道，神在頭五天作創造的工作，祂說有光，就有光，祂造了空氣，祂使旱地露出來等等，祂
造了各種的有生命之物。但是在末了，神說了這個很特別的話。神說，我們要。這說出，這裡有一個在
神格裡面特別的考量，這跟其它受造之物不一樣。人的受造是特別的，人的受造乃是神所作的一個特別
的工作。“我們要……造人”這啟示，在神格的三者之間舉行了會議，神格——父、子、靈——之間有
一種的討論，有一個會議，至終作了這個決議：好，我們要造人。現在一切都作好了，環境預備好了，
到處有這些的造物，現在我們要作什麼呢？我們要造人。所以，人的受造是非常確定的，是神格裡面經
過深思熟慮的。
１ 在已過的永遠，三一神決定要創造人，這指明人的創造乃是為著三一神永遠的定旨——弗三 9〜11。
不只是在時間的裡面，甚至是在已過的永遠裡面，神已經定意要得著人來成就祂的定旨。神的定旨
稱為永遠的定旨。按照以弗所三章，神的定旨是要借著召會顯明祂萬般的智慧。在已過的永遠裡，神就
作了這樣的一個決定，要創造人，要來成就這個定旨。
２ 神造人的心意是要完成祂神聖的經綸，將祂自己分賜到人裡面——提前一 4，羅八 11。
神這樣特別地創造了人，作成一個容器，一個器皿，好使神很容易，很合適地就能夠把祂自己作到
人的裡面。人的每一方面都是與神相合的。我們知道神怎麼作。神把地上的塵土塑造人的身體，然後祂
把祂的生命之氣吹到這個塵土的人裡面，吹到他的鼻孔裡面，這形成了人的靈。當這口氣和塵土交匯的
時候，就產生了一個活的魂。所以，這裡有兩種材料，有地上的塵土——泥土，來形成物質的身體，然
後耶和華的氣息形成人的靈。雖然那個還不是神的生命，但那是從神口裡出來的，是神的氣吹到人的裡
面，成為人的靈，人的靈。這是與神相合的，與神的元素非常接近的。現在，人裡面有了這一個，這樣，
人就能夠成為這樣的一個器皿，可以盛裝神，來成就神永遠的定旨。
三 神按著祂自己的形像，照著祂的樣式造人——創一 26 上：
神自己的形像是什麼意思呢？什麼是神自己的形像呢？在這裡，我要念給你們聽，職事的信息。我
想那裡的發表是很特別，我不願意代表得不準確。這是從“神聖啟示的中心路線”這本書英文第五十一
頁，就是第五篇。
“人是三一神（父、子、靈）照著祂們（內在）的形像造的。這形像乃是子基督作那不能看見之神
的彰顯，彰顯神屬性的素質，就如愛、光、聖、義（林後四 4
下，西一 15
上）。”我們知道，神是看不見的，但這看不見的神有一個看得見的形像。按照西一 15
，還有林後四 4
，那裡告訴我們，基督乃是神的像。基督是神的像。神自己是看不見的，基督卻是看得見的。從來沒有
看見過神，但是人看見過基督。這位基督就是神的形像，祂乃是神自己的彰顯。作為人，祂乃是神的彰
顯。這個神的形像乃是子基督彰顯神屬性的素質。神裡面有祂的屬性。什麼是神的屬性呢？是指神的特
徵。神是愛，神是光，神是聖，神是義。這就是神的所是，那是神的屬性。而耶穌作為神的兒子來彰顯
神的屬性，在祂的人性美德裡彰顯神的屬性。所以，基督就是神的像。
我再念給你們聽：“神的形像是指神素質內在的形像。子基督是三一神的形像。祂是那不能看見之
神的彰顯。神是看不見的，但祂有一個形像，這形像就是子基督，作那看不見之神在祂屬性的素質裡的
彰顯。神的屬性是指祂的特性。神是愛（約壹四 16
），神是光（一 5
），神是聖別的，神也是公義的。”
現在我跳過幾行：“屬性是指一個東西尚未彰顯出來的元素或素質。”換句話說，屬性是內裡的，
是神所是，神在祂裡面的所是。“屬性彰顯出來，就成了美德。嚴格的說，我們人並沒有愛、光、聖、
義的屬性。愛、光、聖、義的真實屬性乃是出於神並屬於神的。”只有神有這些屬性，我們不是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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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是光，只有神是。神說神就是愛，神就是光，這就是神的所是。“但是當神成了人而活在地上時，
神的屬性就彰顯在人的美德裡。屬性是出於神性，但彰顯的美德乃是經過人性。因此，彰顯出來的屬性
就是美德，美德隱藏的素質和元素就是屬性。”所以，屬性是內在的，美德是外顯的；屬性是屬於神，
而美德是屬於人，是在人性裡的。
我繼續念：“三一神的構成乃是祂一切的屬性。一切神聖屬性的集大成，就是神內在的素質。”所
以，如果你把神的屬性加在一起，愛，光，聖，義，更多，這些屬性統統加在一起，那就等於神內在的
素質，那就相當於神的所是。“這內在的素質需要彰顯。神內在素質的彰顯就是祂的形像。”如果你不
懂，讚美主，你可以回去讀職事的信息。簡單地來說，形像乃是神內裡屬性的彰顯。“而這形像具體表
現在基督裡（西二 9
）。基督是神的形像，乃是神屬性、神所是之素質的彰顯。三一神乃是在基督裡照著這形像，並在這形
像裡造人的。”
所以，親愛的弟兄們，人按著神的形像被造不是一件小事。這摸到神一切神聖的屬性，祂的愛、光、
聖、義，現在複製、翻版在人的裡面，並不是那個實際的本身。但是我們人，我們都渴望愛，我們有傾
向，傾向光明，我們願意作對的事，成為義的，我們要成為聖別的，這一切都擺在我們的裡面，作為神
屬性的複製。但是我們所有的只是一個容器，就好象手套有手的形像，但是我還沒有穿進來。神的屬性
是那個實際，就是那只手，而我們有一個渴望，要愛，喜歡光，喜歡聖，喜歡義，這個就是那個性能，
那個度量，那個容器，來盛裝神作實際。沒有神的人是空洞的手套，直到有一天他悔改相信神，手就進
來了。現在他得著了神作愛、光、聖、義的實際。因為這個實際進到我們的靈裡，人是按著這樣的一個
形像被造的。這不是那麼簡單。僅僅說，人看來象神，不是那麼簡單，乃是說人有這個形像，有這個性
能來接受、來盛裝神的屬性，而彰顯在我們人的美德裡。
好，關於這個樣式，樣式是外在的。人不僅是按著三一神內在的形像造的，人也是照著三一神外在
的樣式造的。這個樣式就是神所是的形狀，也就是神身位之素質與性質的彰顯。這些辭句很特別，很專
特。基督本有神的形狀，也就是說有神的樣式。當祂成為人時，祂乃是將神的樣式擺在一邊，取了奴僕
的形狀。祂將神的形狀擺在一邊，但祂沒有將神的素質擺在一邊，這是腓立比二章 6~8。基督將神的樣
式擺在一邊，基督將神外在的樣式，神所是的形狀擺在一邊，神所是的形狀乃是神身位之素質和性情的
彰顯。來一 3
說，“祂是神榮耀的光輝，是神本質的印像。”神的素質是在神自己裡面的東西。這個素質需要外在的
彰顯、印像，就如印章的印像，基督是神所是的印像，就是外在的形狀。所以我們不僅有神的形像，有
那個性能來盛裝神的屬性——祂的愛、光、聖、義；我們也有神的樣式，神的外形，神的形狀。我以前
常說，我們看起來象神，事實上不太對，那個樣式不是指那個外貌，乃是指腓立比二章所說的。那裡，
腓立比二章六到八節說到形狀、樣式，還有樣子。你要去讀那個注解。李弟兄很專特地向我們解釋這三
個辭的不同。這個樣式乃是那個形狀，祂把神的形狀擺在一邊。祂原來象王那樣的形狀，現在祂成了一
個奴僕。祂仍然是同一位，但是那個外形，那個形狀改變了，那個素質從來不改變。祂把神的形狀擺在
一邊，取了奴僕的形狀，成為人的樣式，更是顯為人的樣子。這個樣子是指那個外貌，外觀。所以，你
說到一個人的樣子，不只是一種外在的彰顯，它更是聯於內裡的東西，是內裡的東西彰顯出來。所以，
人有神的形像，這是外在的；人也有神的樣式，這是外在的；人有神的形狀。我不願意把你們搞得更糊
塗了。我想這就夠清楚了。你們自己去讀職事的信息。我要指出來的是，人是太美妙了。不要以為神創
造我們有點象祂，我們有神的形像，我們有這個性能來盛裝、來接受，神使我們在美德裡面彰顯神，我
們也有神的形狀，神的樣式。樣式和形像事實上很接近，但有一個是指著內裡的一面，另外一個是指外
在的一面。
１ 神的形像，指神裡面的所是，是神屬性內裡素質的彰顯，這些屬性最顯著的是愛（約壹四 8）
、光（一
5）、聖（啟四 8）、義（耶二三 6）。
我剛才讀過了。
２ 神的樣式，指神的形狀（腓二 6），乃是神身位之素質與性質的彰顯。
弟兄們，我要鼓勵你們，即使你們沒有完全領會這些話語的深處，但是你們要學著這個發表，學著
職事的發表來發表什麼是形像。形像是神屬性內裡素質的彰顯。什麼是樣式呢？樣式或說形狀，乃是神
身位之素質與性質的彰顯。人就是這樣受造的。這是太美妙了。對我來說，這實在是太奇特了。我的看
見拔高了那麼多。人不是那麼微小的、微不足道的、沒有意義的，人實在是太高了。我們是按著神的形
6

像，照著神的樣式造的。我們有神的形狀，我們帶著神的屬性，我們有這個性能能夠盛裝並返照神的屬
性。
３ 神造人成為祂自己的複本，使人有盛裝神並彰顯神的性能——林後四 6〜7，三 18。
所以，人在林後四章六到七節說到，我們是瓦器，我們有寶貝在瓦器裡。這說到我們有這個性能。
林後三 18
說到，我們觀看祂，返照祂，我們返照主的榮光。弟兄們，我們人可以返照主的榮光。這怎麼樣呢？我
們這些平凡的、微不足道的人能夠觀看並返照神的榮光，我們就漸漸變化。人是特別的，人是太重大了。
甚至神創造人的時候，祂就作了這樣美妙的一件事，這是遠遠超過我們所能領會。這就是為什麼我要花
一點時間讀那段職事的信息。雖然我知道你們聽不懂，但是我盼望能夠把一點的珍賞放在你們的裡面，
使你們能夠珍賞你們是誰。瞧，我是人！我是按著神的形像，照著神的樣式造的。我有那個性能，甚至
彰顯神的榮耀。一隻狗能夠彰顯神的榮耀麼？一隻猴子能夠麼？不。不要說猴子跟人很象，人很象猴子。
那樣說是很笨的，很愚昧的。猴子沒有神的形像，沒有那個性能來彰顯神。雖然它看起來面貌有點象人，
但猴子沒有那個性能，它沒有神的形像，也沒有神的樣式；只有人有。人能夠彰顯、返照神的榮耀。神
是這樣特別地造了我們。因為祂要使人成為與祂一樣一式，成為祂的複製，完完全全與祂成為一，作祂
的彰顯，作祂的代表，在地上作祂的彰顯和代表。
四 神按著祂的形像，照著祂的樣式造人，因為祂的心意是要進到人裡面並與人成為一——弗三 17 上。
五 神按著祂自己的形像造人，好使人借著祂的經綸得著祂的生命和性情，因而成為祂的彰顯——提前
一 4，約三 16，彼後一 4，林後三 18：
１ 因著我們是從神類造的，我們人性的美德就有盛裝神聖屬性的性能——十 1，十一 10。
２ 神按著祂的形像造人，意思是神創造人有一個心意，要人成為神的複本，神的複製，使神得著團體
的彰顯；這個複製使神喜樂，因為祂的複製看起來像祂，說話像祂，生活像祂——約十二 24，羅八 29，
來二 10，約壹三 1〜2。
弟兄們，我們就是這樣的人。不是僅僅許多單個的人，我們乃是這個團體的人，看來象祂，說話象
祂，生活象祂。這個人使神快樂。因為現在神得著一個彰顯，在地上有了這樣一個彰顯。兩千年前，那
人是耶穌基督。那第一個人，神所造，創世記一章所創造的第一個人，雖然有神的形像，照著神的樣式，
卻沒有成就神的心意；然而第二個人，就是神自己在祂的兒子裡來成為這個人，祂成就了神的定旨，就
是彰顯神並代表神。但那個人在十字架上創造了一個新人，一個團體人，就是召會。祂的身體來延續神
的兒子這第一個神人。我們在這裡是來延續那第一個神人來彰顯神並代表神。我要繼續到第三大點。
三 “使他們管理……，要……遍滿地面，並制伏這地，也要管理”——創一 26、28：
創世記一章二十六、二十八節告訴我們，神賜福給人，要人遍滿地面，繁衍增多，遍滿地面，並制
伏這地，也要管理一切的造物，特別是管理一切的爬物，這些蛇啊，蠍子啊。神給人權柄，管治權，來
管治這一切消極的東西，這一切消極的造物。
一 神給人管治權，目的是要征服神的仇敵，那背叛神的撒但——26、28 節：
神在宇宙中有一個仇敵就是撒但。他背叛了神，他更煽動了許多的天使，也煽動了受造的人來跟隨
他背叛了神。所以，神永遠的定旨，祂創造人永遠的定旨，有一個消極的一面，就是要讓人得著管治權
來擊敗、制伏神的仇敵。撒但是個受造之物，神自己不會直接來擊敗這個受造之物。神是創造者，祂需
要另外一個受造之物，就是那得著祂的權柄和管治權的人來制伏神的仇敵。這就是這個團體人的功用。
第一個功用是制伏神的仇敵——撒但。
１ 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預表那蛇撒但，和他的使者，以及跟隨撒但的鬼——26 節，三 1、14，啟十二
4、7、9，太二五 41，參路十 19。
２ 創世記一章二十八節的“制伏”含示，神在地上與祂的仇敵撒但之間進行著一場激烈的爭戰；誰贏
得地，誰就得勝。
弟兄們，我盼望我們裡面這些日子有這樣的一個篤定：我們乃是在一個屬靈的爭戰之中。這些日子，
撒但在那裡更激烈地與神爭戰，因為他知道他的末期快到了。所以屬靈的範圍裡，有一場激烈的爭戰。
神必須得著這個新人，作那個團體的人位，來擊敗撒但，來制伏撒但。請看看撒但所作的這一切事，在
全地上。在政治的世界裡，在經濟的世界裡，在我們一切個人的處境當中，在眾召會中間，許許多多發
生的事。弟兄們，你必須領悟，在這些背後就是撒但自己。他在興風作浪，要毀壞人類，要使那按著神
的形像和樣式創造的人被毀壞，使神的定旨不能成就。弟兄們，我們不是與血肉爭戰，我們乃是與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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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天界裡執政、掌權的。這個屬靈的爭戰現在就在你所在的召會，在眾召會中間，在你的地區，你的國
家裡面進行著這樣屬靈的爭戰。甚至在你的家裡，你的辦公室，撒但是非常肆無忌憚地在那裡作事。盼
望在這些信息的光中，我們能夠醒悟過來，神必須得著這個新人，這個團體的人，來作戰士，以制伏撒
但。
３ 神有一個難處，這個難處就是背叛神的天使長撒但，成了祂在宇宙中，特別是在地上的仇敵——賽
十四 12〜14，結二八 12〜18：
ａ 神給人權柄管理祂所造的萬物，為要制伏祂的仇敵而解決祂的難處——創一 26。
ｂ 人特別要治理全地，甚至要制伏這地，因為這地已經由神背叛的仇敵所篡奪——28 節。
４ 神需要人運用神的權柄管理一切的爬物，神也需要人制伏並征服背叛的地，使神得以為著祂的國度
恢復地——太六 9〜10。
這就是為什麼馬太六章主囑咐我們要這樣禱告：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願你的國來臨。
親愛的弟兄們，我們在眾召會不同的方面服事，盼望我們的責任感能夠更蒙光照，更被挑旺起來。我們
不僅僅是傳傳福音，帶一些人得救，有一個相當不錯的會眾。我們要看見有一場爭戰在進行，神要得著
一個新人，就是祂的身體興起來，爭戰來擊敗，來制伏祂的仇敵。每次的特會，每次的訓練，甚至這一
次，我相信很多弟兄們能夠見證，甚至撒但在這裡很激烈地爭戰，來抵擋這樣的一個聚集進行。所以，
我們裡面要有這個警覺：我們要禱告，捆綁那壯者，來制伏仇敵。這是召會的職責。若是地上的眾召會
不曉得如何擊敗撒但，如何制伏仇敵，我們就沒有理由需要生存在這裡，召會也不需要在這裡。地上的
眾召會乃是為著擊敗並制伏神的仇敵。
我再讀第二中點。
二 神給人管治權，目的是要恢復地——創一 28：
１ 神造人的用意，乃是要為祂自己恢復地——26 節。
２ 人被神所造，對地有管治權，要制伏、征服這地，因而為神恢復這地——26、28 節。
３ 神想要得回地；地成了一個有決定性的地方，是撒但想要持有、神也想要得回的地方。
讚美主，我們是人。讚美主，我們在地上。我們不是在月球，我們也不在火星，我們乃是在地球上。
詩篇第八篇說，“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尊大”。在印度，在亞洲，在非洲，主的名是如何呢？是不是真的
這樣地尊高呢？但是我們要說，在這個地上很多的地方，這個名還不是那麼尊大，還是有充滿黑暗的權
勢，不義、不法的事。我們有沒有感覺：主啊，我們在這地上的存在不只是叫人快樂，得著一些的好處，
甚至今天的基督徒，他們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感覺，或者他們只是求神祝福他們，給他們福利平安，叫他
們亨通？他們有沒有感覺神有一個仇敵，這地是神所要得著的，來彰顯祂自己，這個地需要恢復？撒但
是那樣地毀壞這個地，在已過六千年之間，有誰在意，有誰為著神的權益站住來重新得回這地？詩篇說，
地是主的，地和其中所充滿的都是主的。主必須得著印度，巴基斯坦，得著亞洲，甚至剩下來的十二個
國家。這就是主的囑咐，要我們傳國度的福音到天下，到整個居人之地。已過兩千年，恩典的福音，愛
的福音，已經在很多國家傳揚了，但是國度的福音還要達到各個地方。這個地需要得著恢復，脫離一切
的強暴，一切的不義，一切的不法，一切的背叛。好，我繼續。
三 神給人管治權，目的是要人運用神的權柄管治地，使神的國得以臨到地上，神的旨意得以行在地上，
神的榮耀得以彰顯在地上——太六 10、13 下。
神給人管治權，使我們能夠運用這個權柄，把神的國帶到這個地上。神必須在地上作王、掌權。你
滿意於地上的這些的國度和他們的統治者呢？神的國需要被帶進來，光的國、公義的國需要被帶進來，
帶到這地上的各處。誰能夠成就這事呢？誰願意作這件事呢？不是你我單個的人，我們作不到。甚至眾
召會也作不到。乃是這一個新人能夠成就這事。我再說，甚至不是眾召會，分開地、分別地能夠作這件
事。這就是為什麼我說為著這些日子感謝主。主清理了這一切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區域，我們不再因為
地理而被分隔，我們相調在一起，被成全成為一個新人。只有一個新人能夠，或者說夠資格來施行神的
權柄，來帶進神的管治，帶進神的掌權。
好，我們來到末了一個大點。
肆 召會作為一個新人，就是神心意中團體的人，這個新人要完成雙重的定旨，就是有神的形像以彰顯
神，並為著神的國與神的仇敵爭戰——弗二 15，四 24，六 10〜13，西三 10：
創世記所創造的那個人乃是一個預表，那個應驗、那個成就乃是新約的召會，作為一個新人。召會
必須成為這一個新人。召會一面是基督的身體，這個基督的身體也必須是一個新人，這個新人要成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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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的定旨。
一 聖經啟示一個新人不是一個單獨的人，乃是一個團體、宇宙的人——弗二 15，四 24，西三 10〜11：
１ 這一個新人乃是團體的神人：
ａ 第一個神人，就是神的長子，是這團體神人——新人——的頭——羅八 29，弗四 15。
ｂ 許多的神人，就是神許多的兒子，是這團體神人——新人——的身體——16、24 節。
２ 我們這些在基督裡的信徒，都與基督是一，成為這個新人；我們眾人乃是這一個新人的各部分——
二 15〜16，四 24：
ａ 宇宙中有許多信徒並有許多地方召會，但只有一個新人——西三 10，四 15〜16。
ｂ 所有的信徒乃是這一個團體、宇宙新人的組成分子。
親愛的弟兄們，在這裡，當你看見一個新人的異象，你就不會在意你在哪裡，你是誰。因為基督是
一切，又在一切之內。當我們起先看見基督的身體，你還可能可以分辨，我可能是手，我可能是口，我
可能是耳；但是說到新人，就沒有任何分別了，完全是基督，基督是一切，祂又在一切之內。所以，我
們是這一個團體宇宙新人的組成分子。
二 這一個新人乃是戰士，與神的仇敵爭戰——弗六 10〜13：
１ 戰士不是召會的身分，而是召會作為新人的一方面。
２ 召會這團體的新人是一個戰士，信徒們一起組成這新人。
３ 我們必須在基督的身體裡，在一個新人裡，打屬靈的仗，絕不能單獨作戰。
我們花一分鐘跟鄰座的弟兄禱告，然後我們可以有一些回應。

第二篇 基督作為人子、第二個人以及末後的亞當，成就神創造人的心意
好，我們來到第二篇信息。這篇信息，這篇信息的確是接續了第一篇。我要說一點話，簡短的話，
使我們能進入這篇信息，這是完全基於這篇綱目。這是一篇精心製作的綱目，我不想跳過，我也不想帶
進太多我自己的感覺。但是，首先，我要繼續說到的就是第一篇信息的負擔；我也注意裡面有個感覺，
就是整個恢復來到另外一個層次，或是來到另外一個點。在已過一百年，將近一百年主的恢復的我們中
間的歷史，從中國開始直到今天，我們說過，主的啟示是漸進的，主的異像是漸進的，甚至主在我們中
間的行動也是漸進的，如果我們還真是主的恢復的話。這裡的點是，在已過二十年，我們把李弟兄的故
事當作在我們中間的一個界碑來算。已過二十年，你可以說，花了二十年的時間，讓主很刻意地把這個
恢復預備好並把眾召會帶到一個點上。現在我們能說到並領會的這個點，靠著祂的憐憫能作出的這個點，
就是一個新人的實際。已過二十年，我要說，有許多的說話，而在這一切說話主要的負擔和要點，就是
將我們帶到能認識基督的身體，基督的身體。我希望今天早上坐在這裡的弟兄們，當我們提到基督的身
體時，不會只是一種挑旺而已，而是有一個，當我們說到基督身體的時候，我們裡面有個扎實的看見。
我感謝主，特別這裡主有一個帶領，有一些的同工擔負一些主要的負擔，在主的話上擔負主要的負
擔，在主在我們中間的職事中領頭，提供了主的恢復在我們中間屬靈的方向，使我們能專注於，堅定持
續地專注在基督的身體這個點上。這並不是說我們已經達到了，我們都有了身體的實際。但這裡使我們
有一個基礎，使我們能來到李弟兄所說的一個更高的關於基督身體的事，就是新人。我要提到一個注解，
事實上，是在第三篇信息裡提到的。所以我也不要深入，我只要用這一個注解作為參考。那就是在弗四
24
的注解說到：脫去舊人，穿上新人。李弟兄說，這卷書，以弗所書這卷書首先啟示召會是基督的身體，
這是在注二第二段。神的國，這是第二；神的家人，這是第三；也是神的殿，神的居所，這是第四。現
在本書也就是在四 24
這裡，本書更進一步啟示召會是新人。請聽並且注意，這是召會最高的一面，最高的一面意思就是沒有
更高的了。當我們說到召會，我們對召會的啟示，甚至我要說，弟兄們，我們召會生活的實行全部有賴
於我們對於這裡弟兄所說的這件事情的領會，召會最高的一面就是新人。所以，或許基於這個點，我們
能說，這是一個終極的，關於召會終極的啟示，在聖經裡關於召會終極的啟示；也可以說，你照著剛才
前一堂課弟兄說的話，這是應驗，甚至也是最終的應驗，召會這件事。在這個時代，在這世代的終結之
前，在主回來之前，最終的應驗。
我不是，我這樣講並不太大膽，這是事實。我主要是要跟你們分享我的感覺和我的負擔。我再繼續
快快說。召會是蒙召的會眾，這是召會作為艾克裡西亞的開始。使徒由此向前說到，神國的子民以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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