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Ⅰ．子基督是『不能看見之神的像』，『神榮耀的光輝並神本質的印象』－神所是的彰顯：

歌羅西書1:15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

基督是看不見之神的可見之像和彰顯。…基督是神的像。神按著自己的形像創造了我們。

這意思就是神按著基督的形像創造了我們。基督、形像和我們是有關聯的。我們是按著基督

的形像被創造的，這表明基督想要與我們有美妙的關係。

希伯來書1:3祂是神榮耀的光輝，是神本質的印像，…

提摩太前書1:11 這是照著那託付與我，可稱頌之神榮耀的福音說的。…

請想起保羅作為大馬色的掃羅是如何得救的。他看見比太陽還要明亮的光。掃羅是藉著光

得救。…然後他聽見，『你為什麼逼迫我？』的聲音。接著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神

親自來告訴他神榮耀的福音。神藉著在他裏面的光照而拯救了他。

哥林多後書4:4…叫基督榮耀之福音的光照，…6 …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裡，為著光照人，

使人認識那顯在耶穌基督面上之神的榮耀。

神要把基督的形像照到你裏面。藉著這個方式，基督的形像就進到你裏面，使你歌唱

變化的詩歌。但是仇敵分明並不希望這事在日本人身上發生。所以仇敵想盡辦法不讓光

進入到照相機裏面。…厚厚的遮蔽遮住了本來要敞開自己的人身上。敞開乃在同著思想

的心竅裏。你的心竅若被封閉，你的全人也就被封閉。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裏記載主在復活之後，與門徒相會，『於是耶穌開他們的心竅，使他

們能明白聖經。』（路加24:45）心竅開了，心就開了，我們的靈就在我們的心的深處裏。如

果我們的心竅被關了，神聖的光就不能進到我們的心思裏，並通過心而持有通往靈裏的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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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火

Ａ．子基督作神的具體化身，是看不見之神的像，是神屬性之素質的彰顯。

歌羅西書2:9因為神格一切的豐滿，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

哥林多後書4:4在他們裡面，這世代的神弄瞎了他們這不信者的心思，叫基督榮耀之福音的

光照，不照亮他們；基督本是神的像。6 因為那說光要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

心裡，為著光照人，使人認識那顯在耶穌基督面上之神的榮耀。

我們為了捆綁仇敵的工作而禱告，『請將這個人的心敞開。』這樣，福音的光就可以照到這

個人裏面。人的心思在各方面都被仇敵佔有著。他們有控制人所是的很強的觀念，所以我

們來到人們這裏，是要叫他們從一切的事物中釋放出來。我們需要認識爭戰正在進行。這

爭戰集中在人的心思裏。神想要將它打開，仇敵卻想要弄瞎它並將它封閉。

仇敵就是這世代的神，為了叫基督榮耀之福音的光輝不照到日本所有人的身上，牠想藉

著弄瞎人們的心思支配整個國家。在此，我們有基督榮耀福音的託付。

你與人接觸時，該作三件事。第一，你需要傳講基督。第二，你需要光照出神的光。我們藉

著被光充滿才能作這件事。第三，我們需要禱告，捆綁這世代的神。我們需要確信，神在日

本擁有無數被揀選的人。他們現今在黑暗中，在撒但的權勢下，他們的心思雖被弄瞎，但這

不是與我們當初的情況一樣嗎？我們現今在此乃是為著神的經論。神永遠的定旨乃是藉著

傳揚福音來執行。所以我們需要為著傳講、光照和捆綁仇敵而禱告。

Ｂ．人是照著基督，同著一個心願被造，這心願就是基督進到人的裏面並藉著人得著彰顯。

歌羅西書1:27 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祕的榮耀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豐富，就是基督

在你們裡面成了榮耀的盼望；

腓立比書1:20 這是照著我所專切期待並盼望的，就是沒有一事會叫我羞愧，只要凡事

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體上，現今也照常顯大，21 因為在我，活著就

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



3・水

Ⅱ．基督是神的像並祂榮耀的光輝；因此基督的福音乃是祂榮耀福音的照明並照耀：
歌羅西書1:15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
2:9 因為神格一切的豐滿，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
希伯來書1:3 祂是神榮耀的光輝，是神本質的印像，…
哥林多後書4:3如果我們的福音真的受蒙蔽，也是蒙蔽在滅亡的人身上；4在他們裡面，這世
代的神弄瞎了他們這不信者的心思，叫基督榮耀之福音的光照，不照亮他們；基督本是神的
像。

神在光照時，會將神屬性的素質照進去。神愛的素質，現今在你裏面。神一切屬性的素
質都已分賜到我們裏面。
哥林多後書3:18 但我們眾人既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
就漸漸變化成為與祂同樣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我』照著基督，同著一個心願被造，這心願就是基督進到『我』裏面，並藉著『我』得彰
顯。
啓6:2 我就觀看，看哪，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拿著弓，並有冠冕賜給他，他便出去，勝
了又要勝。

我們為了傳揚榮耀的福音而裝備自己的最好方法是什麼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停下你
自己，將你的心轉向主，全人向祂敞開，專注看那在你靈裏耶穌基督之面上的榮耀，讓
祂來光照你，讓祂來光照到你裏面，直到你被光充滿。你可能沒有意識到，但你與人接
觸時，對方會感受到光。我們若越讓主來光照自己，祂就越能從我們裏面光照到人的心
裏。要作這事的最好方法，乃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你在職場上一定會和某一位一起工
作。他們可能對主對神完全沒有關心，但是你對特定的人有負擔。你就和你的伙伴一同
禱告。你每一天都豫備自己說，『主啊，光照我，在我工作的時候，從我發出亮光，照耀到
這 個人裏面。』這樣，你同事的生活裏就有可能會發生一些事。他們就會想與你談話，向
你敞開。你就可以向他說話。藉著說話，你就可以光照並捆綁仇敵。



Ａ．基督榮耀的福音乃是可稱頌之神榮耀的福音：

提摩太前書1:11 這是照著那託付與我，可稱頌之神榮耀的福音說的。

１．『可稱頌之神榮耀的福音』之發表是指四節所說神的經綸。

２．那托付與使徒的福音，乃是可稱頌之神榮耀的光輝。

羅馬書1:25 …創造者；祂乃是當受頌讚的，直到永遠。阿們。

３．這福音在基督裏，將神的生命和性情分賜到神所揀選的人裏面，藉此照出神的榮耀，

使神在這榮耀裏，在祂的子民當中得稱頌。

以弗所書1:3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當受頌讚的，祂在基督裡，曾用諸天界裡各

樣屬靈的福分，祝福了我們；

3:9 並將那歷世歷代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裡的奧祕有何等的經綸，向眾人照明，

不要害怕無神論者。榮耀的神能照耀那些無神論者的心。…我們要相信神照耀的能
力，不要相信外面的情形。日本在要來的這些年，神要在這個國家發出已過所沒有的
照耀。。…從北海道直到沖繩，願榮耀的神在日本照耀出來！願祂的名被稱頌。我們不
倚靠自己的知識，也不與人爭論。我們乃是向人見證，將基督陳明給人，還要使用秘密
武器。這秘密武器就是照耀的神。他們可能不知道什麼原因，神的光卻要與你同在。有
一天，這些事要發生。神要光照他們。他們就不得不信。

Ｂ．這福音乃是基督榮耀的福音，照明、照射、照耀在我們的心裏：

哥林多後書4:4…叫基督榮耀之福音的光照，…

１．神照在我們的心裏，為著光照人，使人認識那顯在耶穌基督面上之神的榮耀，就是在

光中使我們認識基督的福音裏之神的榮耀。

２．四節的『神』、『形像』、『基督』、『榮耀』、『福音』和『照明』全是同位語，指同一位奇妙的

人位；神就是形像，形像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榮耀，榮耀就是福音，福音就是照明。

4・木



３．使我們認識神榮耀的光照乃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這指明基督榮耀的福音乃是可愛的

人位，在祂的面上我們可以看見神的榮耀。

馬太17:2 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臉面發光如日頭，衣服變白如光。

榮耀就是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現今，復活的基督作為那靈，在你的靈裏。榮耀的基
督現在就活在你的裏面。當我們的心轉向主的時候，我們的心在靈裏轉向主，帕子就
被出去。我們要觀看那在我們靈裏之基督面上之神的榮耀。藉此，我們就能認識，基督
榮耀的福音不是一件事物，乃是可愛的人位。我們乃是向人陳明榮耀的主這位可愛的
人位。

４．顯在耶穌基督面上之神的榮耀，就是耶穌基督所彰顯那榮耀的神，也就是那是神榮耀

之光輝的耶穌基督；認識祂，也就是認識那榮耀的神。

使徒7:2 司提反說，諸位，弟兄父老請聽。當日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在米所波大米還未

住哈蘭的時候，榮耀的神向他顯現，

希伯來書12:2 望斷以及於耶穌，就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與成終者；

我們都需要更多觀看主。我們要轉，不看自己，不看自己的難處，不看自己的情形。
希伯來書十二章二節說，『望斷以及於耶穌。』哪怕只花一兩分鐘，單單仰望主。…我們
不需要對主說很多，你只要這樣說，『主啊，我的心願意轉向你，我愛你。你是可愛美麗
的那一位。我要花幾分鐘時間來觀看你。』你要學習在你的靈裏觀看榮耀的主。

Ｃ．藉著基督榮耀的福音之照明，榮耀的基督作至上的寶貝接受到信徒裏面；現今基督實

際的照耀、三一神的具體化身和彰顯乃是在我們裏面的寶貝：

哥林多後書3:18 但我們眾人既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

就漸漸變化成為與祂同樣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4:7 但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超越的能力，是屬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5・金



１．神的照耀就是神的分賜，在我們的心裏將寶貝、包羅萬有的基督帶給我們。祂是三一
神的具體化身作賜生命的靈成為我們的生命和一切。
哥林多後書4:6 因為那說光要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裡，為著光照人，
使人認識那顯在耶穌基督面上之神的榮耀。7 但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超
越的能力，是屬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歌羅西書3:4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祂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裡。11
在此並沒有希利尼人和猶太人、受割禮的和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
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２．這寶貝，內住的基督，在我們這些瓦器裏，乃是基督徒生活神聖供應的源頭。
腓立比書4:13 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裡面，凡事都能作。

Ｄ．神照在我們的心裏使我們光照別人好叫他們能認識耶穌基督的面上之神的榮耀，就是
認識彰顯並宣告神之基督：
腓立比書2:15 使你們無可指摘、純潔無雜，在彎曲悖謬的世代中，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
們在其中好像發光之體顯在世界裡，
１．基督榮耀的福音先照到我們裏面，之後從我們裏面照耀出去。
馬太5:1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就榮耀你們在諸天
之上的父。

２．我們的傳福音必須是照明；我們需要從我們的裏面照耀出基督榮耀的福音。
３．基督作寶貝在我們裏面乃是加強我們力量的來源，並且使我們顯揚真理；我們若要為

著真理的顯明而活，我們必須將可恥隱密的事棄絕了，不以詭詐行事，也不攙混神的
話。
哥林多後書4:2 乃將那些可恥隱密的事棄絕了，不以詭詐行事，也不攙混神的話，只將
真理顯揚出來，藉以在神面前將自己薦與各人的良心。

４．為著宣揚基督榮耀的福音，我們不該傳自己，乃是傳基督耶穌為主，祂是福音的內容。
５．這些藉著我們的照耀而接受榮耀福音的人會得著基督作寶貝分賜到他們裏面；之後

他們就像我們，將會成為瓦器盛裝這無價的寶貝。
6・土



經歷：
①学生篇：『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裏。』我們這些人是瓦器，而這寶貝是什麼呢？這寶貝乃是
在我們心中照耀的基督。當基督在日本的年經學生心中照耀時，基督會成為他們的寶貝，
而這寶貝會賜與活力。他們將會改自己的價值觀。他們會重新思考生存的意義。他們可能
會說，『我在我心裏有最偉大的寶貝，我什麼都不需要。』所以主越光照到人的心裏，作神
形像的基督就越作到他裏面。假設這裏有按著主的形像被造的人，但缺乏實際。現今神榮
耀的福音臨到這個人，實際就光照到他裏面。

想必保羅應該是非常聰明的人，他應該是個天才。但是光来的时候，他没能与光辩论。
光180度的改变了他的价值观。从迫害主耶稣变化成为爱主，跟随主的人。作为学生，你
们在年轻的时候，要敞开心思，把心转向主，经历光照。即使自己想要改变价值观也改变
不了，但是当光来照你的心思和心时候，在你心思里的价值观就会被改变。
哥林多後書4:6 因為那說光要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裡，為著光照人，使
人認識那顯在耶穌基督面上之神的榮耀。7 但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超越的能
力，是屬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②在職青年篇：基督作寶貝在我們裏面乃是加強我們力量的來源，並且使我們顯揚真理；我
們若要為著真理的顯明而活，我們必須將可恥隱密的事棄絕了，不以詭詐行事，也不攙混
神的話。

在职场生活中，许多的问题向你袭来。例如ⅰ)上司是个在细微的事上喋喋不休的人，
以致你 变的有点神经质 ⅱ) 上司自己没有余裕以致你不能得到帮助 ⅲ)在竞争中项目的
状况出现急剧变化，等等。要跨越这样的环境，需要经历你里面宝贵基督来的力量。在苦
难中呼求主名，不靠自己，乃是靠里面作为力量源泉的基督。同时，要对付你里面羞愧隐
藏的事，例如ⅰ)为隐藏自己能力不足而欺骗周围的人，ⅱ)嫉妒别人的成功，但愿别人失
败，ⅲ)把别人的业绩当自己的业绩夸耀，等等。你越丢弃里面羞愧的事情就越能经历内
住基督来的活力，过显扬真理的生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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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裡面生命的各方面－變化
1 神的心意是要我們 模成祂兒子形像；
因此祂靈變化工作， 必須完成我身上。

（副）求主將我魂的各部， 全都變成你形像；
用你那靈將我浸透， 使我全像你模樣。

2 神已用祂神聖生命， 在我靈中重生我；
但祂還須在我魂中， 作那變化的工作。
3 從我靈中向外開展， 祂就變化我全魂；
更新裡面每一部分， 直到全人都歸順。
4 藉祂那靈生命大能， 照祂形狀變化我；
一部一部，榮上加榮，模成祂形，新而活。
5 一直變化，全人聖別，直到像祂，得成熟；
一直變化，魂全佔有，直到賤體蒙救贖。

Hymn750
1.God's intention is to have us

All conformed to His dear Son;
Thus a work of transformation
By the Spirit must be done.
(chorus)
Lord, transform us to Thine image
In emotion, mind and will;
Saturate us with Thy Spirit,
All our being wholly fill.

2.God hath us regenerated
In our spirit with His life;
But He must transform us further -
In our soul by His own life.

3.Spreading outward from our spirit
Doth the Lord transform our soul,
By the inward parts renewing,
Till within His full control.

4.By the power of His Spirit
In His pattern He transforms;
From His glory to His glory
To His image He conforms.

5.He transforms, all sanctifying,
Till like Him we are matured;
He transforms, our soul possessing,
Till His stature is secured.

詩歌546 内側の命の各面―造り変え
1 御子とわれらひとつに なるをかみねがう;
つくり変えるみわざは そのれいによる。

(復) われらの思,意,感,を ながみかたちに;
れいもてしみ通り, すべて満たせや。

2 みかみのいのちにより， さいせいされり;
さらにつくり変えよや， たましいのうち。

3 れいよりそとに向かい， たましいにまで，
まったき支はいなるまで あらたにせよや。

4 いのちのたい能により つくり変えたもう;
栄光からえいこうへと 御子のかたちに。

5 聖べつし,つくり変えて, 円じゅくする主は,
たましいをせん有して, からだあがな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