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神终极的行动中担负终极的责任（诗604、补809） 

Ⅰ．我们必须
担负有关世界
终极局势、神
终极行动以及
神终极恢复的
终极责任： 

Ａ．我们终极的责任乃是被基督浸透
并浸润，好为着召会作基督的身体，
就是一个新人： 
以弗所书3:16 愿祂照着祂荣耀的丰
富，藉着祂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得以
加强到里面的人里． 
4:12 为要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职
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 
4:16 本于祂，全身藉着每一丰富供
应的节，并藉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
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
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
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4:24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
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
的。 

1．我们必须看见关于传扬福音、教导神圣真理、照着神命定之路聚会的重大责任；然而，我们
不该满足于这三件事，因为这些不能成就神的愿望。 
马太福音 24:14 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28:1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将他们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 
2．神的愿望、祂的喜悦，是要我们活基督，并有基
督作召会生活的实际，就是真实的内容，使每个地
方召会都成为金灯台—： 
腓立比书 1::21 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
有益处。 
2:13 因为乃是神为着祂的美意，在你们里面运行，
使你们立志并行事。 
启示录 1:11 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寄给那七
个召会：给以弗所、给士每拿、给别迦摩、给推雅
推喇、给撒狄、给非拉铁非、给老底嘉。12 我转过
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
七个金灯台； 

ａ．这样，身体生活就会达到罗马十二章
的实际，这自然会为着主的回来预备新妇。 

ｂ．这是主恢复的目标；世界局势一直是
为着这个目的预备的。 
启示录 1:5 并从那忠信的见证人、死人中
的首生者、为地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
归与你们。祂爱我们，用自己的血，把我
们从我们的罪中释放了；  
使徒行传 17:26 祂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住在全地面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时期，
和居住的疆界， 

3．我们终极的责任乃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作基督活的见证人，并在我们所在之地，以一种方式
一同聚集，使我们能成为基督的身体、新人、灯台和新妇。 

Ｂ．我们终极的责任乃是
作耶稣的见证： 
启示录1:2 约翰便将神的
话，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见证
出来。9 我约翰，就是你
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
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
同有分的，为神的话和耶
稣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
摩的海岛上。 

1．启示录这卷书陈明耶稣的见证，就是召会作基督团体的彰显。 

2．启示录揭示
基督，而基督借
着召会得着彰
显；因此，召会
是这卷书所启
示之耶稣的见
证： 

ａ．耶稣这活的人位，乃是神的形像、彰显和见证；而今天的召会乃是耶稣的见证，祂
团体的彰显。 
哥林多后书 4:4在他们里面,这世代的神弄瞎了他们这不信者的心思，叫基督荣耀之福音
的光照，不照亮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 
ｂ．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都是耶稣的复制，“照片”；如今神有一个团体的彰显—
召会—作为那是神彰显之耶稣的见证。 
哥林多后书 3:18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
就渐渐变化成为与祂同样的形像，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 
以弗所书 1:22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并使祂向着召会作万有的头；23召会是祂的身体，
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Ｃ．我们终极的
责任乃是建立
地方召会作金
灯台，借此扩展
耶稣的见证： 

 
1．主恢复的开展必须是我们终极责任的一部分。 
马可福音 16:15祂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之物传扬福音。20门徒出去，到处传道，主和他们同
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 
约翰福音 15:16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立了你们，要你们前去，并要你们结果子，且要你们
的果子常存，使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向父求什么，祂就赐给你们。 
使徒行传 1: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
我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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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着召会作耶稣见证的宇宙
扩展，我们需要栽种“召会树”
作金灯台，使三一神得着团体的
彰显： 
哥林多前书 1:2写信给在哥林多
神的召会，就是给在基督耶稣里
被圣别，蒙召的圣徒，同着所有
在各处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之
名的人；祂是他们的，也是我们
的； 

ａ．我们虽然不能形成召会，却有地位、权利、机会甚至使命，借着栽种召会树，
到地极去建立地方召会。 
使徒 13:1 在安提阿当地的召会中，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结
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2他们事奉主，禁食
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3于是禁食
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ｂ．众地方召会作为召会树乃是金灯台；金灯台实际上乃是活的金树。 
ｃ．按着表号，金灯台表征召会是三一神的具体表现和彰显 

ｄ．我们都必须借着栽种召会树（金灯台）而建立地方召会 

Ⅱ．我们要在神终极的行动中担
负终极的责任，就必须照着神永
远的经纶，认识并经历基督作神
行政的中心： 
启示录 4:2我立刻就在灵里；看
哪，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
有一位坐在宝座上。22:1 天使
又指给我看在城内街道当中一
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
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Ａ．基督在升天里已登上宝座，执行神的管理，就是祂行政的工作。启示录 3:21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
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祂同坐一样。 
Ｂ．基督这位神的具体化身，今天是宇宙的管理者；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赐给祂了。 
Ｃ．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并埋葬之后，神使祂复活，并使祂坐在自己的右边，立祂为全宇宙的主。 
腓立比书 2:8既显为人的样子，就降卑自己，顺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9所以神将祂升为至高，又赐给祂那超乎
万名之上的名，10叫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在耶稣的名里，万膝都要跪拜，11万口都要公开承认耶稣基督为
主，使荣耀归与父神。 
Ｄ．按启示录，升
天基督所坐的宝座
是神圣行政的宝
座： 

1．羔羊，救赎主，那位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被杀的，现今在宝座上对全宇宙执行神的行政。 
2．主耶稣已登上宝座，
在宇宙中执行神行政的
管理： 

ａ．基督在神宇宙的行政中登基为属天行政的管理者，祂乃是地上君王
的元首；列国的事都在祂元首的权柄之下。 
ｂ．在神行政的管理中，基督是元首，是救主，是那有大卫钥匙的。 

Ⅲ．我们若要在神终极的行动中
履行终极的责任，就羔羊无论往
哪里去，我们都要跟随： 
启示录 14:4 这些人未曾与妇女
在一起受到玷污，他们原是童
身。羔羊无论往那里去，他们都
跟随祂。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
作初熟的果子归与神和羔羊； 

Ａ．跟随羔羊就是在钉死、复活、升天并登宝座之救赎主的行动中与祂是一，以执行神圣的行政，为着神圣经纶的
终极完成。 

Ｂ．我们都应当跟
随羔羊，行在祂所
命定的道路上： 

1．我们必须找出主所命定的道路，忠信地行在其中，出一切的代价，一心一意地继续前行，直
到我们达到终点。 
提摩太后书 4:7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
了； 
2．主为我们所命定的道路，乃是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 
希伯来书 12:1所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脱去各样的重担，和
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凭着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2望断以及于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
始者与成终者；祂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Ⅳ．在神终极的行动中担负终极的责任需要忠信；因此，我们该求主怜悯，好成为忠信的。 
哥林多前书 7:25关于童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怜悯成为忠信的，就提出我的意见。 
马太福音 24:45这样，谁是那忠信又精明的奴仆，为主人所派，管理他的家人，按时分粮给他们？25:21主人对他说，好，良善又忠信的奴仆，你在
不多的事上既是忠信的，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23 主人对他说，好，良善又忠信的奴仆，你在不多的事上既是忠信的，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経験:①耶稣是神的照片，召会、新人是耶稣的照片 
人按神的形像被造，乃是为着彰显神。我们可以将人作神的彰显

这件事比作照片。一个人的照片不会敬拜这人、为他工作或服事他；
照片的定命只是要彰显这人。人是神的“照片”；当神造人时，祂是给
自己“照了一张像”。正如照片的功用是彰显一个人，人被造也是要彰
显神。然而，许多人在这方面叫神失望；但诗篇八篇告诉我们，第二
个人要来，恢复人彰显神的责任（4 ～ 6）。这是耶稣所完成的。耶稣
在地上的时候，祂将神完全彰显出来；祂是神真实的“照片”。 
现今这一张照片已被复制。我们都是耶稣的复制“照片”；因此，今

天神有一个团体的彰显—召会—作为那是神彰显之耶稣的见证。旧人
亚当是按神的形像被造，但亚当叫神失望。现今召会乃是新人，照着
神的形像在基督里被造，有基督作神的彰显（弗四 24，西三 10）。这
彰显乃是耶稣的见证，在启示录中首先是众地方召会，至终是新耶路
撒冷。(Ⅰ、B、2、a、b) 

中高生篇：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创造的。那和手套是按照手的形状被造出来

是一样的。手套戴在手上，彰显手。同样地人有神的形象时要将神放
进人的里面，是为了彰显神。最初的人亚当，因为撒旦的诱惑堕落了
而失败。但是第二个人耶稣・基督，完全的倚靠神，由神充满，成功
地彰显了神。 

进一步说，主里的信徒是基督身体的肢体，是新人的构成因素。 
以弗所书 4:23 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24 并且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 
歌罗西书 3:11 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
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
切之内。 

耶稣・基督成功地以个人彰显了基督。现如今，神需要在祂的经
纶中进一步地前进，需要团体的新人做耶稣的见证，并团体地大大地
彰显神。因此，你需要将你的心思联于灵，将神的成分从你重生的灵
里扩展到你魂里的心思中。这样心思的更新是在你心思里的灵里得到
更新，是实际地穿上新人。 

在召会里,有从各种各样的国家，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受呼召而来的
人。召会要成为一个新人，受到呼召的信徒们在灵得到重生之后，应
该将心思联于灵，让心思得到更新。不那样做的话，就无法突破文化
的隔阂和社会阶层的隔阂，无法成为一个新人来团体地彰显神。在学
校与老师同学的人际关系上，在学习上，你不能仅仅使用魂，让魂得
到膨胀。只使用魂的话，实际上就是跟鬼对话。魂这个汉字写成“鬼
说话”。你需要操练灵，呼求主名，将心思联于灵，愿你的心思服从神，
你心思的理解力得到拔高，能够认识到神的心意。你的魂不能够独立

于神，要信靠神，因此在你的实际生活中，请一定要慢慢地学习将心
思联于灵。 
 

②神终极的行动及我们的责任 
基督徒一生最要紧的事，就是寻找主所命定的道路，并忠心地行

走在其中。今天在信主的人中，有一件很不好的事，就是许多信主的
人，并没有找出主为他个人所定规的道路；有的人就是找出来了，也
不行走在其中；所以在生活上有这么多属灵的死沉和限制；在神的工
作中有这么多的冲突和争执。我们每一个人最要紧的工作，就是安静
地、等候地、祷告地、奉献地、顺服地将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专心寻
求神的指示，愿意顺服祂，愿意只遵行祂的旨意，求祂将祂为我个人
所定规的道路指示我知道；然后，出一切的代价，一心一意地行走在
其中。 

什么叫作“奔”呢？奔不是站住，奔不是安步徐行，奔是往前快
跑，奔是要用最少的时间，跑最长的路，就是要跑得最快。因为赛跑
的人多，你要得着冠冕，就得跑在前面。我们得胜与否，是在乎我们
跑的快慢如何。我们如果空花时间，无谓地逗遛，就必定失败。 
主的称许和赏赐，与我们工作的大小和分量无关，但与我们是否忠

信地完全使用祂的恩赐有关。(Ⅱ、B、1、2) 
在职青年篇： 

作为在职者，你在公司会有多大的成就，或是你能增加多少收入，
这些都是主预先安排好的。基督徒因为要彰显主，在主里掌权，原则
上你正常的话应该要寻求成为管理层。然而是什么程度的管理层，组
长，科长，部长还是董事，这要根据神的命定。因此，你要将自己交
在神的手里，安静，更新奉献，听主的声音，学习服从。如果要发展
超出自己度量的话，则会犯下很严重的错误。还有，天然地谦卑，限
制自己的能力也是对主的反叛。进一步说，不光光是能升职到何种程
度，就连什么时候升职，都需要服从主。因为你能担多少责任取决于
你生命的成长。请带着敬畏和惊恐，来达成自己的救赎。 

留在被赐予的能力里面，你一定要奔跑。不能无谓地逗留浪费时
间。你应该要往前快跑。在跑的实际中重要的是适当的限制加班和假
日上班，要参加各种聚会，追求真理，传扬福音，牧养新人，申言建
造召会。如果你的在职生活仅仅是为了出人头地的话，那会成为只有
稻壳的空虚人生。就算你能出人头地，如果那不是为了召会的建造，
你人的历史里面不会有神圣的历史。所以，在职生活是副业或是稻壳，
召会的建造是本职或是稻壳中的核。 

而且，为了往前快跑，你要和弟兄姊妹一起晨兴，花 15分钟左右
来享受主。要拔高你的在职生活，每天的晨兴是攸关生死问题。阿们！ 
 



约翰福音 5章的里程碑，软弱无能者的需要：点活生命 by神大 BSG OB/OG 
1 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2 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作毕士大，旁边有五
个廊子。 
3 里面躺着许多病弱的、瞎眼的、瘸腿的、枯干的，等候水动。 
4 因为有天使时常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患什
么病，都会痊愈。 
5 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三十八年。 
6 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已经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想要痊愈么？ 
7 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
的时候，总有别人比我先下去。 
8 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 
9 那人立即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 
 

“羊门”意思是守律法的宗教羊圈的门，“毕士大”意思是“怜悯
之家”。这表明人是无能，软弱且苦恼的，没办法靠自己守律法，需要
神的怜悯。对这种生病软弱的人，即使在快乐的节期，也没有任何幸
福。即使在安息日，也没有任何安息。 

要人守律法的宗教，虽然有医病的方法，但对软弱的人毫无用处。
因为他没有力量履行律法的要求。宗教的守律法，是倚靠人的努力，
作为和外面的修饰。人既是软弱的，就没办法守宗教的律法。节期，
安息日，天使，摩西，这些都是这宗教里的好东西，但丝毫不能帮助
这软弱无能的人。 

因人是软弱无能的，就算通过宗教和道德教育等听到好的教导，
也没办法实行。根据统计分析，越是高学历的人，离婚率越高。谁也
不希望离婚给孩子带去不幸，但是好的教导不能将人从离婚中拯救出
来。请读下面的罗马书第七章的经节。 
罗马书 7:18 我知道住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并没有善，因为
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20 若我去作所不愿意的，就
不是我行出来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行出来的。 

因住在人里面的罪行，就算人喜欢好的教导也没有力量将它们实
行出来。在主的眼里，人是罪人也是软弱无能的人。请继续读约翰福
音第五章。 
24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远的
生命，不至于受审判，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25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们，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
要活了。 

软弱无能的人需要被生命点活。主的话能够给人生命。主的点活，
没有任何要求。在主的救赎上，人会被耶稣问道“你想要痊愈么？”。
那个软弱无能的人，一听到祂的声音，就被点活了。 

从前是褥子托着这软弱无能的人，现今是这被点活的人拿着褥子。
这里的“褥子”是指网络游戏，电影，酒，香烟，赌博等等。人在得
救前受那些“褥子”控制，但是在得救后，人就能够驾驭“褥子”。 

日本很多在职者，在上班的拥挤电车里，表情常常很阴沉严厉。
而且大学生开始就职后，也变得跟在职者一样，表情容易变得阴沉严
厉。谁都希望过喜乐的人生，但是拥挤的电车里的很多人都皱着眉头
表情严厉。人没有力量将叹息和忧愁变为喜乐。软弱无能的人需要的
不是宗教或是好的教导，而是作为生命的主祂来点活人。主的生命能
够将叹息变为喜乐和赞美。 

请读约翰福音五章的以下经节。 
39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为我作见证的就是
这经。 
40 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查考圣经”能与“到我这里来”分开考虑。犹太宗教徒查考圣
经，却不肯到主这里来。这两件事应当并行。圣经既是为主做见证，
就不该将圣经与主分开。我们可能接触圣经，却没有接触主。惟有主
能赐人生命。 

读圣经的时候重要的是要操练自己的灵，带着祷告，要和主交通，
就要来到主的面前。另外，要用读过的圣经上的话来祷告。圣经在以
弗所书第 6章中，说道要通过祷告和祈求的方法来接受神的话。 
6:17 …那灵就是神的话；18 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 

最好的祷告是用圣经的话祷告，祷读。圣经中的真理不是教训而
是实际。约翰福音 17章 17节说，“求你用真理圣别他们，你的话就是
真理”。通过祷读主的话，你就能将真理运用到你的实际生活中。比如，
在实际生活中，感到软弱和无能的时候，请如下祷告。“主耶稣，我是
软弱无能的人，很难在考试期间集中注意力去学习。我需要的不单单
是好的教导。好的教导没办法点活我。主耶稣啊，我需要你。你的生
命能够点活我，将我从软弱无能的状态中拯救出来。在主宝贵的名里
祷告。阿们！” 
 

Hymns 841 (Japanese 381): Experience of Christ as Life 
1  
Thou art all my life, Lord,  
In me Thou dost live; 
With Thee all God's fulness  
Thou to me dost give. 
By Thy holy nature  
I am sanctified,  
By Thy resurrection,  
Vict'ry is supplied. 
 

4  
Lord, Thy life abundant,  
Flowing, rich and free, 
Constantly refreshes  
And empowers me. 
Death by life is swallowed,  
Weakness is made strong, 
All my bonds are broken,  
Gloom is turned to s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