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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給人管治權以制伏仇敵，
恢復地並施行祂的權柄

（2016特会＃5）

Ⅰ．神創造團體的人，不僅是為了要彰顯祂，也是憑著萬物的管治權而代表祂。
創1:26 神說，我們要按著我們的形像，照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
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27 神就按著自己的形像創造人，乃是按著神的形像創造他；創造他們有男有女。

在神為著祂的定旨造人的時候，人有兩個責任。一個是彰顯在『按著我們的形像造人』這
話裏。這很明顯與神在基督裏團體的彰顯有關係。這是神主要的目的。…但是神在說了
『按著我們的形像造人』這句話之後，又說了另外一件事。就是『使他們管理…』，然後再進
一步『要…制伏』。
宇宙中有一個基本的問題。這是從天使長的背叛開始的。天使是為著實行神的行政而存
在的。天使和人一樣有意志。有一個地位高的天使，牠的名字叫路西弗。牠的心思高傲，想
要與神一樣。所以他就與追隨他的一同背叛神。如今，在宇宙中就有一個對抗神的意志存
在。神當然是唯一的創造主。背叛神的乃是神的受造之物。我們會想為什麼神不把這些背
叛的受造之物一瞬間都消滅掉呢？因為這樣的行為不配神。創造主直接與祂的受造之物
爭戰，這對於神來說是不尊貴的。神對付受造之物的方法乃是藉著其他的受造之物。
主耶穌在死時，是作為一粒麥子而死的。落到地裏死了就結出許多的子粒來。這就是祂
的複製、神許多的兒子、基督許多的弟兄、基督身體的肢體。然後在復活裏，主產生了召會。
召會是新人。這一位新人要完成神的定旨。…事實上，魔鬼已被消滅了。但是在實行上牠
依然很活躍。因為對牠的審判還沒被執行。這事要藉著召會來實行。所以召會實際上就是
今日的神的國。一面，召會也是神的家，在那裏我們彰顯神。另一面，召會是神的國，在那
裏我們要受神的管治並代表神。
1・月

Ⅱ．神給人管治權的目的，乃是為了制伏背叛神的仇敵撒旦：
創1:28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繁衍增多，遍滿地面，並制伏這地，也要管理海裏
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使徒17:30 世人蒙昧無知的時候，神並不鑒察，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

福音來了，人在信入主之後，恢復的工作就開始了。第一，需要正確的對待人的統治。之後
神進一步恢復我們，使我們能在良心的管治下生活。今天，我們在訓練要有正確的良心。一
生都需要這樣的訓練。但是我們只是這樣的話，還是沒有在神國的實際裏。因為我們只是被
良心管治，還是沒有被神來管治。所以神要在生命裏進一步拯救我們，把我們完全帶進神裏
面，為著使我們能與神完全是一，直到我們不只憑良心而活、直到我們能用靈與神接觸、在
靈裏與神交通、在靈裏憑直覺直接認識神為止。我們依然需要顧到良心的感覺。這是我們的
第一責任。也就是認識神國的實際並在其中生活。並且在召會中過國度的生活。因為今天的
召會就是神的國。學習過這樣的生活時，我們就能宣揚神國的福音。我們盼望能帶人得救，
帶回到神的定旨裏，彰顯神且從人對神的背叛裏得救。所以在主再來之前，神的國需要傳遍
居人之地。這個福音指出了在人的裏面有背叛的因素。使徒行傳第十七章三十節裏，保羅說，
『神…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 『悔改』在希臘文的意思就是心思轉變。再一次，問題又是在
心思裏，背叛是在心思裏。但是完全的救恩來到某人這裏，那個人的背叛被光照的時候，他
就會模著神的實際，心思就會轉變，信入神的兒子。這樣，我們就能與馬太福音結尾所寫的
一樣，使他受浸成為門徒。主說，『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2・火

Ａ．地上的爬物豫表那蛇撒但，和他的使者，以及跟隨撒但的鬼。
創3:1 耶和華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對女人說，神豈是真說，你
們不可喫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麼？14 耶和華神對蛇說，你既作了這事，就必受咒詛，比
一切的牲畜和田野的活物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終身喫土。
啓12:4 牠的尾巴拖拉著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龍站在那將要生產的婦人面前，
等她生產之後，要吞喫她的孩子。7 天上起了爭戰，米迦勒和他的使者與龍爭戰，龍和牠
的使者也爭戰，9 大龍就被摔下去，牠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
牠被摔在地上，牠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馬太25:41 然後祂又要對那左邊的說，你們這被咒詛的，離開我，進入那為魔鬼和他的使
者所豫備的永火裡去。
路加10:19 看哪，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並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絕沒
有甚麼能傷害你們。

現在的時代是召會的時代，在召會中我們盼望成為國度的實際。在裏面，我們學習活
在靈裏，學習在生命中活在神直接的管治之下。然後在召會中彼此實行國度的生活。就
像主耶穌傳揚神國度的福音一樣，這福音也被託付給了我們。因此主盼望豫備我們。在
日本的基本問題乃是人對神的背叛。如果我去印度的話，我也會說印度的基本問題乃是
人對神的背叛。我所住的美國的基本問題是這個。神必定要得著一班從裏面解決這個問
題的人。
神給人管治權的目的，乃是為了製伏背叛神的仇敵撒但。最近，我在家裏淋浴的時候，
看見浴室外面有爬物。聖經說要製伏地上的爬物。所以我大膽地從浴室出來，拿著廁紙
把爬物捏扁，扔進廁所沖掉。這是對付仇敵的畫面。不能害怕爬物。要捏扁牠並沖掉。
3・水

Ｂ．創世記第一章二十八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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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造人是要人為神制伏、征服並恢復地。
Ｃ．神有個難處，這個難處就是天使長撒旦。他背叛了神並在宇宙中，特別是在地上成為
神的仇敵（賽14:12-14．結28:12-18）：
以賽亞書14:12 明亮之星，清晨之子阿，你何竟從天墜落！你這攻敗列國的，何竟被砍倒
在地上！13 你心裏曾說，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神眾星以上。我要坐在聚
會的山上，在北方的極處。14 我要升到高雲之上；我要使自己與至高者一樣。
以西結書28:12 人子阿，你要為推羅王舉哀，對他說，主耶和華如此說，你完美全備，滿有智
慧，全然美麗。15 你從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直到在你中間察出不義。16 因你貿易很多，
你中間就被強暴的事充滿，以致你犯了罪。所以我將你當作俗污之物，從神的山驅逐你。遮
掩約櫃的基路伯阿，我已將你從發光如火的寶石中除滅。17 你因美麗心中高傲，又因榮光
敗壞智慧；
１．根據創世記三章一節，神的仇敵撒旦將自己隱藏在這地上的爬物蛇的裏面。
創3:1 耶和華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對女人說，神豈是真說，
你們不可喫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麼？
２．神為了制伏祂的仇敵並解決這個難處，就賜給人權柄，使他們管理神所創造的萬物。
３．人特別需要管治地，甚至征服地，因為地被背叛神的仇敵竊取了。
４．神需要人對地上一切的爬物施行神的權柄，並且神需要人制伏並征服地好使神恢復
地為著神的國。
馬太6:9 所以你們要這樣禱告：我們在諸天之上的父，願你的名被尊為聖，10 願你的國
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Ｄ．神盼望藉著人來對付祂的仇敵，並且神造人乃是為這目的；神盼望藉著祂的受造之物
『人』來對付墮落的受造之物『撒旦』。
4・木

Ⅲ．神給人管治權的目的乃是為了恢復這地：
Ａ．神乃是帶著一個心願造人，這心願就是為祂自己恢復這地：
１．人被神所造乃是為著神管理地，制伏地、征服地並藉此恢復地。
２．神盼望再次得著地；地成為了極為重要的地方。這是撒旦想要佔有的地方，也是神盼望
再次得著的地方。
３．神囑咐人要繁衍增多，遍滿全地，並制伏這地。
Ｂ．主的名必須被尊為聖，要在全地極為尊大。
詩8:9 耶和華我們的主阿，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尊大！
Ⅳ．神給人管治權的目的，乃是要人對地施行神的權柄，將神的國帶到地上，使神的旨意行在
地上，讓神的榮耀在地上得著彰顯（馬太6:10，13下）：
Ａ．我們需要施行神的權柄好將神的國帶到地上（馬太6:10）：
１．真正的召會，乃是今時代的神的國。
馬太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
她。19 我要把諸天之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捆綁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捆綁的；凡
你在地上釋放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釋放的。
18:17 他若不聽他們，就告訴召會；他若連召會也不聽，就把他當作外邦人和稅吏。
13:44 諸天的國好像寶貝藏在田地裡，人找到了，就藏起來，歡歡喜喜的去變賣他一切所
有的，買這田地。
２．召會帶進國度；召會的工作乃是帶進神的國：
啓11:15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國，祂要
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ａ．產生召會，乃是為了帶進國度。
ｂ．召會應該帶著權柄禱告，以帶進神的國（馬太6:10）。
馬太28: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5・金

Ｂ．我們需要施行神的權柄，好讓神的旨意能夠行在地上：
馬太6:10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１．神是一位有定旨的神，有祂自己喜悅的旨意。祂為著自己的旨意，創造了萬有，好成就
並完成祂的定旨。
啓4:11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能力的，因為你創造了萬有，並且萬
有是因你的旨意存在並被創造的。
以弗所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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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為要藉著召會，使諸天界裡執政的、掌權的，現今得知神萬般的智慧，11 這是照著祂
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所立的永遠定旨；
２．國度絕對是神的旨意，要完全成就神的旨意。事實上，國度就是神的旨意。
３．我們需要為著讓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這事情禱告。這乃是為了將屬天的
國帶到地上。
Ｃ．我們需要施行神的權柄，使神的榮耀在地上得著顯明：
馬太6:13 不叫我們陷入試誘，救我們脫離那惡者。因為國度、能力、榮耀，都是你的，直到
永遠。阿們。
１．神乃是榮耀的神；榮耀是神的彰顯，也是彰顯出來的神。
使徒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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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1:17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賜給你們智慧和啟示的靈，使你們充
分的認識祂；3:14 因這緣故，我向父屈膝，16 願祂照著祂榮耀的豐富，藉著祂的靈，用大
能使你們得以加強6到裡面的人裡，21 願在召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榮耀歸與祂，直到
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啓21:10 我在靈裡，天使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裡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
指給我看。11 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２．神的國乃是神可以運用祂能力的範圍，使祂的榮耀得以顯明。
6・土

經歷：
① 以西結書28:12 人子阿，你要為推羅王舉哀，對他說，主耶和華如此說，你完美全備，滿有
智慧，全然美麗。15 你從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直到在你中間察出不義。16 因你貿易很
多，你中間就被強暴的事充滿，以致你犯了罪。所以我將你當作俗污之物，從神的山驅逐你。
… 17 你因美麗心中高傲，又因榮光敗壞智慧；… 18 你因罪孽眾多，貿易不義，褻瀆了你
的聖所。故此，我使火從你中間發出，燒滅你，使你在所有觀看的人眼前變為地上的爐灰。
撒但因為高傲而墮落了。他視自己的智慧、美麗、光輝為傲。為了不要與撒但步上同樣的
後塵，要學習謙卑。在基督裡的信徒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你要與其他的弟兄姊妹配搭組合，
一同被建造，建造召會、基督的身體。換句話說，基督的身體充滿榮耀、完美全備，你一個人
卻不是如此。撒但視自己的全備至極、就高傲、背叛神。你不可以太注視於自己的美德。例
如，眼睛就算再怎麼美，一離開身體不但沒有任何功用，而且還變成非常恐怖的東西。在感
謝作為身體肢體功用的同時，其他肢體擁有你所沒有的功用，必須補足你。基督的身體是新
人，執行神的旨意，管制撒但。
② 以賽亞書14:12 明亮之星，清晨之子阿，你何竟從天墜落！你這攻敗列國的，何竟被砍倒
在地上！13 你心裏曾說，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神眾星以上。我要坐在聚會
的山上，在北方的極處。14 我要升到高雲之上；我要使自己與至高者一樣。
撒但高傲，在心中說：「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坐在神的寶座與神一樣。」決
不可以在心中細說著從高傲來的墮落念頭。不可以認為因為沒人聽見所以沒關係。撒但
聽見這細語就會來，使你變成撒但的奴隸。
彼得前書5:5 照樣，年幼的，要服從年長的；你們眾人彼此相待，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因為
神敵擋狂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6 所以你們要謙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使祂到了時
候，可以叫你們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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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 王国―その意義
1 王こくはかみの とう治,えい光; 主権は王こくの ちつ序維持す。
1. God's kingdom is God's reigning,
かみは王こくで 王権を行使す,なが権威,王こく, 永遠にいたる。
His glory to maintain;
2 王こくの中心は, けん威の御座;御むねにしたがい, かみ,支はいす。
It is His sovereign ruling,
His order to sustain.
かれは王となり, 一切を管理す;主の身分,保持し, かしらとなる。
He exercises fully
3 かみは王こくで, 御むね遂行す;統治権のもとで, 御むね成就す。
His own authority
王こくのなかで, しゅくふく得る;御座より,いのち あふれながる。
Within His kingdom ever
4 かん理にふくし, しゅくふく得る;反ぎゃくするのは, ざいあくの根。
And to eternity.
御座をたおそうと, サタンもくろむ;主の権威のもと, われら生きる。
3. By reigning in His kingdom
5 王こくのなかで, いのちにあり,キリスト大きく あらわされる。
God worketh all His will,
かみは統治して, しゅくふくする;主は権威にぎり, 栄光,表現する。
And under His dominion
6 ときが満ちると, 万有,主に帰し,主の権威を知り, 統治を受ける。
His purpose doth fulfill.
'Tis only in God's kingdom
いのちの支配を 召会あじわい,王こくもたらし, 万有も享受す。
His blessing we may know;
745 國度－意義
'Tis from His throne almighty
1 國度是神的掌權，維持神的榮耀； 4 服在神的管治下，乃是蒙福之本；
The streams of life doth flow.
背叛神聖的主權，乃是罪惡之根。
是神主宰的管治，將祂秩序建造。
撒但邪惡的目的，乃在翻神寶座；
神在祂的國度裏，施行祂的王權，
我們該有的目標，在神權下活著。
照祂自己來治理，直到永永遠遠。
2 國度中心是寶座，神在其上掌權； 5 在神至高國度中，基督得顯為大；
基督掌權生命中，神就能有可誇。
一切帶上祂正規，照著祂心所願。
當神施行祂統治，一切全都蒙福；
國度之中祂作王，一切歸祂管治；
基督若為神掌權，神的榮耀顯出。
為首為主的身分，如此始能維持。
3 神藉掌權國度中，通行祂的旨意； 6 日期滿足的時候，主要歸一萬有，
萬有要認祂王權，將祂統治領受。
在祂統治的權下，成全祂的心意。
生命榮耀的管治，召會現已豫嘗，
惟有在神國度中，祝福始能得著；
並催國度速實現，萬有都得分享。
乃是從神的寶座，流出生命水河。

4. Submitted to God's ruling,
All virtue thus will win;
Rebellion to His Headship
Is but the root of sin.
The evil aim of SatanGod's throne to overthrow;
Our aim and goal is ever
His rule to fully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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