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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按照神經綸的宇宙歷史— 
人類歷史裏的神聖歷史， 

成就主的心願， 
就是要得着一個在實際裏的新人 

讀經：珥一 4，三 11，弗一 3～6，二 15，四 22～24，彌五 2，
啓十九 7～9 

綱要 
【週一】 

壹 這個宇宙中有兩個歷史：人的歷史（人類的歷史）和神的歷
史（神聖的歷史）；前者如同外殼，後者如同外殼裏面的核仁—
參珥一 4： 

一 聖經相當詳細的啓示人類歷史裏的神聖歷史；神的歷史就是我

們的歷史，因爲祂與我們聯結： 
1 我們需要看見，神在已過永遠裏的歷史，是要爲祂與人聯結的行動作豫備： 

a 神聖的歷史開始於永遠的神和祂的經綸；按照神的經綸，神要把祂自己作

到人裏面，與人成爲一，作人的生命、生命的供應和一切，並得着人作祂

的彰顯—弗三 9～10，一 10，創一 26，二 9。 

【週二】 

b 神在祂神聖的三一裏，在永遠裏舉行了一個會議，決定基督那極重要的死，

爲着完成神永遠的經綸—徒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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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神聖三一的第二者，豫備要從永遠裏出來，進到時間裏，生於伯利恆，成

爲一個人—彌五 2。 

d 神在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曾用諸天界裏各樣屬靈的福分，祝福了信

徒—弗一 3～6。 

【週三】 

2 神在人裏的歷史，開始於成爲肉體，繼續於祂經過人性生活、釘死、復活、

以及升天的過程；何西阿十一章四節說，這些乃是人的繩，愛的索： 

a 神聖的歷史，就是神在人裏的行動，乃是以經過過程的基督這位神人作爲

原型，而達到新人，以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這偉大的神人，就是神永遠

經綸終極的完成。 

b 基督藉着祂的成爲肉體和人性生活，將無限的神帶到有限的人裏面；將三

一神與三部分人聯結並調和一起；藉着祂芬芳的美德，在祂的人性裏彰顯

全備之神豐富的屬性。 

【週四】 

c 基督的釘死是個代替的死，是包羅萬有的死，是包羅萬有法理的救贖，了

結舊造並解決所有的問題；（約一 29；）在祂的釘死裏，祂救贖神所創造

卻墮落在罪中的一切，（來二 9，西一 20，）用祂神聖的元素創造（孕育）

新人，（弗二 15，）且從祂人性的體殼裏，將祂神聖的生命釋放出來。（約

十二 24，十九 34，路十二 49～50。） 

d 在祂的復活裏，祂生爲神的長子，（徒十三 33，羅一 4，八 29，）成爲賜

生命的靈，（林前十五 45 下，）並重生千萬的人，使他們成爲神的眾子作

基督身體的肢體和一個新人（召會）的成分。（彼前一 3，西三 10～11。） 

e 祂升上諸天，然後作爲那靈降下，以產生召會作一個新人，使三一神得着

團體的彰顯—珥二 28～32，徒二 1～4，16～21。 

二 因此，召會作爲一個新人的實際，也是神聖歷史的一部分；這

歷史是人類外在歷史裏之神聖奧祕的內在歷史；在神聖歷史這

部分的末了，基督要再來，帶着祂的得勝者作祂的軍隊，（珥一

4，三 11，）擊敗敵基督和他的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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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接着，千年國就要來臨；至終，這國度要終極完成於新天新地

裏的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將是神的歷史終極完成的一步。 

【週五】 

貳 在彼得（捕魚的職事）、保羅（建造的職事）、和約翰（修補
的職事）身上，我們可以看見主的心願乃是要得着一個新人： 

一 五旬節那天，神用彼得帶進許多猶太信徒；（徒二 5～11；）再

者，哥尼流在禱告中得着異象，（十 30，）彼得也在禱告中得

着異象；（17，19；）藉此神爲着一個新人實際的出現得着外

邦人的計畫和行動得以實施。（9 下～14，27～29。） 
二 在以弗所二章十四至十五節保羅揭示，基督藉着祂創造新人的

死，將猶太人和外邦人創造成一個新人；（參四 22～24；）在

林前十二章十三節保羅告訴我們，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或希利

尼人』，都受浸成了一個身體；在加拉太三章二十七至二十八節

保羅告訴我們，凡浸入基督的，都已經穿上了基督，『沒有猶太

人或希利尼人』；在歌羅西三章十至十一節保羅告訴我們，在新

人裏猶太人和希利尼人都沒有地位。 
三 約翰告訴我們，主用自己的血『從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

各邦國中，買了人來』；（啓五 9；）這些蒙救贖的人構成召會

這一個新人；藉着約翰我們也看見眾召會是金燈臺，（一 11～
12，）這些金燈臺要終極完成爲新耶路撒冷；在金燈臺和新耶

路撒冷裏，我們看不見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不同。 
四 這一切都指明每天我們都需要喝一位靈，（林前十二 13，）好

使我們在實際日常生活的每一面，都在我們心思的靈裏得以更

新，藉此脫去舊人並穿上新人，以完成主的心願，就是要得着

一個在實際裏的新人。（弗四 22～24。） 

【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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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在神聖的歷史中有一個新造—新人同着新心、新靈、新生命、
新性情、新歷史、和新的終結—詩歌十一首，結三六 26，林
後三 16，太五 8，多三 5： 

一 神聖的歷史，神在人裏的歷史，是從基督的成肉體直到祂的升

天，成爲賜生命的靈，然後繼續於祂住在我們裏面，藉着神生

機的救恩，就是重生、聖別、更新、變化、模成並榮化，把我

們帶進一個新人完滿的實際裏，並使我們成爲基督榮耀的新

婦—弗四 22～24，羅五 10，啓十九 7～9。 
二 現在我們要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們是活在神聖的歷史裏，還是

僅僅活在人類的歷史裏？ 
1 我們都在人類的歷史裏出生，卻在神聖的歷史裏再生，重生；我們若活在這

個世界，就是活在人類的歷史裏；但我們若活在召會這一個新人的實際裏，

就是活在神聖的歷史裏；在召會生活中，神的歷史就是我們的歷史；現在這

兩方—神和我們—有同一個歷史，就是神聖的歷史。 

2 讚美主，我們在神聖的歷史裏，經歷並享受奧祕、神聖的事物，爲着我們生

機的救恩，並藉着將和平的福音傳遍整個居人之地使祂得擴展，（弗二 14～
17，六 15，參太二四 14，）好使我們成爲實際裏的一個新人，作祂得勝的

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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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週一 
晨興餧養 

珥一 4『剪蝗剩下的，羣蝗來喫；羣蝗剩下的，舔蝗來喫；舔蝗剩下

的，毀蝗來喫。』 

三 11『四圍的列國阿，你們要速速的來，一同聚集。耶和華阿，求你

使你的大能者在那裏降臨！』 

聖經記載兩個歷史：人的歷史（人類的歷史）和神的歷史（神聖

的歷史）。前者如同外殼，後者如同外殼裏面的核仁。小申言者書對人

類歷史有清楚的說明，由約珥書一章四節所題的四種蝗蟲所表徵；也

相當詳細的啓示了在人類歷史裏的神聖歷史。神聖的歷史是三一神在

人性裏的神聖奧祕，開始於已過永遠裏永遠的神和祂永遠的經綸；（彌

五 2 下，提前一 4，弗一 4～5，9～11；）繼續於基督的成爲肉體；（彌

五 2 上；）祂的死、埋葬和復活，使神的救贖和救恩傳佈給地上的萬

民；（拿一 17，二 10；）祂將終極完成的靈澆灌下來，以產生召會，

作三一神團體的彰顯；（珥二 28～32；）祂要第二次來臨，作萬國所

羨慕的（該二 7 上）和公義的日頭；（瑪四 2 上；）祂要帶着作祂軍隊

的得勝者同來，擊敗敵基督和他的軍隊；（珥三 1～15；）祂也要在千

年國裏在錫安掌權。（三 16～21，彌四 7。）至終，國度要終極完成

於新天新地裏的新耶路撒冷，直到永遠。新耶路撒冷將是神的歷史終

極完成的一步。（聖經恢復本，珥一 4 註 1。） 

信息選讀 
〔聖經〕是由四十幾位作者，費了大約一千五百年寫成的。頭一

位作者是摩西，末了一位作者是約翰。…我們可以說，聖經乃是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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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因爲它是神自己藉着許多受聖靈感動的作者，所寫關於神的一

本書。…整本聖經乃是三一神的歷史。 
神的歷史成了我們的歷史，因爲祂與我們聯結。我們可以用夫妻

之間的聯結來說明這事。…聖經就是神與我們聯結的歷史。祂是我們

的丈夫，我們這些蒙祂揀選、救贖的人是祂的妻子。 
基督徒的生活乃是與神聯結的生活。新約聖經說，作爲神具體表

現的基督乃是丈夫，召會乃是妻子。（弗五 25～32，林後十一 2。）…

啓示錄十九章說到基督的婚娶和祂的婚筵。（7～9。）二十一、二十二

章給我們看見，化身於基督裏的神，與蒙祂揀選、救贖之人在永世裏

的婚配生活。…因此，當我們摸着神的歷史，我們就摸着我們的基督

徒生活。…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嫁給三一神之妻子的生活。 
我們的神有一部歷史，祂的歷史最奇妙的一部分乃是祂與人聯結

的歷史。甚至在舊約裏，神就說到祂自己是丈夫，祂的子民是祂的妻

子。（賽五四 5，六二 5，耶二 2，三 1，14，三一 32，結十六 8，二

三 5，何二 7，19。）神在舊約裏所要得着與祂子民的婚配生活，乃

是在新約裏得以實化。（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四至五頁。） 
三一神是永遠的。…在祂沒有起始。這永遠的一位在祂自己裏面

定了一個經綸。按照祂的經綸，神要把祂自己作到人裏面，與人成爲

一，作人的生命、生命的供應和一切，並得着人作祂的彰顯。所以，

神在祂經綸裏的心願，就是要有一個團體的實體，由神和人構成，作

祂永遠的彰顯。這神聖的歷史開始於永遠的神和祂的經綸。（約珥書生

命讀經，二四九頁。） 
參讀：約珥書生命讀經，第五至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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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週二 
晨興餧養 

徒二 23『祂旣按着神的定議先見被交給人，你們就藉着不法之人的手，

把祂釘在十字架上殺了。』 

彌五 2『伯利恆以法他阿，你在猶大諸城中爲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

那裏爲我而出，在以色列中作掌權者；祂是從亙古，從太初而出。』 

神在祂神聖的三一裏，在永遠裏舉行了一個會議。（徒二 23 與註

1。）…父神、子神、靈神在永遠裏舉行了一個會議，決定基督那極重

要的死，爲着完成神永遠的經綸。神立了一個經綸，但是神必須決定

要如何完成祂的經綸。爲了完成神的經綸，基督必須受那包羅萬有的

死。（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一六頁。） 

信息選讀 
神聖三一的第二者，豫備要完成祂從永遠進到時間裏的『出來』，

生在伯利恆成爲人。彌迦書五章二節告訴我們，基督要生在伯利恆，

那是神『出來』的一部分。…在神聖三一的第二者在時間裏來生在伯

利恆之前，祂在已過的永遠裏，乃是豫備要來。神在創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裏，曾用諸天界裏各樣屬靈的福分，祝福了信徒。（弗一 3～
6。）…在我們受造以前，祂在兩件事上祝福了我們。…在已過的永遠

裏，神揀選我們，使我們成爲聖別，成聖歸祂自己，有祂聖別的性情。

（4。）…〔這〕指明祂要與我們成爲一，也就是說，祂的性情要成爲

我們的性情。因着這性情，我們就被聖別，分別出來歸給神。神的性

情是聖別的，祂要將我們在性情上作成像祂一樣。（來二 11，彼後一 4。） 
…神在已過的永遠裏〔也〕豫定我們，標出我們，得兒子的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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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我們作成祂的眾子，歸於祂自己，有祂神聖的生命。（弗一 5 下。）

因此，神在已過的永遠裏祝福了我們，給我們兩件東西，就是祂的性

情和祂神聖的生命。神在已過的永遠裏，按着祂的意願所喜悅的，（5
上，）曾用諸天界裏各樣屬靈的福分，祝福了我們，使祂恩典的榮耀

得着稱讚，這恩典是祂在基督那蒙祂所愛者裏面所恩賜我們的。（6。） 
在已過的永遠裏，神立了一個經綸，爲要產生召會，爲着祂的彰

顯，並且要將萬有，包括我們，在基督裏都歸一於一個元首之下。祂

也舉行了一次會議，決定神聖三一的第二者來替我們死，以完成祂的

經綸。然後，在已過的永遠裏，祂揀選了我們，使我們有祂的性情，

也使我們有祂神聖的生命，叫我們與祂一樣的聖別，並叫我們成爲祂

的兒子，作祂的兒女，來彰顯祂。這就是神在已過永遠裏的歷史，這

歷史就是我們的歷史。（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一六至一九頁。） 
在舊約裏，神在成爲肉體以前，祂只同着人，並在人中間行動。…

但那不是完成神爲着基督與召會之永遠經綸的直接行動。…因此，在

舊約裏沒有題到召會。召會是隱藏的奧祕。…神在新約裏的經綸，絕

對是獨一的。在舊約裏，你看不見神爲着祂永遠經綸的直接行動。神

間接作了許多準備，好使祂有一日能來直接的作工。…舊約乃是爲着

神在新約裏在人裏面直接的行動作準備。（神在人裏的行動，五至七頁。） 
參讀：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第一章；神在人裏的行動，第

一章；彌迦書生命讀經，第二至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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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週三 
晨興餧養 

何十一 4『我用慈繩愛索牽引他們…。』 

太四 19～20『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使你們作得人的漁夫。

他們就立刻撇下網，跟從了祂。』 

聖經可被視爲神的歷史。…神的歷史有兩部分：在舊約中神同着

人的歷史，以及在新約中神在人裏的歷史。在舊約中神的歷史是同着

人的歷史；在新約中神的歷史是在人裏的歷史，因爲這個歷史關係到

神與人是一。因此，神在新約中的歷史，乃是在人性裏的神聖歷史。（約

珥書生命讀經，二五四頁。） 

信息選讀 
〔在何西阿十一章四節，〕『慈繩（人的繩）愛索』這辭指明神用

祂神聖的愛愛我們，不是在神性的水平上，乃是在人性的水平上。…

神所藉以牽引我們的繩子，包括基督的成爲肉體、人性生活、釘死、

復活和升天。藉着基督在祂人性裏的這一切步驟，神在祂救恩裏的愛

纔臨到我們。（羅五 8，約壹四 9～10。）（聖經恢復本，何十一 4 註 1。） 
基督豐滿的職事，在第一個成肉體的時期中，將無限的神帶到有

限的人裏面。…這乃是我們今天的新語言。神是無限的，我們人是有

限的。 
基督豐滿的職事，在第一個成肉體的時期中，也將三一神與三部

分人聯結並調和一起。三一神很奧祕，三部分人也相當費解。如果只

說，基督將神與人聯結並調和一起，這還容易。但是照神聖奧祕的範

圍裏新文化的新語言，我們必須說，基督乃是將三一神與三部分人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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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並調和在一起。論到三一神，父是源頭，子是顯出，靈是進入；論

到三部分人，靈在最裏面，魂居中，體在外面。 
基督豐滿的職事，在第一個成肉體的時期中，也藉着祂芬芳的美

德，在祂的人性裏彰顯全備之神豐富的屬性。基督人性的美德是芬芳

的，誰也無法否認，甚至連非基督徒讀四福音，也都覺得其中所記載

的那位耶穌是甘甜芬芳的，具有芬芳的美德，因爲祂在祂的人性裏，

彰顯了全備之神豐富的屬性。 
『屬性』就是指人所是的特質。…我們的神也有祂的屬性，並且

祂的屬性是豐富的，因爲祂是偉大而全備的一位。祂是愛，祂是光，

祂是聖，祂是義。這位全備之神豐富的屬性，都由主耶穌在祂的人性

裏彰顯出來，而成爲祂在人性裏芬芳的美德。 
基督在祂的人性中彰顯神，也是藉着祂那吸引並奪取人的芬芳美

德。…〔在馬太四章十八至二十二節，〕門徒…撇下一切跟從了祂。

我絕對相信，當時從主耶穌身上，從祂的面容上，從祂的聲音裏，彰

顯出一種芬芳的力量，相當吸引並奪取人。 
基督能顯出那吸引並奪取人的芬芳美德，不是在祂的肉體裏，憑

祂人性的生命活着，乃是在祂的復活中，憑祂神聖的生命活着。不錯，

祂是在肉體裏，但祂卻不是在肉體裏憑祂人性的生命活着；祂乃是在

祂的復活中，憑祂神聖的生命活着。今天我們這些神人，…可以離開

這個肉體的範圍，而進入復活的範圍，在復活中，就是在那神聖奧祕

的範圍中，憑神聖的生命活着。（如何作同工與長老，並如何履行同工

與長老的義務，一一至一五、一七頁。） 
參讀：約珥書生命讀經，第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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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週四 
晨興餧養 

約一 29『次日，約翰看見耶穌向他走來，就說，看哪，神的羔羊，除

去世人之罪的！』 

弗二 15『在祂的肉體裏，廢掉了那規條中誡命的律法，好把兩下在祂

自己裏面，創造成一個新人，成就了和平。』 

基督包羅萬有之法理的救贖有五方面。第一，了結一切舊造的東

西。第二，救贖神所創造、卻墮落在罪中的一切東西。（來二 9，西一

20。）…第三，用祂神聖的元素創造（孕育）新人。以弗所二章十五

節說，祂在自己裏面，在十字架上，把猶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創造成一

個新人。那個創造就是孕育。…基督在自己裏面創造（孕育）新人，

這指明祂就是那個孕育新人的元素。祂在自己那個元素裏，將兩下孕

育成爲一個新人。主耶穌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時候，同時就在創造新人。 
第四，基督包羅萬有之法理的救贖，也從祂人性的體殼裏，將祂

神聖的生命釋放出來。約翰十二章二十四節說，主耶穌乃是一粒麥

子。…基督有神聖的生命，卻是隱藏在祂人性的體殼裏；所以祂需要

在十字架上受死，使祂人性的體殼破裂，而從祂人性的體殼中釋放出

祂神聖的生命。 
第五，基督包羅萬有之法理的救贖，也爲祂生機的救恩立下根基，

並且設定達成祂在總括時期中之職事的手續。（如何作同工與長老，並

如何履行同工與長老的義務，一八至一九頁。） 

信息選讀 
主耶穌在地上生活並盡職，末了祂甘心樂意的上十字架。祂的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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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是個包羅萬有、代替的死，了結舊造，並解決所有的問題。祂的死

把祂引進復活：一面，在祂的復活裏，祂生爲神的長子；（徒十三 33，
羅一 4，八 29；）另一面，在祂的復活裏，並藉着祂的復活，祂成了

賜生命的靈。（林前十五 45 下。） 
此外，藉着基督的復活，千萬的人從神而生，由神重生，（彼前一

3，）成爲神的眾子和基督身體上的肢體，就是召會。這位成爲肉體、

釘十字架、復活、升上諸天、然後降下成爲那靈的基督，產生了召會，

作三一神團體的彰顯。今天的召會就是基督顯現的擴大。因此，召會

也是神聖歷史的一部分；這歷史是外在人類歷史裏之神聖奧祕的內在

歷史。 
在神聖歷史這部分的末了，基督要再來，帶着祂的得勝者作祂的

軍隊，從天降臨，（珥三 11，）爲要擊敗敵基督和他的軍隊。這兩個

人物將要相會—敵基督（外在、人類歷史裏的人物），以及基督同祂的

得勝者（內在、神聖歷史裏的人物）。神聖歷史裏的人物要擊敗人類歷

史裏的人物，把他扔在火湖裏。（啓十九 20。）接着，千年國就要來

臨。至終，這國度要終極完成於新天新地裏的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

冷將是神的歷史終極完成的一步。 
人的歷史，世界的歷史，是外在的。神聖的歷史，就是神在人裏

並同着人的歷史，是內裏的。這個歷史是在人性裏之三一神的神聖奧

祕。（約珥書生命讀經，二五○至二五一頁。） 
參讀：如何作同工與長老，並如何履行同工與長老的義務，第一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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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週五 
晨興餧養 

徒十 45『那些奉割禮…的信徒，因聖靈的恩賜也澆灌在外邦人身上，

就都驚奇。』 

林前十二 13『…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或希利尼人，是爲奴的或自主的，

都已經在一位靈裏受浸，成了一個身體，且都得以喝一位靈。』 

啓五 9『他們唱新歌，說，你配拿書卷，配揭開它的七印，因爲你曾

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國中，買了人

來歸與神。』 

按照新約的記載，有三位顯著而領頭的使徒：彼得、保羅和約翰。

在這三位使徒身上，我們可以看見主心頭的願望乃是要得着一個新

人。 
按照新約的記載，彼得捕魚，聚集材料，爲着召會的建造。保羅

是織帳棚的。（徒十八 3。）他的生意是建造的生意，他的職事就是建

造的職事。當約翰蒙主呼召時，他和雅各正在船上補網。（太四 21。）

後來，約翰成了真正的補網者，藉着他生命的職事，彌補召會的破口。…

因此，在新約裏我們看見捕魚的職事、建造的職事、和修補的職事。（李

常受文集一九七七年第三册，六六三至六六四頁。） 

信息選讀 
五旬節那天，神用彼得帶進許多猶太信徒。在主的主宰權柄之下，

他們許多人來自不同的文化，說不同的語言。（徒二 8～11。）這含示

神的心願是要聚集不同種族、不同語言的人，使他們成爲一。…在行

傳十章，當彼得守着他禱告的時間，他得着了關於神的計畫和行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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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象。彼得禱告時，無疑的是在靈裏。當他在靈裏，他看見了異象。

使徒行傳告訴我們，他『魂遊象外』。（十 10。）…彼得在這魂遊象外

中，看見有一器皿降下，好像一塊大布，縋在地上，裏面有各樣不潔

淨的動物〔，象徵外邦人〕。 
保羅在猶太教裏比彼得更深、更強。彼得是出身於加利利的漁夫，

保羅卻是猶太教的學者。…雖然保羅有很強的猶太背景，他卻能在林

前十二章十三節告訴我們，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或希利尼人』，都受浸

成了一個身體。在加拉太三章二十七至二十八節保羅告訴我們，凡浸

入基督的，都已經穿上了基督，『沒有猶太人或希利尼人。』在歌羅西

三章十至十一節保羅告訴我們，在新人裏猶太人和希利尼人都沒有地

位。…保羅受過深而強的猶太教育，他說這樣的話指明他的頭腦有了

奇妙的更新。 
在啓示錄裏，約翰告訴我們，主用自己的血『從各支派、各方言、

各民族、各邦國中，買了人來』。（五 9。）我們不該忘記，約翰也是

猶太人，但這話指明，他的心思大大的被更新了。他肯定的說，基督

死在十字架上，從不同的支派、方言、民族、邦國中，救贖了人。藉

着約翰我們也看見，眾召會是金燈臺，（一 11～12，）這些金燈臺要

終極完成爲新耶路撒冷。在金燈臺和新耶路撒冷裏，我們看不見民族

與民族之間的不同。 
我們能看見，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上多麼需要更新。…這

不是調整我們的行爲，乃是藉着在我們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而變化，

使我們成爲另一個人。每天我們都需要脫去舊人，並穿上新人。爲此

我們需要喝一位靈，好使我們在實際日常生活的每一面，都在我們心

思的靈裏得以更新。（李常受文集一九七七年第三册，六六四至六六五、

六六七、六六九、六七三至六七四頁。） 
參讀：一個新人，第二、五至七章；神人，第一章；歷代志生命

讀經，第二、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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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週六 
晨興餧養 

結三六 26『我也要賜給你們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 

太二四 14『這國度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纔來

到。』 

弗二 17『又來傳和平爲福音…。』 

我們都在人類的歷史裏出生，卻在神聖的歷史裏再生，重生。現

在我們需要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們是活在神聖的歷史裏，還是僅僅活

在人類的歷史裏？我們若活在這個世界，就是活在人類的歷史裏。但

我們若活在召會中，就是活在神聖的歷史裏。在召會生活中，神的歷

史就是我們的歷史。現在這兩方—神和我們，有同一個歷史，就是神

聖的歷史。 
在神聖的歷史中有一個新造—新人同着新心、新靈、新生命、新

性情、新歷史、和新的終結。讚美主，我們在神聖的歷史裏，經歷並

享受奧祕、神聖的事物。（約珥書生命讀經，二五二頁。） 

信息選讀 
按照以弗所二章，基督…來傳和平爲福音。這指明升天基督的來

到。大數的掃羅逼迫召會時，他不知道他所逼迫的乃是聯於天的，他

不知道在地上的召會是聯於升天基督的。主耶穌向大數的掃羅顯現，

掃羅自然而然的，甚至不知不覺的呼求祂的名說，『主阿，你是誰？』

〔徒九 5。〕因着掃羅向主敞開自己，並且呼求祂，主帶着祂神聖的

豐滿就得以進到他裏面，並且進一步將他構成賜給祂身體的恩賜。一

個曾是逼迫召會的人，就這樣成爲能成全聖徒的人。保羅成爲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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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賜，不是藉着教育，乃是藉着被神聖的豐滿所浸透。所以大數的掃

羅至終成了使徒保羅，能餧養聖徒、傳揚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並

將基督供應給同作信徒者，使他們得餧養、長大、被成全，並盡他們

的功用。 
如果我們要被成全，…〔我們就〕需要…被基督構成。…我們需

要更多將祂接受進來，直到我們被祂浸透。這樣，我們就能成爲基督

身體上盡功用的肢體，就是由那位釘十字架、復活、並且升天又降下

的基督所構成的恩賜。 
基督藉着祂的死征服了所有的仇敵，並且解決了所有的難處。…

藉着祂的復活，祂將一切神聖的豐富釋放出來；並且藉着祂的升天，

祂得着了神所揀選的人，以及神聖的豐滿。基督從升天起就一直作工，

要爲着祂的身體，將所有被征服的仇敵構成恩賜。首先，祂臨到那些

被征服的仇敵，並且進到他們裏面。然後祂以自己漸漸充滿他們，並

且浸透他們。至終，那些曾是祂仇敵的人就被變化，並被構成有用的

恩賜，可以賜給祂的身體。這些恩賜不是僅僅教訓人，乃是把基督灌

注到人裏面。這樣，基督身體的肢體就接受保養並得着顧惜。然後他

們就被聖化、潔淨、並變化成爲有功用的肢體。結果，全身就藉着每

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聯絡在

一起，並結合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

來。 
我們越因着保養顧惜而長大，就越能在召會生活中正確的盡功用。

聖徒若是對主絕對，短時間之內許多人就會顯出功用來。（以弗所書生

命讀經，九三一至九三三頁。） 
參讀：以弗所書生命讀經，第二十五、九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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