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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认识并经历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 

作为神的奥秘 

  诗歌： 

读经：西二2～3、9～10，约一1、14、16，弗三8、17 

 
西2:2 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在爱里结合一起，以致丰丰富富地在悟性上有充分的确信，能以完全

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西2:3 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祂里面。 
西2:9 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 
西2:10 你们在祂里面也得了丰满。祂是一切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约1:1 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 
约1:14 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地有恩典，有实际。我们也见过祂的荣耀，正

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 
约1:16 从祂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弗3:8 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

外邦人， 
弗3:17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 

壹 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是神的奥秘——西二2： 
西2:2 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在爱里结合一起，以致丰丰富富地在悟性上有充分的确信，能

以完全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一 神自己是个奥秘，基督是这奥秘的奥秘。 

二 “神的奥秘”指明无法理解且解释不来的事物。 

三 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作为神的奥秘，是神的解释、说明和彰显——神的话——

约一1、14。 
约1:1 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 
约1:14 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地有恩典，有实际。我们也见过祂

的荣耀，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 

四 基督作为神的奥秘，乃是神的历史；神全盘的“故事”都在基督里，并且就是基督—

—西二2： 
西2:2 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在爱里结合一起，以致丰丰富富地在悟性上有充分的确

信，能以完全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1 神虽是无限、永远的，无始无终的，但祂也有历史，故事——罗十六26，诗九十2。 

罗16:26 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且照永远之神的命令，借着众申言者所写的，指示万

国，使他们顺从信仰。 
诗90:2 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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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神的奥秘，神奥秘的故事——乃是神的历史。 

3 神的历史是指祂在基督里所经过的过程，使祂可以进到我们里面，并使我们得以被

带到祂里面；这过程包括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死、复活、升天、得荣和登宝

座——约一12～14、29，三14，十二24，十四20。 

约1:12 凡接受祂的，就是信入祂名的人，祂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 
约1:13 这等人不是从血生的，不是从肉体的意思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意思生的，乃是

从神生的。 
约1:14 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地有恩典，有实际。我们也见过

祂的荣耀，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 
约1:29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向他走来，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 
约3:14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约12: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约14:20 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五 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那是神的奥秘之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里面——

西二3： 
西2:3 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祂里面。 

1 智慧与我们的灵有关，知识与我们的心思有关——弗一8、17。 

弗1:8 这恩典是神用全般的智慧和明达，使其向我们洋溢的， 
弗1:17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地

认识祂； 

2 神是智慧和知识的独一源头——罗十六27，十一33。 

罗16:27 愿荣耀借着耶稣基督，归与这位独一、智慧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罗11:33 深哉，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祂的判断何其难测，祂的道路何其难寻！ 

3 这是关于基督与召会之神圣经纶的属灵智慧和知识——弗一10，三9，五32。 

弗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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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弗3:9 并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 
弗5:32 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与召会说的。 

4 智慧和知识也是指神一切的“故事”说的。 

5 这一切关乎神故事的智慧和知识，都是藏在这位是神奥秘的基督里面——西二2～
3。 

西2:2 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在爱里结合一起，以致丰丰富富地在悟性上有充分的确

信，能以完全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西2:3 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祂里面。 

贰 基督作为神的奥秘，乃是神格丰满的具体化身——9节： 
西2:9 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 

一 “神格一切的丰满”乃指整个的神格，完整的神——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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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2:9 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 

1 “神格”一辞有力的指明基督的神格。 

2 神格既包含父、子、灵，神格的丰满就必是父、子、灵的丰满——太二八19，林后

十三14。 

太28:1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将他们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 
林后13:14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 

3 基督是神格丰满的具体化身，这意思是，三一神的丰满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

面——西二9： 

西2:9 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 

a 这含示基督在祂人性里所穿上的肉身，并且指明神格一切的丰满都居住在这位有

属人身体的基督里面——约一14，罗八3，来二14。 

约1:14 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地有恩典，有实际。我们也

见过祂的荣耀，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 
罗8:3 律法因肉体而软弱，有所不能的，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并为着

罪，差来了自己的儿子，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 
来2:14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祂也照样亲自有分于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废除

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b 在基督成为肉体以前，神格的丰满乃是居住在作为永远之话的基督里面，但不是

有形有体地居住在祂里面——约一1。 

约1:1 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 

c 从基督成为肉体穿上人的身体以后，神格的丰满就开始有形有体地居住在祂里

面，并且居住在祂得荣的身体里（腓三21），从今时直到永远。 

腓3:21 祂要按着祂那甚至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动力，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

状，使之同形于祂荣耀的身体。 

二 歌罗西二章九节的“丰满”不是指神的丰富，乃是指神丰富的彰显： 
西2:9 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 

1 丰富是一样东西的量，而丰满是一样东西流出来、溢出来，成为那样东西的彰显。 

2 那居住在基督里的，不仅是神格的丰富，也是神所是之丰富的彰显： 

a 神的丰满就是神的丰富满溢出来了，这满溢出来就是神的彰显。 

b 神格的丰满就是神格的彰显，也就是神所是的彰显——9节。 

西2:9 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 

3 神格是在旧造（宇宙）中并在新造（召会）中得着彰显——一15、18。 

西1:15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 
西1:18 祂也是召会身体的头；祂是元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使祂可以在万有

中居首位； 

三 当神的儿子成为肉体成了一个人，在祂身上有神的丰满，我们从这丰满里都领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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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一14、16： 
约1:14 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地有恩典，有实际。我们也见过祂

的荣耀，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 
约1:16 从祂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1 约翰一章十六节里的“恩”不是指丰富的恩，乃是指丰满的恩；丰富的恩是在神里

面，而丰满的恩是在基督耶稣里——西二9。 

约1:16 从祂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西2:9 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 

2 我们所领受的恩典乃是丰满的恩典；从我们得救时开始，我们就可以恩上加恩地领

受。 

3 约翰一章十六节的“恩上加恩”可比作滚滚海涛，一波接着一波，绵绵不绝。 

约1:16 从祂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叁 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在

基督里得了丰满——西二9～10： 
西2:9 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 
西2:10 你们在祂里面也得了丰满。祂是一切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一 十节的“丰满”，原文含完备，完全意。 
西2:10 你们在祂里面也得了丰满。祂是一切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二 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居住在基督里，又因为我们已经被摆在祂里面，所以我们在祂

里面就得了丰满，充满了神圣的丰富——林前一30，弗三8： 
林前1:30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这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别

和救赎， 
弗3:8 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

作福音传给外邦人， 

1 所有相信基督的人，都已经被摆在基督里了；因此我们与祂联合并且与祂是一——

加三27，林后五17。 

加3:27 你们凡浸入基督的，都已经穿上了基督。 
林后5:17 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旧事已过，看哪，都变成新的了。 

2 我们信徒已经被摆在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里面，与祂联合，归属于祂，以祂

为我们的丈夫；因此，我们与祂乃是一——西一28，罗七2～4，林前六17。 

西1:28 我们宣扬祂，是用全般的智慧警戒各人，教导各人，好将各人在基督里成熟地

献上； 
罗7:2 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受律法约束，归与丈夫；丈夫若死了，就脱离

了丈夫的律法。 
罗7:3 所以，丈夫活着，她若归与别的男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那

律法，虽然归与别的男人，也不是淫妇。 
罗7:4 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向着律法也已经是死的了，叫

你们归与别人，就是归与那从死人中复活的，使我们结果子给神。 
林前6:17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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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着我们与基督是一，我们就有分于祂所完成、所得着并所达到的一切；我们承受

了基督所经历并所经过的一切，领受了祂所是和所有的一切。 

4 凡祂所经过的一切，现今乃是我们的历史；祂所得着并所达到的一切，乃是我们所

承受的基业。 

5 结果乃是，祂所是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归我们，祂所经历的一切也成了我们的历

史——西二11～13，三1。 

西2:11 你们在祂里面也受了非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在基督的割礼里，脱去了肉体的

身体， 
西2:12 在受浸中与祂一同埋葬，也在受浸中，借着那叫祂从死人中复活之神所运行的

信心，与祂一同复活。 
西2:13 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叫你

们一同与基督活过来； 
西3:1 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寻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

边。 

三 我们需要充分的领悟我们在基督里所有的，并运用信心，好有分于我们在基督里所有

的一切——弗三17。 
弗3:17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 

四 这丰满是包罗万有的，因此这丰满为我们成就了一切，完全满足并供应我们，且使我

们得了丰满，得以完全并完备——西二9。 
西2:9 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 

五 我们有包罗万有、无穷无尽的丰满，这丰满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并且我们在

祂里面，也得了丰满——弗三8，西二9～10。 
弗3:8 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

作福音传给外邦人， 
西2:9 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 
西2:10 你们在祂里面也得了丰满。祂是一切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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