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照着那给祖宗的应许繁殖复活的基督作
长子 

(国际长老责任者训练) 2018/11/12-11/18 

Ⅰ．“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
的，给以色列带来一位救主，就是耶稣。……
我们也传福音给你们，就是那给祖宗的应许”
（使徒13:23，32）： 
Ａ．撒下七章十二节所提到大卫的后裔，实
际上就是基督作神的长子，兼有神性和人性，
由所罗门预表。 
撒下7:12 你在世的日子满足，与你列祖同睡
的时候，我必兴起你腹中所出的后裔接续你，
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有了
罪孽，我必用人的杖，用世人的鞭责打他； 
来1:5 神曾对哪一个天使说过，“你是我的
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又说，“我要作祂的
父，祂要作我的儿子？” 
6 再者，神再带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
“神的众使者都要拜祂。” 
Ｂ．撒下七章十二节论到“你……的后裔”以
及十四节论到“我的子”的话，含示大卫的后
裔要成为神的儿子，也就是说，人的后裔要
成为神圣的子： 
①这符合保罗在罗马一章三至四节的话，论
到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在复活里，在祂的人
性里被标出为神的儿子。 
罗1:3 论到祂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
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4 按圣别的灵说，
是从死人的复活，以大能标出为神的儿子。 
②这些经节清楚揭示，人的后裔，就是人的
儿子，能成为神的儿子： 
ａ．神自己这位神圣者，成了属人的后裔，一
个人（大卫）的后裔。 
ｂ．这后裔就是神人耶稣，单凭祂的神性，祂就
是神的儿子。 
ｃ．借着祂的复活，祂作为人的后裔，也在祂
的人性里成了神的儿子。 

Ⅱ．“神已经向我们这作儿女的完全应验，叫
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所记：‘你是
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使徒13:33）： 
Ａ．在三十二至三十三节我们看见，基督作神
的长子，乃是神向祖宗的应许，神借着叫耶稣
复活，应验这应许。 
Ｂ．复活对那人耶稣乃是出生： 
①在复活里，祂被神生为许多弟兄中的长子。 

②祂从永远就是神的独生子。 
③成为肉体以后，祂借着复活，在人性里被神
生为长子。 
Ｃ．保罗能在诗篇二篇七节看见主的复活——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 
①保罗把“今日”一辞应用到主复活的日子。 
②这就是说，基督的复活就是祂生为神的长子。 
③人子耶稣借着神使祂从死人中复活，生为神
的儿子；所以，神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乃是
将祂生为神的长子。【月、火】                                         
Ｄ．神的独生子借着成为肉体穿上人性，成了
神人；然后这神人在复活里由神而生，成为神
的长子： 
约1:18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
独生子，将祂表明出来。 
罗8:29 因为神所预知的人，祂也预定他们模
成神儿子的形像，使祂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
子。 
①神的独生子在成为肉体以前，没有人的性情，
只有神圣的性情。 
②神的长子在复活里，有神圣的性情，也有人
的性情。 
Ｅ．基督借着祂的复活，生为神的长子，同时
祂所有的信徒也生为神许多的儿子： 
①在神许多儿子当中，只有长子是神的独生子。 
②这位神的独生子在祂复活的人性里，也是神
的长子。 
③神的长子兼有神性和人性，我们这些作神
许多儿子的信徒，也兼具人的性情和神的性
情。 
Ｆ．在行传十三章，保罗不是传讲基督为神
的独生子，如约翰福音所传讲的；保罗在行
传十三章乃是传讲基督为神的长子，为着繁
殖： 
①以神的独生子而言，主是神圣生命的具体
化身；约翰福音强调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作为神的儿子，祂乃是神圣生命的具体化身。 
②借着复活，基督成为神的长子，就是生命
的分赐者，为着生命的繁殖。 
③首先基督是独生子，是生命的具体化身；
现今祂也是长子，是为着生命的繁殖。【水】                       
④借着祂在复活里成为神的长子，神圣的生
命已经分赐到所有相信祂的人里面，使具体
化身在祂里面的生命得以繁殖。 

Ⅲ．“论到神叫祂从死人中复活，……就这样
说：‘我必将大卫那圣的，那可靠的，赐给你
们’”（使徒13:34）： 



Ａ．复活的基督是大卫那圣的并可靠的；“大
卫那圣的，那可靠的”是指复活的基督。 
Ｂ．“大卫那圣的，那可靠的”指明基督是出
于大卫的，因为神从大卫的后裔中兴起了这
样的一位。 
罗1:3 到祂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
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4 按圣别的灵
说，是从死人的复活，以大能标出为神的儿
子。 
Ｃ．“那圣的，那可靠的”实际上是神圣的名
称，是基督的名称。【木】                                    
Ｄ．这些圣的、可靠的事物乃是基督所是的
各方面，就如生命、亮光、恩典、公义、圣别、
生命的粮、活水、能力、智慧、荣耀、神的深
奥、头、身体、初熟的果子以及第二个人。 
Ｅ．一切圣的、可靠的事物，都是基督自己作
为那给我们的怜悯。 
赛55:3 …我必与你们立永远的约，就是向大
卫所显确定的怜悯。 
4 我已立祂向众民作见证人，为众民的领袖和
司令。 
代下6:42 耶和华神啊，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
膏者，记念向你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 
诗89:1 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
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 
Ｆ．我们需要看见，复活的基督是那一切圣的、
可靠的事物，成为神给我们包罗万有的恩赐；
这就是保罗在行传十三章所传讲的基督。【金】       

Ⅳ．“赦罪是借这人传给你们的”，并且“靠
这人，凡信的就都得称义了”（使徒13:38-39）： 
Ａ．罪得赦免是消极的，使我们从定罪得释放。 
Ｂ．得称义是积极的，使我们与神和好，蒙神
悦纳。 
加2:16 且知道人得称义，不是本于行律法，
乃是借着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入了基督耶
稣，使我们本于信基督得称义，不是本于行律
法；… 
Ｃ．保罗在行传十三章三十八至三十九节两次
说到“这人”： 
①祂就是那已经复活成为神长子的一位，是我
们的救主，也是那许多圣的、可靠的事物。 
②借着这位长子，救主，那圣的并可靠的，赦
罪已经传给我们，并且借着这一位，我们都得
称义了。 
③我们靠着得赦免并得称义的那一位，祂自己
就是我们的赦免和称义： 
ａ．赦免和称义都是从神给我们的怜悯，这些怜

悯是复活基督的各方面。 
ｂ．基督在祂的复活里，就是我们的赦免和称
义。【土】                                



经历①：基督是在复活里成为神的长子 
主耶稣有两次出生。首先，祂由马利亚生为

人子。然后，在三十三年半以后，祂被钉十字架、
埋葬、并从死人中复活。藉着复活，祂有了第二
次的出生。作为人，祂在复活里生为神的儿子。
因此，在祂的第一次出生里，祂是由马利亚生为
人的儿子；在祂的第二次出生里，祂是在复活里
由神生为神的儿子。 

我们需要问自己，独生子和长子究竟有何不
同？我们头一个反应也许是说：独生子没有弟兄，
而长子有许多弟兄。 

藉着基督在复活里成为神的长子，神圣的生
命已经分赐到所有相信祂的人里面，使具体化身
在祂里面的生命得以繁殖。 

保罗在行传十三章乃是传讲基督为神的长
子，为着繁殖。为这缘故，他传讲主耶稣的复活
是祂第二次的出生。藉着祂第二次的出生，祂在
复活里的出生，基督成了神的长子，为着神圣生
命的繁殖。 

新人篇 
刚进到教会生活的新人们，赞美主。教会生

活主要的事就是享受基督。基督是神的儿子，赐
给大家永远的生命。请读以下圣经。 
约壹 5:12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
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但是圣经更进一步，表明基督是神的长子并
且有许多兄弟。 
罗 8:29 使祂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基督是神的长子这一个事实的意义在于祂
有许多弟兄。因此，你应该向你周围的人传讲进
到你里面的基督。那是为着有许多兄弟作基督的
繁殖。 

在思考这一点时，教会必须广泛的接受福音
朋友。在十月末本山的福音开展中，遇到了许多
正在找教会的留学生信徒、还未信主但想去教会
的日本人。他们其中有一些人说：“因为教会的
门槛很高，所以很难进入。”教会应该努力，降
低他们认为高的门槛，使福音朋友能够容易来到
教会。这是为了尽可能向更多的人传福音，为着
基督的繁殖，使他们成为基督的弟兄。愿神国的
福音在神户，西宫，尼崎等地占主导地位。阿门！ 
祷告：“ 哦主耶稣，祢在复活里成为神的长子。
是为着拥有许多弟兄。我要向周围的人传福音。
使他们也能和我一样成为基督的弟兄！”。 

经历②：基督是“聖的，可靠的”各方面 

复活的基督对神是长子，对我们却是救主。
不仅如此，祂是神赐给祂选民的一大恩赐，这恩
赐称为“那圣的，那可靠的”。 

那圣的、可靠的乃是基督所是的各方面。按
照新约，基督是生命、亮光、恩典、公义、圣别、
成圣、称义。祂也是生命的粮和活水。不仅如此，
那圣的、可靠的包括哥林多前书所揭示基督的各
方面：能力、智慧、公义、圣别、救赎、荣耀、神
的深奥、神建造的惟一根基、逾越节、无酵饼、灵
食、灵水、灵磐石、头、身体、初熟的果子、第二
个人、末后的亚当。我们在约翰福音看见基督更

多的方面，就如牧人和草场。哦，基督那圣的，那
可靠的，对我们是何等丰富！祂这复活的一位乃
是长子、救主、以及一切圣的、可靠的事物。 

在旧约里，那圣的、可靠的被视为怜悯。以赛
亚五十五章三节说到“向大卫所显确定的怜悯”。
代下六章四十二节题到“向你仆人大卫所施的慈
爱〔或，怜悯〕”。诗篇八十九篇一节说，“我要
歌唱耶和华的慈爱〔或，怜悯〕，直到永远。”怜
悯含示爱与恩典，但怜悯比爱搆得更远。爱与恩
典无法搆到的，怜悯能搆得到。一切圣的、可靠的
事物，都是对我们作怜悯的基督自己。生命是怜
悯，亮光也是怜悯。同样的，公义、圣别、称义、
成圣，都是怜悯。约翰十章里有门、草场、牧人，
这些也都是怜悯。我们若花时间数算怜悯的这一
切方面，会有很长一列的怜悯。丈夫对妻子的爱，
以及妻子对丈夫的服从，都是对我们作怜悯的基
督。一个丈夫若在基督里爱他的妻子，这必然是
怜悯。他对妻子的爱，就是对他作怜悯的基督自
己。同样的，如果一位姊妹在基督里服从她的丈
夫，那也是怜悯。她的服从也是那对她作怜悯的
基督自己。 

青职/硕士篇 
作为青职的你，不仅需要与 IQ 有关的大学时

候的学习的能力，还需要与 EQ 有关的沟通能力。
关于沟通能力，你不仅仅自己要理解，还必须要
能判断自己说的话对方理解到哪个程度。要会判
断到底是懂了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二，或是几
乎没有懂还是大致上懂了。并且，不仅要会判断
对方的理解程度，还需要会识别他们是赞同，或
是反对。这些是从对方的表情和发言，当时的气
氛等来辨别。以前在大学的学习，是在于你努不
努力。可是进了公司在各种各样的项目上要向许
多人说明，得到赞同，获得投资。这时你不仅需要
IQ 还需要 EQ。 

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信入的基督，乃是
包罗万有的一位（All inclusive One）。基督
是你的 IQ，EQ。基督是对事物的理解力，对人的
理解力。基督是你的智慧，知识，记忆力，集中
力，基督又是为着你的沟通能力的改善所需要的
各种各样的能力。譬如，很好地听人说话的能力，
察言观色的能力，考虑对方的背景并同情的能力，
接受多样性的能力。为了你能够成为复活的基督
的见证人，愿你可以操练灵，心敞开，心思置于
灵，来经历基督所是的各方面。其实在在职生活
里各种各样的严酷的环境，是为了经历包罗万有
的基督。哈利路亚！ 
祷告：“哦，主耶稣，基督是包罗万有的一位，
基督是“聖的，可靠的”各方面。基督是我的IQ、
EQ。愿在职场或是研究室里经历基督、愿我的沟
通能力被拔高。哈利路亚！”。 

经历③：在年轻时，赎回光阴，读圣经和 

生命读经 

我们都需要看见，复活的基督是那一切圣的、
可靠的事物，成为神给我们的怜悯，作为包罗万
有的恩赐。这是保罗在行传十三章所传讲的基督。
保罗在他的福音信息里，不仅根据旧约传讲基督，



也传讲复活的基督是那圣的，那可靠的。实际上，
保罗在这里传福音时所宣扬的，需要他写的一切
书信来解释。所以，我们若要更多看见基督是那
圣的，那可靠的，就需要研读保罗的十四封书信。
保罗在他的传讲里立了一个绝佳的榜样，给我们
今天传福音时有所跟从。我们需要像保罗一样丰
富且拔高地传讲基督。 

中高生/大学生篇 
学生们，在年轻时请读恢复版圣经和注解。

还有生命读经也值得一读。在生命读经中，李弟
兄尽可能地使用简单的语言，避免长文。这是为
了让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都能进入生命读经里。
另一方面，生命读经是发掘圣经中的金矿的极其
优秀的书。保罗说不要将你的心放在神经纶以外
的事上。 
提前1:3 不可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4 也不可
注意虚构无稽之事，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引起
辩论，对于神在信仰里的经纶并无助益。5 这嘱咐
的目的乃是爱，这爱是出于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
并无伪的信心．6 有人失去目标，偏离这些，转向
虚空的谈论、 

生命读经和恢复版圣经注解的特征是总会
将人带回到神经纶的目标。很多属灵的书籍偏离
了神经纶的目标。例如有的书强调赎罪。他们说
的赎罪是不去火湖。但是，圣经所启示的是按照
神经纶的赎罪是为了分赐生命，建造召会。赎罪
打开了分赐生命的道路，生命的分赐带来召会的
建造，最终建造新耶路撒冷。赎罪虽然包括逃避
火湖的审判，但是因为它不是赎罪的目标，所以
这样的书就可以说是失去了标靶。 

感谢主将恢复版圣经和生命读经赐给恢复的
召会。约翰·纳尔逊•达比弟兄的圣经解说书是非
常优秀的书，倪弟兄和李弟兄也受到它的帮助。
可是他们站在达比弟兄的肩上更进一步看到神的
经纶的异象。还有达比弟兄的解说书里经常解释
一句话需要好几页，所以理解它也是非常难的。
但是为了召会的建造，所有的人都需要成长，尽
功用。如果考虑这一点的话，恢复版圣经和生命
读经是为着帮助你一生按照神的经纶，来过召会
生活的杰作和“Golden bar（金条）”。 

在学生时代，除了考生以外，还比较有时间，
所以请赎回光阴，读恢复版圣经和生命读经。 
弗5:16 要赎回光阴，因为日子邪恶。 
FN“赎回光阴”：即把握每一有利的时机。这就是
行事为人像有智慧的人。 
FN“日子邪恶”：在这邪恶的世代，每一日都是
邪恶的，满了邪恶的事，叫我们的时间变为无效、
受缩减、被夺去。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必须有智
慧，才能赎回光阴，把握每一可用的时机。 
祷告：“哦--主耶稣，从心里感谢你将恢复本圣经和
生命读经赐给我们。希望在年轻的时候，能够赎回
光阴，追求真理，被真理构成，过被主祝福的召会生
活。阿门！”。 
 
 
 
 

詩歌１５４ 赞美主─祂的万有包罗性 (英 203) 
 
_一_ 
远在时间尚未起首，万有尚都未开始， 
在父怀中并荣耀里，你是神的独生子。 
当父将你赐给我们，你的身位仍一样， 
为将父的所有丰满，藉着圣灵来表扬。 
_二_ 
藉着你死并你复活，你就成为神长子； 
藉着重生分赐生命，我们成为神众子。 
我们是你生命繁殖，是你许多的弟兄， 
我们是你荣耀复本，是你神圣的扩充。 
_三_ 
你曾是那惟一麦粒，落到地里而死了； 
藉着死亡，并藉复活，显出繁殖的荣耀。 
你使我们由你得生，变成许多的子粒； 
众人调和成为一饼，作你丰满的身体。 
_四_ 
我们是你的复制品、是你身体并新妇、 
是你表现、是你丰满，永远让你来居住。 
我们是你普及、继续、是你生命的开展、 
是你长成、是你富余，与你合一永无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