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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关于地方召会分区的交通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使徒行传二章四, 至四十二节, 四十六节, 四章四节, 八章一节，十五章二节, 

四节, 六节, 二十二至二十三节。  

 

神的话语不同于人的观念，神作事的方法也不同于人的方法。我们人作事，常是以一种

方法开始，然后逐步改进。然而，神所作的是永远完全，不需改进的。这原则也可应用

于召会。 

 

圣经中的模型 

按照圣经，地上第一个地方召会是在耶路撒冷的召会。（徒八 1。）初期的耶路撒冷召会

乃是地方召会实行上的榜样与模型。 

 

信徒的数目 

在新约期间所有的地方召会中，耶路撒冷召会信徒的数目可能是最多的。行传二章四十

一节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约添了三千人。四章四节说，’听道

的人中，有许多信的，男人的数目约到五千。’在二十一章二十节，雅各在保罗抵达耶

路撒冷后对他说，’弟兄，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这些经节指明，耶路撒冷

召会中信徒的数目庞大。 

 

聚集的实行 

因为在耶路撒冷信徒的数目如此众多，不可能让所有信徒同时聚在一处。因此，他们挨

家挨户聚集。二章四十六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坚定持续地在殿里，并且挨家挨

户擘饼，存着欢跃单纯的心用饭。，译作’挨家挨户’的希腊原文，也可译为’按着各

家’或’在每个家中’。这意思是在每一位信徒的家中都有聚会。在地上第一处地方召

会中，召会中为数众多的圣徒是在家中聚会。这是我们今天聚会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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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一会 

八章一节使用了’在耶路撒冷的召会’这辞，描述所有在耶路撒冷聚会的信徒，十一章

二十二节说到’在耶路撒冷的召会耳中’。在耶路撒冷虽有成千信徒在不同的家中聚会，

却是一个地方召会一在耶路撒冷的召会一在聚会。这不同于今天基督徒中间一城多’会’

的光景。但照着圣经的榜样，一城该只有一会。（十三 1，+四 23，多一 5，罗十六 1，

林前一 2） 

 

召会的行政 

耶路撒冷召会的行政，或说治理，是在长老们手中。行传十五章清楚的显示在耶路撒冷

的召会有长老，这些长老不只是召会中的领头人，也是召会的代表。（2，4，6，22-

23。）就是说，若发生问题需要召会处理，不会由全体圣徒一起处理，而是由长老代表

全召会来处理。因此，当几个人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教训人要按照摩西的规例受割

礼，作为得救的条件时，（1，）保罗'巴拿巴和召会中的几个人就受差派，去耶路撒冷

处理这个问题。六节说，’使徒和长老聚集商议这事。 

 

当长老和使徒作成决议时，众召会就跟随这个决议。（22-23）在耶路撒冷所有的信徒，

连同他们各种不同的聚会，都在一个长老职分之下。虽然数以千计的信徒中可能有许多

长老，所有的长老都在一个长老职分里；他们是一个长老团。二十一章十八节说，’保

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当保罗去见雅各一可视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

长老，长老们也都在那里。这指明他们都在一个长老职分，一个行政里。这也显示无论

召会中信徒有多少，召会的治理、行政都是一个。 

 

若是地方召会中的长老职分分裂了，召会的治理就分裂了；若是召会的治理分裂了，召

会就分裂了。一个城市若有两个市政府，那个城市就会分裂。不需要别人说那个城市分

裂；有两个市政府的事实已经显明该城市分裂了。因此，无论在一个城市中有多少信徒，

或分别有多少聚会，仍是一个召会，在一个长老职分之下，就是在召会的一个行政，一

个治理之下。这是圣言中明白的启示。 

 

 

 



现今的状况 

按照我们在洛杉矶短暂的经历，超过五百人在一处聚会是有些不方便。虽然这种人数多

的聚集很适合职学聚会，但是要让所有圣徒作为身体上的肢体在聚会中尽功用，却不是

那么便利。按照我们的观察，要让众圣徒都能在聚会中尽功用，聚集的人数最好超过一

百，少于两百。若是人数太少，就缺少冲击力，但若人数太多，就不容易让所有圣徒尽

功用。 

 

基于我们在圣经中的看见，以及在经历中的观察，我们感觉洛杉矶召会急需分区。我们

不认为分区时需要强迫圣徒到别的区聚集，或指定一些人参加某些聚会。最好的作法反

而是让圣徒自愿奉献，去新的分区会所参加聚会；这比指定好得多。为这缘故，长老们

没有指定任何人到新的分区去聚会。目前有一百二十位圣徒预备好要去圣费尔南多谷

(SanFernandoValley)一带，一百位在西洛杉矶，约八十到九十位在东洛杉矶聚会。虽然

东洛杉矶的人数少于一百位，仍是好的开始。其实，最近在移民美国各城时，到新城市

的圣徒人数也只是介于三十到七十之间。因此，洛杉矶各区在起头时都有相当合式的人

数，而目前在艾尔登会所的人数也不至于过度减少。在分到上述几个区之后，我们可能

还需要再有一次分区。 

 

关于分区实行的点 

对于召会在区里聚会，有几点是所有圣徒都要留意的。在一个行政之下的一个召会第一

点，在洛杉矶的召会仍是一个召会。无论召会在多少家或区里聚会，仍然只有一个召会。

仍然只有一个洛杉矶召会，在一个长老职分，就是在一个长老团的治理之下。这意思是

说，这里只有一个召会，在一个治理同一个行政之下。 

 

一个实行 

第二，在每个会所或区里，所有的服事和责任仍然相同。每个会所都有儿章聚会、执事

室和青年工作。各会所一切的聚会和实行都是一样，也都是一。在主日，各会所都会有

初信聚会以及擘饼聚会。不但如此，每周其他聚会，包括青年聚会，在各会所都是相同

的。每个会所一切的实行、聚会和服事都必须相同，因为这是一个召会的活动。所有的

会所将以相同的方式往前，作为一个召会，步伐一致的向前迈进。我再说，会所有许多，

但只有一个地方召会，在一个治理，一个长老职分之下。 



一个财务账户第三，既然召会是一个，并且在一个长老职分之下，就算有许多会所，财

务也都该在一个账户管理之下。所有的奉献款都应该进到这一个账户。无论城市有多大，

都只有一个市长和一个财政首长；同样的，无论召会有多大，都只有一个行政和一个财

务账户，因为每个城市只有一个召会。如果账户分开，意思就是行政分开，召会也分裂

了。因此，一个召会必须只有一个财务账户。不给狡猾者留地步, 乃要操练灵彼此供应

基督第四，在分区的事上，仇敌可能进来，试图借机制造问题，引起分裂。 

 

我们赞美主，因着祂的怜悯，虽然洛杉矶召会起头在保守一的学上有些难处，但从一九

六五年开始，主特别借着祷读的实行，将我们建造在一起。今天召会中的人数虽多，我

们都是一。已过六年间，我们没有受到不同意见和想法的困扰。我们蒙保守是一，也享

受这一。然而，我们需要看见仇敌是狡猾的，每当召会兴起要为着主的扩展再进一步往

前，仇敌撒但就会试图制造问题。关于分区的学，我们在别的场合看见，仇敌总是在等

待机会带进不同的意见、问题、甚至分裂。因此，我们都需要留心仇敌的企图，保持警

戒，并且祷告以抵挡不同的意见、问题或分裂。 

 

有些人可能认为我们所列的安排和重点是宗教规条。不是这样。一面来说，如果只有少

数圣徒聚集，根本没有任何安排的需要。然而，当召会的人数多了，虽然不需要任何规

条，却需要治理的安排，要有长老职分的行政。我们在新约耶路撒冷召会的榜样中清楚

看见这事。一个大召会需要合式的安排。假设只有六个弟兄在一地聚会。每当他们渴望

或有负担想作什么，只要来在一起交通、祷告，然后直接接受主的带领。举例来说，他

们可能为着要在一周的那一天和什么时间聚会，有些交通和祷告。然后他们可以照着主

的带领作决定。这样的实行是正确的，也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弟兄人数很少。 

 

然而，当四百个信徒在一个长老职分下要分到五个会所里面，而作决定的方式与那六个

弟兄的情形相同，就只会带进混乱，因为许多不同的圣徒对于什么时候聚会，会有不同

的意见。这说出需要长老作出某些安排。如果我们只是照着字句接受圣经，我们就会失

去关于召会及召会实行的真理。如同我们先前指出的，在行传十五章，当割礼的问题产

生时，不是成千的信徒来作决定，而是使徒和长老们作决定。所有的信徒都接受使徒和

长老所作的决议。（22。）这不是件小事° 

 



召会中有些人可能表面上不争，里面却觉得圣徒没有自由，长老们所作的决定太多。这

样的想法虽然看似没错，实际上却是仇敌狡猾的伎俩，以潜入制造问题。为使一个大召

会在一个大城市被建造起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失去个人的自由。我们所享的自由

是为着召会，不是为着我们个人。 

 

自由的意思不是我们能随心所欲或松散。自由的意思是，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操练灵

彼此供应基督。圣徒没有自由决定召会生活的事；这些要由长老决定。然而，所有圣徒

都有完全的自由，在所有的聚会和各项服学中操练灵并彼此供应基督。一处召会中若有

几百位圣徒，在祷读聚会中，由长老决定要祷读那几节圣经，有些圣徒可能会争论说这

样聚会太过组织，他们应该可以自由选择任何想祷读的经节。 

 

原则上，在几百人的召会中，长老该作这种决定。有些人可能会建议，要人人随从灵。

然而，虽然只有一位灵，所有的圣徒也都愿意随从这一位炅，但有些人可能会对那灵的

带领有不同的意见。至终这会导致争论与混乱，许多意见会在门户开放时潜入。要所有

圣徒随从那灵的带领，这个建议可能很理想，有时却不可行。从前我们曾经试过，后来

发现并没有益处。主在召会中的安排，和属世机构的组织有极大的不同。若是聚会中要

祷读那一卷书、那一章节是由领头弟兄所选，似乎圣徒就没有任何自由选择了。 

 

然而，当长老将这负担交给圣徒，圣徒们可以自由尽功用，操练灵，在基督里彼此一同

行动。当圣徒们是活泼、刚强，搡练灵，并在复活的基督里，无论选择祷读那些经节都

有一，彼此供应基督也不会受任何限制。但圣徒们若不操练灵，无论选那一节，或由谁

来选，都无法供应基督给任何人。为了要让召会得胜的往前，需要领头的人作一些安排。

因此，我们都需要仰望主，向我们显明真实的情形。 

 

召会需要借着长老的行政和治理所作的安排；然而，真正生命的供应和圣徒的功用不在

于这个行政，乃在于圣徒的日常生活。若是我们活在灵中，真实的在基督里，无论我们

在什么样的聚会中，或者聚会有什么样的安排，都会将基督供应给人。没有意见, 给那

灵自由, 使召会能蒙福在地方召会中，那灵的自由是很紧要的。然而，当我们运用这种

自由时，我们都需要从主学习放下自己的意见。我们从主学到越多功课，意见就越少，

并且越操练灵将基督供应给人。 

 



我们需要放弃自己的意见，跟随召会前行的方向。若所有圣徒学会这个功课，所有的意

见都会消失，那灵会有自由向我们显示祂使召会往前的路。当我们不再宝贝自己的意见，

我们就有一，也在主所命定的福之下。（诗一三三。）意见与神的路为敌。只要弟兄姐

妹中间仍有一点意见，神的祝福就被消杀了。我们若没有意见，就会在神的祝福之下。 

 

照顾人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照顾人。我们要照顾不信者、初信者、以

及较为软弱的信徒。全召会都要拿起负袒照顾人。我们不相信任何理论；我们相信身体

同着所有肢体尽功用，而我们尽功用的目标就是照顾人。召会生活中所有的安排都是为

着照顾人。世上的事业在意的是赚钱，但召会的学务乃是要得着并照顾人。当我们移到

新分区的会所时，需要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跟随召会，没有意见，并加强我们，使

我们照顾人。’我们若这样作，召会就会在神的祝福之下。 

 

 

 

 

 

 

 

 

 

 

 

 

 

 



第二章 耶稣的人性，为着神的建造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出埃及记二十六章十五至三十节，使徒行传十六章七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 

四章二至六节。 

 

帐幕的竖板 

帐幕中的竖板是由皂荚木包金作成的。出埃及二十六章十五节说，'你要用皂荚木作帐幕

的竖板。’二十九节说，’板要用金包裹。’帐幕的壁由竖板所组成，预表信徒建造在

一起成为神的居所。（弗二 22，彼前二 5。）皂荚木表征耶稣拔高的人性，这人性是为

着竖板的站立。信徒借着重生，已经得着耶稣拔高的人性以及祂包裹的神圣性情，成为

包金的皂荚木板。皂荚木为金所包裹，表征基督的神圣性情，已经与信徒的属人性情成

为一，成为神的彰显。 

 

在盖造一个建筑物时，首先要树立一个架构，作为基本的结构，然后建筑物的其他部分

就依附在这架构上。对于神的建造，原则也是相同。皂荚木的竖板乃是架构，而包裹竖

板的金可当作附加品。板是为着站立的力量，金则是为着装饰，为着彰显。因此，这建

筑的力量是在于板，其美丽是在于金。 

 

帐幕的金表征基督的神性，而皂荚木表征耶稣的人性。这指明由帐幕所预表的召会，其

站立的力量乃是构成到信徒里面那耶稣的人性，而召会的美丽乃是基督的神性。今天基

督徒非常注重基督的神性和其他神圣的学物，但他们很少注意，甚至不注意耶稣的人性。

因此，在他们中间有一些神圣的学物作’装饰’，但没有合式的架构能让这些神圣的学

物依附其上。不仅如此，今天基督徒没有什么站立的力量，因为他们缺少耶稣的人性。 

 

照我的观察，主恢复里的圣徒中间有一些分量的金，但没有多少皂荚木。我们天然的人

性好比软弱、缺乏站立力量的软木头。因此，我们的人性无法用于召会的建造。无论我

们的性格强或弱，我们的人性对神的建造全数没有用处。只有一种木头适用于神的建造，

使召会得以站立，就是皂荚木一耶稣拔高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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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幕的环与圆在出埃及二十六章呈现的图画中，有四十八块包金的皂荚木板：二十块在

南面，（18，）二十块在北面，（20，）六块在后面，（22，）两块在后面的拐角。

（23。）每块有两榫，（17.）就是两个配件，每个榫都安到一个银卯座里。（19=）这

些材料一板连同板的榫安在扎实的基座上一足以站立，但不足以联结。由帐幕中的皂荚

木所预表耶稣的人性，是为着神居所的’站立’；然而，只有竖板还不够。虽然这些板

坚刚能以站立，但自己无法联成一个，还需要环与闩。二十六至二十九节说，’你要用

皂荚木作闩，为帐幕这面的板作五条闩，为帐幕那面的板作五条闩，又为帐幕后面朝西

的板作五条闩。板腰间的中闩，要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 

 

板要用金包裹，又要作板上的金环，用以套闩；闩也要用金包裹。’若是板有环无闩，

或是有闩无环，就无法联结。板要接连起来，就需要闩与环。环是金的，闩是皂荚木包

金。闩既是为着连接竖板，以皂荚木作闩的材料，就指明不只召会的站立需要耶稣的人

性，召会的联结也需要耶稣的人性。二十六至二十九节提到五条闩，分作三组：这面五

条，那面五条，帐幕后面五条。因为各面腰间的中闩，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另外四条

闩必定排成两列，每列各两条闩，一列在中闩上方，一列在下方。因此，各面的五条闩

由四条闩加上一条中闩组成，排成三列。这是很有意义的。 

 

圣经中，四这数字表征受造之物，以人为领头的部分，（结一 5，）一这数字表征独一的

神一创造者。没有一条中闩从这头到那头穿过各环，帐幕的四条闩永远不能联结为一。

同样的，没有神，我们永远不能是一。四加一是五，圣经中五这数字表征责任，以及负

责任的能力。（参大二五 2=）我们的手有四只手指加上一只拇指。因此，我们的手能作

许多学，并且负责任。如果我们有三只手指加上两只拇指，或是五只手指没有拇指，就

会很不方便，甚至无法握住任何东西或作任何学。这幅图画显示将竖板接在一起的五条

闩，承担帐幕联结的责任。如我们先前指出的，若是帐幕有闩无环，板就不可能连在一

起。因为每块板上有三个环，借着将闩通过环，就可以把竖板联结。出埃及二十六章二

十九节指明环是与板上包裹的金作成一个。金包裹在皂荚木上，而环是与包裹的金作在

一起。因此，环与包裹的金是一。这些环是用以套闩。当闩通过板上的环时，三者一圆、

环、板一都成为一了。起初印涂的灵成为联结的灵我们看过皂荚木板表征为耶稣拔高人

性所构成的信徒。现在我们需要看见闩和环表征什么。过去，研读圣经的人并没有注意

这二者的不同。虽然许多解经书写到出埃及记的预表，但都仅一般性的指出圆和环表征

联结的炅，如同圆将帐幕的板联络在一起，联结的灵也将信徒联在一起。这解释是对的，

但太笼统了。若环与闩都只是一般性的表征联结的灵，就不必用环和闩这两个预表来表

征同一件事了。 



我相信关于预表联结之灵的环和闩，主已经将其中的差异启示给我们了。出埃及二十六

章竖板上的环是用纯金作的。因此，金环预表神的灵。特别的说，金环表征神在我们起

初经历重生的时候，所赐给我们之神的灵。（约三 6，徒二 38，路十五 22。）以弗所一

章十三节说，’你们既听了真理的话，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在祂里面信了，就

在祂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当我们得蒙重生时，就已为圣灵所印涂。这印涂

的灵一起初的灵»是由竖板上的金环所预表。 

 

闩作为那灵的预表，所表征的比我们对那灵起初的经历更进一步。环是纯金作的，但闩

是皂荚木包金而成。这指明有个东西加进来，也指明这里有一种进展。四章三节说，’

以和平的联索，竭力保守那灵的一。’保罗在这里没有使用一章十三节的'圣灵’；他用

了'那灵’一辞。在四章三节指称那灵时，少了’圣’字，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作为在基

督里的信徒，已经为圣灵所印涂。我们相信主时，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灵也

成为我们得基业的凭质。（一 14。）然而，经历印涂的灵是一回事，经历联结的灵是另

一回事。 

 

在一章有起初、印涂的灵，就是圣灵；但在四章我们有联结的灵，’进步’的灵。这灵

不仅是神的灵，更是神的灵复合了耶稣的人性；这样的灵是由皂荚木包金的闩所表征。

二节提到，为了保守那灵的一所需要变化过的人性，印证了这件事。因此，环同着闩表

征起初的灵成了联结的灵，将基督所有的肢体联络成一个身体。联结的灵不仅是神的炅，

也是那人耶稣的灵。（徒十六 7。）不仅如此，这灵如今与我们人重生的灵调和。（罗八

16。） 

 

因此，联结的闩实际上不只表征那灵本身，更表征那灵与人灵调和一调和的炅，其中包

含了神性与人性。虽然我们无疑都经历过印涂的灵，但我担心我们对联结的灵有多少经

历。我们对圣炅有起初的经历，但我们许多人对那灵没有进一步的经历。这是今天许多

信徒的情形：他们受了印记，却没有被联结。 

 

 

 

 



凭着变化并拔高的人性美德保守一 

我们看过帐幕站立的力量是在于皂荚木板。现在我们要进一步看见将竖板维系在一起而

成为一的联结力量，是在于皂荚木包金的闩。以弗所四章二至三节说，'凡学卑微、温柔、

恒忍，在爱里彼此担就，以和平的联索，竭力保守那灵的一。’这里保守那灵的一的路，

不是凭着神圣的力量，或凭着神医等神奇恩赐的表显。保罗在这章的话指明，保守那炅

的一有一条独一的路，就是凭着变化并拔高的人性美德一卑微、温柔、恒忍、以及在爱

里彼此担就。这些是耶稣拔高之人性的美德。 

 

在扩大本圣经里，也将翻译为’担就’的希腊字译为’体谅’。这指明要在爱里彼此担

就，包括彼此体谅。这件事完全在于人性，是属于耶稣拔高的人性。同样的，卑微、温

柔、和恒忍都是人性美德。严格的说，帐幕竖板的一不在于皂荚木，乃在于包裹木头的

金。金表征三一神同其神圣性情，而金的闪耀表征神的荣耀。竖板的一在于包裹的金，

象征信徒在三一神里并在祂的荣耀（就是祂的彰显）里的一。这就是主在约翰十七章二

十一至二十三节所祷告那实行的一。这一就是信徒被建造成神的居所。（参一四 23。）

然而，虽然我们有三一神同其神圣性情作为金使我们成为一，闩接连的力量却在于皂荚

木，皂荚木表征在那灵里耶稣的人性。闪耀的金是为着联结和美丽，但为着联结而承担

责任的力量却在于皂荚木。为着将圣徒联结起来，我们需要的不只是神圣的性情，还需

要耶稣人性中拔高并变化的人性美德。 

 

有些基督徒信靠那炅神奇的恩赐来联结他们。其实若只有神奇的恩赐，反而会成为一种

打岔，成为信徒分裂的根源。当两个弟兄都有医病的恩赐，却缺少耶稣拔高的人性时，

他们可能会彼此争竞，要证明谁的恩赐比较大。每位弟兄都会觉得自己的恩赐比另一位

弟兄大，至终这会导致分裂。恩赐本身不能联结人，反而会带进分裂。然而，耶稣人性

中拔高的人性美德却将我们绑在一起成为一。我们不该认为，光凭着下定决心就可以达

到以弗所四章所提到的人性美德。这不管用。保守一所需要的人性美德，不属于我们下

定决心就能达到的那种天然构成。变化的人性美德是在耶稣的人性里。 

 

不仅如此，耶稣拔高的人性就包含在那灵里。如同我们看过的，联结的灵不仅包括了基

督的神性，也包括耶稣的人性。我们需要让耶稣的人性作到我们里面，不只作站立的力

量，也作联结的能力。我们都有印涂的炅，但需要进一步在经历中使印涂的炅成为联结

的灵。印涂的灵是我们重生时已经得着那起初的灵。 



在路加十五章二十二节，浪子回家之后，’父亲却吩咐奴仆说，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

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脚上。’在古时，戒指可用来盖印，今天也

是这样。在这节中，回家的浪子手上所戴的戒指，表征印涂的灵，在蒙悦纳的信徒身上

作为神所赐的印记。这是我们对圣炅起初的经历。现在我们需要更多经历这灵，直到祂

在我们的经历中成为联结的灵；这灵不只包含神性，也包含人性。 

 

凭着否认己、呼求主名、祷读主话来经历联结的灵 

为着经历那灵作联结的灵，我们需要否认己，将我们天然的人性同其一切的成就和美德

都撇在一边。这就是说，我们需要弃绝我们的己，不信靠我们的己。（太十六 24，林后

一 9，腓三 3。）我们需要告诉我们可怜的己连同我们可怜的人性：’可怜的己，我不信

靠你。我跟你到此结束。不要再来搅扰我了。’然后我们需要持续呼求主名，呼求越多

越好。当我们呼求主名，我们就享受耶稣的灵，就是复合了耶稣人性的那灵，然后祂一

切拔高并变化的人性美德都要成为我们的。除了呼求主名之外，我们还需要祷读主话，

特别是福音书中关于主人性的那些经节。在马太十一章二十九节，主耶稣说，’我心里

柔和谦卑，因此你们要负我的轭，且要跟我学，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当我们祷读这

处经节，就吸入主在祂人性里的一切所是，作为卑微和温柔，我们自然就有耶稣那样的

人性。结果，我们就在家中与配偶联结在一起，在召会中与圣徒联结在一起。没有这样

的人性，我们不可能是_。 

 

神圣的一只能实化于耶稣复活的人性 

我们已经看过，五条闩在帐幕的三面排成三列。这表征神格里的三者一父、子、灵一都

与那灵的一有关。因此，保罗在以弗所四章三节讲完那灵的一之后，就提到一个身体、

一位灵、一位主、一位神与父。（4~6。）在这几节里，我们首先有那炅，然后是主，然

后是父。我们有那炅，也就有主；我们有主，也就有父。父在主呈，（约十四 10）主就

是那灵，（林后三 17）并且那灵就在我们的灵里=（罗八 16）既然我们有神格的三者，

我们就有一。照着前面所论述的，那灵的一包括了神性、耶稣拔高的人性、三一神'受造

之物以及创造者。然而，帐幕的图画以及保罗的明言，显示这一只能实化于耶稣的人性。

维持这一的力量乃是耶稣的人性，由帐幕闩中的皂荚木所预表。 

 

 



三这数字表征三一神|也表征复活，因为主耶鲜是第三曰复活的。（太一六 21,徒十 40，

林前十五 4、）这指明在那灵里耶稣的人性不是天然的，而是复活'拔高、圣别、且得荣

的。由皂荚木预表的人性，不是在耶稣死与复活之前的人性-而是耶稣钉死并复活的人性。

这位耶稣是拔高的耶稣，复活的耶稣，得荣的耶稣，并被高举的耶稣。今天这位耶稣在

诸天之上是一个人。当司提反要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定睛望天，就说，’看哪，我看

见谙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徒七 56。）这样一位人子不仅在诸天之上-也在我

们的灵中，作为神的建造站立的力量和联结的能力。 

 

 

 

 

 

 

 

 

 

 

 

 

 

 

 

 

 

 



第三章 神创造人的心意 

                        上一篇  回目錄     

读经： 

创世记一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罗马书几章二十一节，二十三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

芍，四章四节下，六至七节上，歌罗西书一章十五节, 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以弗所书

三章二十一节，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约翰一书三章二节。 

 

创世记一章记录了神的创造和诸天与地的恢复。按照这章的记载，神在复造的工作中，

从第一天到第五天，创造每一样都是简单的说有就有。但到了神要创造人，要完成创造

最终的工作时，祂作工的方式并不简单。在创造人时，引进了几件复杂的事。 

 

复杂在于神格举行的会议 

首先，神格中举行了一次会议。二十六节说，’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

们的样式造人。’这里所引进第一件复杂的学，就是神用了复数代名词’我们’和’我

们的’来指祂自己。这节不是说，’我要按着我自己的形象造人。’这一节若是这样写，

就非常简单。许多人承认，这节使用的复数代名词是指三一神。这里使用复数代名词，

传统上的解释是指独一的神在三个身位里。照着一些人的领会，神圣三一的三个身位是

三个分开的个体，三个分开的位格。然而，若真是这样，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何这三个分

开的个体会是一位神。（申四 35，提前二 5，）在圣经的头一章，同时用了复数代名词’

我们’和’我们的’，和单数代名词’祂’（中文未译）和’祂的’（中文译为’目己

的’）说到神。（创-26-27。）在旧约和新约里，用复数代名词说到神的时候，总是使

用第一人称，（'我们’，’我们的’，）从来没有使用过第三人称。（'祂们’，’祂

们的’。） 

在创世记三章二十二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知道善恶。’在十一章

七节，耶和华对自己说，’来吧，我们下去。’在说到父与子的时候，约翰十四章二十

三节说，’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同他安排住处。’在十七章节，主耶稣祷告，使信徒成

为一，’像我们一样。’使用第一人称单数和复数代名词说到神，显示神是个奥秘。新

约清楚的显示，独一的神也是三一父、子、灵。（太二八 19。）父、子、灵虽有分别，

却不分开。（约十 30，十四 10，林前十五 45，林后二 17，约壹二 23。） 

 

https://www.rucoc.com/Selbooks/WitnessLeeCollection/1971/16/3.mp3


这个奥秘是神在创造人时所引进复杂的事项之一。骄于人按着神的形象.照着神的样创世

记一章二十六节说，人是按着神的形象，照着神的样式造的。形象必然是看得见的。歌

罗西一章十五节说，基督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神是不能看见的，（提前一 17）然

而祂却有一个看得见的形象。基督就是这个形象，（林后四 4下）人又是按着神的形象

造的。这是创造人时另一件复杂的事。 

 

第三件复杂的事是形象与样式的关系。在’神救赎的计划’一书，麦敦诺师母说，’"形

象"与"样式"是什么意思昵？当我们仔细研究这两个名词的时候，就知道它们并不相同。

"形象"是特别指着人里面看不见的部分一里面的人。"样式"是指着人外面看得见的部分

一外面的人，就是人的身体。里面的人是照着神而造的，我们可以敬虔的说，是照着神

形象的模型印出来的。’ 照着我的领会，神的形象指神里面的所是，是神属性内里素质

的彰显，这些属性最显著的是爱、（约壹四 8）光、（一 5）圣、（启四 8）义。（耶二

三 6）神的样式指神的形状，（腓二 6）乃是神身位之素质与性质的彰显。因此，神的形

象和神的样式不当视为两个分开的东西。 

 

需要卸去传统的教训，转向圣经纯正的话 

神造人绝不是简单的。神创造人，以及神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奥秘。有许多关于神与

人的问题是我们无法回答的。然而，虽然我们可能不明白这些学，仍然可以接受圣经的

话。我们不该以为自己懂得很多。连我们吃的食物那么简单，我们都不懂。但无论我们

懂不懂食物，只要我们吃进去，就得维生。同样的，无论我们是否明白圣言，神的心意

乃是要我们把话吃进去。（耶一五 16，太四 4，彼前二 2）无论我们是否了解创世记一章

二十六节，都要相信并接受这话。我们可能不了解神的形象是什么，却可以接受这简单

的话：神的像就是基督。 

 

我们要卸去一切知识，卸去一切从基督教得来的传统教训；我对这件事很有负担。我们

要忘记自己老旧的知识，转向圣经纯正的话。神造人是按着祂的形象，而神的像就是基

督；基于这两件简单的事实，我们可以说，人是按照基督创造的。神要按照基督来造人，

原因是神的心意就是要基督进到人呈面。一个容器的形状，该符合原来要装的内容物。

手套是按着手的形象造的，因为原本手套就是要装手。手套既然是要装手，就要按照手

的形象来制作。同样的，既然人的目的在于盛装基督，所以人被造是按照神的形象，就

是基督。 



子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西二 9-）是那不看见之神的像，是神属性之素质的彰显。

（一 15，林后四 4-来一 3。）人是照着基督创造的，目的是要让基督进到人里面，并借

着人得彰显。（西_27，腓-20-21 上）受造的人是活的器皿容器，以盛装基督。（罗九

21，23，林后四 7。）至终，基督成为肉体，穿上人性，成为人的样式，（腓二）好叫人

借着祂的死与复活，可以得着神永远、神圣的生命，（彼前 3，约壹五 11-12）并且在里

面凭这生命得以变化,并模成基督的形象，（林后二 18, '罗八 29，）在外面得以改变形

状同形于基督荣耀的身体，（腓三 21）使人与基督一样一式（约壹三 2下）与基督一司

向着宇宙彰显神°（弗三 21）送就是神创造人的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