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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認識這世代並認識現有的真理，而與神合作，執行祂經綸中的行動（詩477、補508:）

關於世界局勢
與主行動的特別交通＃1

Ａ．這個大輪的輪軸表徵基督作神經綸的中心；輪輞表徵基督的配偶，就是召會，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由輪軸伸展到
Ⅰ．在以西結書，神的 輪輞的輪輻表徵作基督肢體的許多信徒。
經綸與神在祂經綸中 Ｂ．在活物旁邊，有輪在地上出現，指明神在地上的行動，是隨著四活物的配搭。
的行動，乃是由高而可 Ｃ．神的行動乃是祂在人身上經綸的行動，要使人成爲神，以產生一個新人，好使神在基督裏得著祂團體的彰顯和行政。
以弗所書 2:15 在祂的肉體裡，廢掉了那規條中誡命的律法，好把兩下在祂自己裡面，創造成一個新人，成就了和平；歌
畏的輪子所表徵：
以西結書 1:15 我正觀 羅西書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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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活物的時候，見活物 切，又在一切之內。
的四個臉旁各有一輪 Ｄ．每一個地方召會和每一位個別的信徒，都該有高而可畏的輪子隨同。
在地上。16 輪的樣子 使徒 13:1 在安提阿當地的召會中，有幾位申言者和教師，就是巴拿巴和稱呼尼結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與分封王希律
和作法，看來好像水蒼 同養的馬念，並掃羅。2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別巴拿巴和掃羅，去作我召他們所作的工。
玉。四輪都是一個樣 Ｅ．輪隨著活物，指明神工作的行動在於我們的行動；也指明我們若在信心裏行動，主就要隨著我們行動。以西結書 1:19
式，樣子和作法好像輪 活物行走的時候，輪也在旁邊行走；活物從地上升的時候，輪也上升。林後 5:7 （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
中套輪。17 輪行走的 眼見；）4:13 並且照經上所記：“我信，所以我說話；”我們既有這同樣信心的靈，也就信，所以也就說話，18 我們原不是顧
時候，乃是向四方直 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纔是永遠的。傳道書 11:4 看風的，必不撒種；望雲的，必
行，行走時並不掉轉。 不收割。
18 至於輪輞，高而可 Ｆ．輪隨著活物，活物隨著靈（theSpirit），但靈（theSpirit）在輪 １．這指明主在我們行動中的行動，乃是照著成爲肉體的
畏；四個輪輞周圍滿了 中：以西結書 1:21 那些行走的時候，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的 原則。以西結書 1:20 靈往那裏去，活物就往那裏去；活
眼睛。
時候，這些也站住；那些從地上升的時候，輪也在旁邊上升， 物上升，輪也在活物旁邊上升，因為活物的靈在輪中。
因為活物的靈在輪中。
２．這就是主今天在地上的行動，這也就是主的恢復。
１．在基督得著榮耀（復活）之前，還沒有那賜生命的靈。
約翰 7:38 信入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39 耶穌這話是指著信入祂的人將要
Ⅱ ． 我們若要與
主合作，執行祂經 Ａ．今日的神 受的那靈說的；那時還沒有那靈，因為耶穌尚未得著榮耀。
綸中的
學，包括奈西 ２．末後的亞當（在肉體裏的基督）成了賜生命的靈（應驗約翰七章三十九節的話）；因此，林後三章十七節說，
行動，就必須認識 亞信經在內， 『主就是那靈』，而下一節用『主靈』作複合的神聖名稱。林前 15:45 “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活的魂；”末後的亞當
這世代；認識這世 沒有一個充分 成了賜生命的靈。
代是特別認識今 強調神永遠經 ３．複合的靈由出埃及三十章二十三至二十五節塗抹的膏油（一欣橄欖油與四種香料及其功效構成的複合品）
天基督教的世代， 綸行動中，以 所豫表。
尤其是相較於聖 下有關神的靈 ４．在羅馬八章二節、九至十一節，生命的靈、神的靈、基督的靈、基督自己以及內住的靈，都是指賜生命的複
經的啓示，神聖的 五 個 緊 要 的 合之靈。
真理，以及真正、 點：
５．在神永遠經綸之行動中，神的靈乃是神的七靈（七倍加強的靈，參考七倍的日光—賽 30:26）啓 4:5 有閃電、
正確的神學：
聲音、雷轟，從寶座中發出。又有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著，這七燈就是神的七靈。5:6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
中間，並眾長老中間，有羔羊站立，像是剛被殺過的，有七角和七眼，就是神的七靈，奉差遣往全地去的。

Ｂ．天主教、更正教各宗派、弟兄會、靈恩派和所有的自由團體，都因著他們不完全且不合乎聖經的神學而受阻，看不見神中心的啓
示，並且由於他們對以上關於神的靈五個緊要之點的疏漏、忽畧和反對，而達不到神完整的永遠經綸。
Ｃ．神必須得著一班神人作祂的得勝者，使祂可以完成祂永遠的經綸，就是要得著召會，產生基督的身體，並終極完成新耶路
撒冷。啓 2:11 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絕不會受第二次死的害。
Ａ．所有的真理都在聖經裏，卻因著人的愚昧、人的不忠心、人的失職、人的不順服，以致許多真理都失落了，
Ⅲ．彼後一章十二節題到『現有的
向人隱藏起來；這些重新顯現的真理，並不是神的新創造，乃是人的新發現。
真理』：彼得後書 1:12 所以，你們
Ｂ．每一個主的工人都應該在神面前求問，甚麼是今日的真理；我們需要問神說，『神阿，甚麼是現有的真
雖已知道這些事，且在現有的真
理？』
理上得了堅固，我還要常常題醒
Ｃ．我們知道神的真理是積蓄的，而不是推翻已往的。
你們；
Ｄ．所有已往神的真理，都是今天的根基，我們今天所看見的，都是神累積的啓示。
列王下 22:8 大祭司希勒家對書記
Ｅ．當神開我們的眼睛，叫我們看見這個事實時，我們才發覺，我們今天乃是活在神旨意的潮流中，這個潮流
沙番說，我在耶和華殿裏得了律
乃是接著神在已過不同年日的工作往前的。
法書。希勒家將書遞給沙番，沙番
Ｆ．但願神恩待我們，叫我們不作這『現有真理』的落伍者；但願我們儆醒，不讓肉體滲入，不讓自己有地位；願
就讀了。
神的旨意在我們身上得著成全。
Ａ．人若請我們解釋今天恢復是甚麼，我們應該能彀用一句簡單的話回答：主的恢復乃是神成了肉體，肉體成了賜生命的靈，賜生
命的靈成了七倍加強的靈，爲要建造召會，成爲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
１．在第一個時期，就是祂成肉體的時期，從祂的出生到祂的死，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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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祂芬芳的美德，在祂的人性裏彰顯全備之神豐富的屬性，並完成祂包羅萬有之法理
的救贖。約翰 1:1 太初有話，話與神同在，話就是神。14 話成了肉體，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豐豐滿滿的有恩典，
有實際。我們也見過祂的榮耀，正是從父而來獨生子的榮耀。
Ｂ．這是基督 ２．在第二個時期，就是祂總括的時期，從祂的復活到召會的墮落，祂生爲神的長子，成爲賜生命的靈，並爲著祂
Ⅳ．現有的真
在祂三個時期 的身體重生信徒。使徒 13:33 神已經向我們這作兒女的完全應驗，叫耶穌復活了，正如詩篇第二篇上所記：“你是
理是神的中
（ 成肉體、 總 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你。”彼得前書 1:3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當受頌讚的，祂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耶穌
心啓示，也是
括、 加強） 中 基督從死人中復活，重生了我們，使我們有活的盼望，
主當前的恢
豐滿的職事； ３．在第三個時期，就是祂加強的時期，從召會的墮落到新耶路撒冷的終極完成，祂加強祂生機的救恩，產生得勝
復：
這也是神的中 者，並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啓 4:5 有閃電、聲音、雷轟，從寶座中發出。又有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著，這七燈就
心啓示與現有 是神的七靈。5:6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中間，並眾長老中間，有羔羊站立，像是剛被殺過的，有七角和七眼，就是
的真理：
神的七靈，奉差遣往全地去的。3: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絕不再從那裡出去；我又要將我神
的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就是由天上從我神那裡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19:9 天使
對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說，這是神真實的話。
４．我們需要作三段落的工作：成肉體時期的工作，以產生蒙救贖的人；總括時期的工作，以產生眾召會；加強時
期的工作，以產生得勝者，建造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作神經綸獨一的目標。。

經歷: ①随同信徒的高而可畏輪子的行动
在活物旁邊，有輪在地上出現，指明神在地上的行動，是隨著四活物的配
搭。輪的行動含示有目的的特別行動，並且也含示這行動不是靠我們自己
的力量。
我們在自己裏面該是微小的；但在我們旁邊的輪子，也就是神在我們身
上經綸的行動，該是高而可畏的。…保羅看自己是比眾聖徒中最小者還小
的。甚至他的名字，保羅，意思就是『微小』。保羅是一個微小的人，但他卻
有鷹的翅膀、人的手和牛犢的蹄。因此，無論他去那裏，那裏就有高大可
畏的輪子。今天我們的光景也該是這樣。我們該有鷹的翅膀、人的手和牛
犢的蹄，因此有爲著主行動的大輪子。
中高生篇:
作為中高生的你，需要學習以下兩件事。一個是謙卑，再一個是憑著信
心大膽的有份神的經綸的行動。關於謙卑請讀以下的經節。
希伯來 13:7 要記念那些帶領你們，對你們講過神話語的人，要效法他們
的信心，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
你需要謙卑，向帶領你的弟兄姊妹學習。他們因為經歷過你的時代，可
以幫助你。這樣做，你會能得到許多益處。
謙卑的同時，你要憑著信心相信接受神的話，大膽的，有份高而可畏的
輪子的行動，神的經綸的行動。沒有信不能使神喜悅。一面，你需要憑著
信心謙卑，另一面憑著信心，要相信你，「被神被揀選，在這個時代被蒙召，
能把荒涼之地變成伊甸園」。
一般地日本人因為認真，不誇口。可是，聖經說你成為基督的Co-worker，
Co-king，共同經營者。按人的觀點來看，這些事是比誇口更大的事。因此
日本人的中高學生，如果不運用自己的靈，心不轉向主的話，你會完全不
理解聖經里對你的祝福，說的是什麼事。讀聖經的時候，不可當做宗教的
故事來讀。請正確地理解聖經的話，憑著信心接受。根據聖經全部的地方
召會和信徒都有高而可畏的輪子。
一位從台灣來的姊妹初中生的時候，為了設立 Bible Study Group(BSG)
而放膽向班主任請求希望一周一次午休的時間借用教室。因為這個請求
被接受，每周召會的姊妹來進行 BSG30 分鐘，全班人，都聽到了神的話。
即使你無法相信與你的中高學生生活一起有大的輪子，請操練信心，接受。
那樣的話主會讓你看見你旁邊有輪子的行動。

②在现有的真理（the present truth）中得坚固
彼得后书 1:12 所以，你们虽已知道这些事，且在现有的真理上得了坚固，
我还要常常题醒你们；(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the present truth)、
每一個主的工人都需要在神面前求問：甚麼是今天的真理？我們需要問
神說，『神阿！甚麼是現有的真理？』雖然在聖經中有許多主要的、重大的
真理，但我們需要知道的是：甚麼是神今天的真理？我們不但需要認識普
徧的真理，更需要清楚神今天的真理。
人若請我們解釋今天的恢復是甚麼，我們應該能彀用一句簡單的話回
答：主的恢復乃是神成了肉體，肉體成了賜生命的靈，賜生命的靈成了七
倍加強的靈，爲要建造召會，成爲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
我們需要作三段落（成肉體、總括、加強）的工作：成肉體時期的工作，以
產生蒙救贖的人；總括時期的工作，以產生眾召會；加強時期的工作，以產
生得勝者，建造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作神經綸獨一的目
標。
在職青年編:
主的恢復開始於由馬丁·路德的因信稱義。此後在英國，弟兄會被興起，
通過他們有關基督的啟示和召會生活被恢復了。可是不久他們在教訓上
起爭議，從非拉鐵非的召會的狀態落到老底嘉的狀態。此後，主為了使恢
復更加的往前，興起了倪柝聲弟兄和李常受弟兄，向我們揭示了神的經綸。
那是，賜生命的靈將神自己分賜到被救贖的子民的裡面，建造召會，基督
的身體。可是因為召會墮落，為了勝過那個墮落，賜生命的靈成為七倍加
強的靈，建造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因為這個「現有的真理」，
你在地上活著必須為著神的建造。
一面你必須清楚你不是為了在職生活的成功而在這裡。另一面，你需要
禱告奉獻你的在職·生活為了神的建造(建造召會，基督的身體的建造，新
耶路撒冷的建造)，而被使用。因你的工作，支撐了家庭的經濟，需要更加
有負擔支撐召會的經濟上的需要。因為那樣的話你的收入為了神的經綸
被用，你存在天上的銀行，或投資在神的經綸上。因為神的經綸的股價絕
不會跌，越來越上升，你的投資必定成功。你絕不可認為這個事情是脫離
現實做夢的故事。神的經輪說不定對你來說是夢,不過如果讓那個夢支配
自己，為了實現而配合神努力奮鬥的話，神必定祝福你的在職·生活。阿
門！

BSG: 約翰福音第 3 章的里程碑: by 神大 BSGOB/OG
約翰福音第 3 章到第 11 章，啟示了生命滿足 9 種不同的人們所需
要的東西。第3 章最初的例子，說明了生命因著重生而得以滿足道德
的人。因此第 3 章的里程碑是「生命的重生滿足了道德的人真正的需
要」。請讀 1～6 節。
約翰 3:1 但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猶太人的官。2 這人夜
裡來到耶穌那裡，對祂說，拉比，我們知道你是從神那裡來作教師的，
因為你所行的這些神蹟，若沒有神同在，無人能行。3 耶穌回答說，我
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4 尼哥底母說，人
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麼？5 耶穌回答說，我
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6 從肉
體生的，就是肉體；從那靈生的，就是靈。
尼哥底母認為基督是從神那裡來作教師的，這指明他可能認為他
需要更好的教訓以改良自己。但主在下節的答覆向他揭示，他所需
要的乃是重生。重生就是在天然出生所得人的生命之外，由神的生
命所重生。因此，他真實的需要不是更好的教訓改良他，乃是神的生
命重造他。他原是在尋求教訓；但主的答覆把他轉到生命的需要上。
關於生命和知識的對比，再稍加詳細說明。例如，人的戀愛或結婚，
不一定是按照知識來進行的。如果只有按著知識結婚的話，這樣的
婚姻必定失敗。因為夫妻的關係最重要的就是愛。愛是讓婚姻生活
卓越的唯一道路。而且愛並不一定伴隨著知識。同樣地，人生需要正
確的知識，但是只有知識是絕對無法正確地引
導人、得到滿足。請讀以下撒迦利亞書 12 章１
節。「耶和華論以色列之話語的默示。鋪張諸
天、建立地基、造人裏面之靈的耶和華說，」。
諸天是為著地，地是為著人，神給人造了靈，
霊
人是為了神而活，而神創造人的裡面有人的靈。
魂
所有的人都知道人的裡面有魂，有精神的領域。
体
但是就像人的身體裡有魂，許多人並不知道人
的魂裡面有靈。請看右圖。

人的靈是人最深的部分，是能夠接觸神、接受從神來的供給的器
官。人有正確的知識、道德並不足夠。因為，人的裡面有靈。人的靈
是能夠摸著神、接受神的器官。而且，人因人的靈裡面有神的靈而再
次出生，得以重生。人的靈若是沒有重生，就無法有神的生命和真正
的滿足。與物質領域接觸的身體、與精神領域接觸的魂，彼此有關係。
例如，醫生說最有效的良藥就是喜樂。不管多麼棒、最尖端的藥，若
是魂裡沒有活的喜樂，身體裡的疾病就無法治癒。同樣地，靈與魂有
關係，若是人在靈裡有神的生命，就能夠拔高魂、被喜樂充滿、走義
路，也就是變得能夠過神國的生活。接著請讀 16、17 節。
16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入祂的，不至
滅亡，反得永遠的生命。
17 因為神差祂的兒子到世上來，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
藉祂得救。
神愛這樣真實的你(世人)，為了給你神的生命，把神兒子耶穌釘十字架
了。主耶穌死後，復活成為賜生命的靈，將神的生命分賜到你的靈裡，
準備好讓你的靈能夠重生。你準備好接受神的愛了嗎？
許多的在職者，成功後因為酒、淫乱、驕傲等等理由最終就失敗了。主
要的理由有兩個。一個是人裡面的罪的問題，另一個就是人的靈裡面空
虛的緣故。知識並不能將你從罪裡救出來，或從空虛裡救出來，所以你
無法對付人生本質上的問題。但是讀了神的話，向主耶穌敞開、單純地
接受主到你的靈裡，你的靈就重生、除去罪、有了滿足，得以過著充滿
在公義裡神國祝福的人生。34 節說，「神所差來的，就說神的話，因為祂
賜那靈是沒有限量的。」願主祝福你的校園生活。
309. Assurance and Joy of Salvation - Changed in Life (Jap 241)
1. What a wonderful change in my life has been wrought
Since Jesus came into my heart!
I have light in my soul for which long I had sought,
Since Jesus came into my heart!
（C） Since Jesus came into my heart!
Since Jesus came into my heart!
Floods of joy o'er my soul like the sea billows roll,
Since Jesus came into my heart!
2. I have ceased from my wand'ring and going astray,
Since Jesus came into my heart!
And my sins which were many are all washed away,
Since Jesus came into my he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