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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无限的基督作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 2020/2/3-9 
Overview:基督是日日的饮食，周周是我们的安息
日，月月是我们的月朔，年年是我们的节期的享受
的实际，含示基督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这也含
示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宇宙性的广阔。包罗万有、
延展无限的基督，满了吸引力且富有磁力，乃是圣
经的素质(Ⅰ)。旧约使用人物、动物、植物、矿物、
祭物和食物来描述基督。在新约里，基督是实际的
灵，使祂所是一切无法追踪的丰富，对我们成为真
实的，那灵借着主的话，将这一切丰富输送并分赐
到我们里面(Ⅱ)。我们越享受是元首的基督，就越
对身体有感觉，进入复活里，拯救我们脱离天然的
人，并带到诸天界里。我们享受基督的丰富，达到
身体的建造(Ⅲ)。                          
Ⅰ．“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在节期、月朔或安息日
方面，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要来之事的
影儿，那实体却属于基督。不可让人凭故意卑微，
并敬拜天使，所作反对你们的判断，骗取你们的奖
赏。”：(月曜日) 
Ａ．二17里的实体，就如人的身体，乃是实质；律
法里的仪式是基督的影儿，就如人身体的影儿，基
督才是福音的实质和实际；歌罗西书揭示这样一位
包罗万有的基督，乃是神经纶的中心点。 
Ｂ．基督日日、周周、月月、年年都是每一正面事
物的实际，含示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宇宙性的广阔： 
1．基督日日是我们的食物和饮料，作我们的满足和
加力。 
林前 10:3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 
2．基督周周是我们的安息日，作我们在祂里面的完
成和安息。 
太 11:28-29 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因此你们要
负我的轭，且要跟我学，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 
3．基督月月是我们的月朔，作我们在黑暗中因着光
而有的新开始。 
4．基督年年是我们的节期，作我们的喜乐和享受。 
Ｃ．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满了吸引力且富
有磁力，乃是圣经的素质。 
Ｄ．按照上下文，西二 18的“奖赏”’乃是对基督
作为影儿之实体的享受；我们的奖赏被骗取，就是
对基督主观的享受被骗取了。 
E．我们的需要乃是主观的基督成为我们的享受，在
我们里面完成神圣的启示；如果我们缺少对基督的
经历和享受，我们也就缺少神的启示。 
F．我们每天所作的无论是什么，都该提醒我们，基
督乃是那件事情的实际；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操练接受基督作一切物质事物的实际，我们日常的
行事为人就会彻底改变且变化，我们也会满了基督。
月火 
G．我们需要天天享受基督作我们一切需要的实际：
1．基督是我们的气息。 
2．基督是我们的饮料。 
3．基督是我们的食物。 

4．基督是我们的光。 
约 1:4 生命在祂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8:12 于是耶稣又对众人讲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
从我的，就绝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5．基督是我们的衣服。 
6．基督是我们的居所。                      水 
Ⅱ．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是宇宙中一切正面
事物的实际： 
Ａ．因着宇宙并其中之万物和万人被造的目的是为
着描述基督，所以祂向祂的门徒启示祂自己时，很
容易在任何环境中找到某个东西或人物作为例子说
明祂自己。 
Ｂ．旧约使用六个主要类别的东西作为预表来描述
基督——人物、动物、植物、矿物、祭物和食物：
1．人物预表基督，如亚当、麦基洗德、以撒、约拿
和所罗门。 
2．动物预表基督，如羔羊、狮子、牛、鹰和羚羊。 
3．植物预表基督，如葡萄树、苹果树、无花果树、
石榴树和橄榄树；树的不同部分也是基督的预表，
如根、不[dun]、嫩条、苗、枝子和果子。 
4．矿物预表基督，如金、银、铜、铁，和不同种类
的石头：活石、磐石、房角石、顶石、基石和宝石。 
5．祭物预表基督，如赎罪祭、赎愆祭、燔祭、素祭、
平安祭、摇祭、举祭和奠祭。 
6．食物预表基督，如粮（饼）、小麦、大麦、葡萄、
无花果、石榴、橄榄、奶和蜜。 
Ｃ．在新约里，基督是实际的灵，使祂所是一切无
法追踪的丰富，对我们成为真实的，引导我们进入
祂这神圣的实际里。 
Ｄ．一切预表的实际，其元素都在那灵里；那灵借
着主的话，将这一切丰富输送并分赐到我们里面。
约 6:63 赐人生命的乃是灵，肉是无益的；我对你
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弗 6:17-18 ま
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头盔，并
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时时在灵里祷告，并
尽力坚持，在这事上儆醒，且为众圣徒祈求。  木 
Ⅲ．这位是一切正面事物实际的基督，乃是身体的
元首；因此，持定元首就是享受基督作一切正面事
物的实际：西 2:19 不持定元首；本于祂，全身借
着节和筋，得了丰富的供应，并结合一起，就以神
的增长而长大。 
Ａ．我们所享受作一切的基督既是身体的元首，我
们越享受祂，就越对身体有感觉： 
1．这指明享受基督不是单独的事，乃是身体的事。 
2．我们越享受基督，就越宝爱身体上别的肢体。 
西 1:4 因听见你们对基督耶稣的信，并对众圣徒的
爱。 
Ｂ．因着基督作元首是在复活里，享受基督自然而
然就把我们带到复活里，并拯救我们脱离天然的人。
金 
Ｃ．享受基督把我们在升天里带到诸天界里；唯有
在我们灵里享受元首基督这赐生命的灵，我们在经
历里才能在诸天之上。西3:1-2 所以你们若与基督
一同复活，就当寻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



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
上的事。 
Ｄ．当我们享受基督，并持定祂作元首，我们就吸
取那包罗万有、延展无限之基督的丰富；这些丰富
在我们里面成为神的扩增，使身体因此而长大，为
着身体的建造。西2:7 在祂里面已经生根，并正被
建造，且照着你们所受的教导，在信心上得以坚固，
洋溢着感谢，                             土 
Crucial Point⑴:毎天早晨、以“Oh Lord!”开
始、实行晨兴、和主一同带着喜乐和活力去上班的

话、充满要求的职场也会变为美地。 
OL1: 我们每天所作的无论是什么，都该提醒我们，基
督乃是那件事情的实际；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操
练接受基督作一切事物的实际，我们日常的行事为人
就会彻底改变且不断变化，我们也会满了基督。 

我们也许以为我们有忍耐，但真忍耐乃是基督
自己。有神，但这位神在基督里。有人，但这人在
基督里。有子，这位子就是基督。有生命，但唯有
基督是真生命。有光，这光就是基督自己。每天早
晨我们穿上衣裳，我们感觉基督是我们的真遮盖、
真衣裳么？我们预备上床躺下，我们感觉基督是我
们的真安息、真床铺么？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感觉
主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居所么？我们上楼梯时，领
悟基督是我们的真梯子，在祂以外，我们既不能上
去，也不能下来么？我们出门，有没有告诉主：“主，
你是我的门，是我的入口和出口”？我们有没有经历
基督作这一切项目的实际？我们能不能告诉主：“主，
你是我的日头、我的月亮和我的道路”？我们的目标
不仅仅是照着印出来的白纸黑字领会圣经。反之，我
们来到神的活话前，是要得着基督是一切的深刻感觉，
并且被带进这经历。这就是神在已过的永远里所计划
的，这也是神今天所作的。虽然主的儿女很少人领悟
这点，但神的心意乃是要基督作我们的一切。既然这
是神的心意，我们就必须学习实际经历、接触并应用
基督的路。 

应用：在职青年・大学院生篇 
腓1:19 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
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终必叫我得救。 
西2:17这些(饮食、安息日、新月、祭)原是要来之
事的影儿，那实体却属于基督。 

基督是宇宙中所有积极事物的实际。譬如，基
督是食物，家，家族，朋友，恩师，上司，前辈，
名誉，智慧，力量，盼望，光等实际(诗歌388)。基
督中有这些所有的实际。基督是今天包罗万有，赐
生命的灵，你运用自己的灵呼求主名，在祷读圣经
话语的时候，就会摸着赐生命的灵，享受基督中一
切的实际。 

作为青年在职者的你，请经历基督作喜乐和活
力。为了在主里常常喜乐，早上起床后首先不要用
“Oh No!”，而用“Oh Lord!”来开始新的一天。
“Oh No!”包含了消极的想法，比如“今天早上特
别累”、“今天早上睡眠不足头很痛”、“今天在公司
要和讨厌的上司开会”等。以“Oh No!”开头的话，
因为带着阴郁的心情去公司，最终会导致自己越来

越不想去，当然业绩也不会得到提升。但是如果你
以“Oh Lord!”开头的话，就会充满喜乐和活力。
早上醒来的时候，不要说“Oh No!”，要单纯地运
用灵，说“Oh Lord Jesus！Oh Lord Jesus!”这是
起床时不让心思置于肉体的良好操练。将自己的心
思置于肉体，说“Oh No!”的话，就会充满痛苦、
烦恼、嘈杂等而带着阴沉的脸去上班，不情愿地工
作。将心思置于肉体上，生活就不得已地Going 
down”，将心思置于灵上的话，“Going up”的生活
便指日可待。罗马8:6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
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 

祷告“Oh Lord Jesus!”然后起床收拾，实行
团体的晨兴之后，需要进行和主个人的交通。并且
请带着喜乐和活力与主一起去公司。一到公司的话，
你需要集中力、理解力、忍耐力、英语等语言能力、
洞察力、协调能力、行动力、号召力、突破力等。
基督是所有这些能力的实际。因此充满要求的职场，
能成为经历作为美地，包罗万有的基督的地方。 
祷告：“哦哦主耶稣！基督是所有积极事物的实际。
每天早上以呼求主名，将心思置于灵里来开始新的
一天。通过每天团体的晨兴和个人的晨兴而得到喜
乐和活力。这样一来，我在满了要求的职场上，也
经历基督作我一切能力的美地。赞美主!阿门！”  
Crucial Point⑵:在校园生活中，听那说话的灵

的说话，被带领，从这世界分别出来。 
OL1:在新约里，基督是实际的灵，使祂所是一切无
法追踪的丰富，对我们成为真实的，引导我们进入
祂这神圣的实际里。 
OL2:那灵借着主的话，将这一切丰富输送并分赐到
我们里面。 

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有一帆风顺的环境，从地
上一路顺利到天上，从今世一直顺利到国度。只要
是人，必定会有难处。但基督徒与外邦人不同的地
方，在于我们在患难中，还能一无挂虑地喜乐；其
实不是我们能喜乐，乃是我们里面的那灵喜乐。 

感谢主，祂给了我们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太宝
贵了，它的素质和范围是基督，而它所讲的基督至
终就成为那灵。…罗八 16 说，“那灵自己同我们的
灵见证。”这就是说，那灵是在我们里面，并与我
们一同说话。啓示録 2:7 说，“那灵向众召会所说
的话。”那灵乃是说话的灵。所以主耶稣说，“我
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六 63）。
这指明主的话、主的灵、主自己就是一，是永远不
能分开的。……我们该天天操练运用灵祷读主话，
从主吸取丰富的供应，因为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
命。 

应用：新人和青少年・大学生篇 
无论是对信主的人，还是对不信的人来说，人

生都是充满苦难的。借着苦难，人们可能会学到一
些东西。但从神的眼光来看，从永远的观点来看，
如果神的成分不加在那个人身上，无论你学到什么，
都不会有永远的价值。 

但赞美主。已经信主的你可以借着苦难被变化，
并在主里长大。为了在苦难中往前和被变化，请你



实行⑴借着晨晨复兴,听主新鲜的说话，⑵伴随着苦
难的学校生活中继续听主的说话。上学有各种各样
的苦难。这时你应该祷告如下、“哦哦主耶稣，人
生伴随着苦难。但感谢主对基督徒来说苦难有荣耀
的目标。我怕经过苦难，也沒有变化。只有神才有
永远的价值。请神自己在我里面更新我，变化我。
为了被变化，愿我可以运用灵来听主的说话，并持
续向主的说话敞开。这样主领我一步一步，同時将
我从荣耀到荣耀地变化”。 

祷读神的话和你的学校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若
能有那灵的说话，在主所预备的一切环境、所有的
人、所有的事中，你就可以把问题在主里妥善地解
决…。但10:19 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哪，不要惧怕，
愿你平安。你要刚强，要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
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了力量。 

主在你年轻的时候拯救了你。赞美主。求你祷
读以下罗马一章的话，敬拜神，高举基督。从这个
世界上来的所有堕落思想的根本原因是不敬拜神，
不高举基督。只要你敬拜神，高举基督，你就可以
从这个世界上过上圣別的校园生活，并得到主的带
领和祝福。 
罗1:18 原来神的忿怒，从天上显示在那些以不义
抑制真理之人一切的不虔不义上．…20 自从创造
世界以来，神那看不见永远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征，
是人所洞见的，乃是借着受造之物，给人晓得的，
叫人无法推诿；21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
神荣耀祂，也不感谢祂，反倒在他们的推想上变为
虚妄，他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25 他们将神的真
实换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拜事奉那
创造者；祂乃是当受颂赞的，直到永远。阿们。26 
因此，神任凭他们陷入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
顺性的用处换为逆性的用处；27 男人也是如此，弃
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中烧，彼此贪恋，男和男
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
28 他们既然不以认识神为美，神就任凭他们存可
弃绝的心思，行那些不合宜的事，29 充满了各样不
义、邪恶、贪婪、恶毒，满了嫉妒、凶杀、争竞、
诡诈、毒恨；30 又是谗毁人的，背后说人的，憎恨
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
违背父母的，…32 他们虽明知神公义的判决，行这
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与
那些行这样事的人同欢，以他们为乐。 

Crucial Point⑶:基督是身体的头， 
所以经历基督会带我们进到身体的建造 

OL1:这位是一切正面事物实际的基督，乃是身体的
元首；因此，持定元首就是享受基督作一切正面事
物的实际。 
OL2:我们所享受作一切的基督既是身体的元首，我
们越享受祂，就越对身体有感觉。 
OL3:因着基督作元首是在复活里，享受基督自然而
然就把我们带到复活里，并拯救我们脱离天然的人。 

缺少对基督的享受，就给仇敌撒但开门，让他
进来使我们批评身体上别的肢体。但如果我们又开
始享受主，门就渐渐关上了。我们若一直享受基督，

最终门就完全关上。然后我们就不再批评召会，反
而为着召会生活赞美主，并且见证我们是何等的宝
爱召会生活。带进这一种改变的，不是劝勉，也不
是改正，乃是恢复对基督的享受。 

这亲爱、宝贵的一位，乃是我们所享受，作我
们食物、饮料、气息的那一位；祂就是身体的元
首。保罗因着对这件事有透彻的认识，他就能从基
督作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给我们享受，跳到基督作
元首这件事上。我们所享受作一切的基督既是身体
的元首，我们越享受祂，就越对身体有感觉。这指
明享受基督不是单独的事，乃是身体的事。我们这
些身体上的肢体，必须以团体的方式来享受基督。 

应用：服事者篇 
保罗在歌罗西书中启示基督是神经纶的首位、

包罗万有的那一位、神的中心和普及时，提出了以
下的顺序。⑴圣徒们的分、⑵神的形象、创造和复
活中的首生者、⑶神经纶的奥秘、⑷神的奥秘、⑸
所有影儿的实体、论到这些之后，在2:19中提到作
元首的基督。这表明作为我们的分、包罗万有、延
展无限的基督是元首，所以经历基督是为着召会的
建造。 

在圣经中就算论到个人的经历，那也不是为了
个人主义。你与主有个人的交通、经历主、被变化，
是为着召会的建造。你在日常生活中经历主，终极
不是为了你自己。那是为了身体得着益处。因此，
你在主里前进的时候，需要彻底地对付个人主义。
在这个异象之下，你要注意优先顺序。你的基督经
历虽然说在你的工作中起作用，但那不是为了你工
作的繁荣。那是为了神经纶的目标，也就是基督身
体的建造，为了一个新人的出现。但是，如果你优
先为着神的话，你生活的需要也会被神顾到。 

对你来说，实际上神的经纶就是福音和牧养。
请读一位姊妹的福音和牧养的见证。 
姊妹的见证：我是在本山车站的马路福音中得救的。
得救之后不是马上就对福音有负担，只是在自己时
间方便的时候去参加聚会。一开始，虽然主日聚会
时一定会参加，但是周六就会去喜欢的美术馆、逛
街，想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后来从派遣职员晋升
到正式职员之后，被迫加班到只能参加到祷告聚会
的最后 5 分钟。我开始觉得要为了召会生活更多地
赎回时间。我看到一位弟兄虽然是在职，但也参加
祷告聚会、传福音和牧养，我也想更多地有分于福
音和牧养。之后跟主祷告，里面就有感觉，自己因
为马路福音得救，所以必须要从不喜欢传福音这点
开始突破。然后开始和弟兄姊妹们一起去传福音。
比起为了自己使用时间，开始去传福音之后更有平
安。为了自己使用时间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很满足。
和弟兄姊妹们去传福音、牧养人的时候，非常强烈
地感觉到蒙保守。年末的时候我辞去了工作，开始
全时间服事，并且 1 月中旬开始搬到了三宫会所。
通过照顾三宫附近的新人们，我对福音和牧养的负
担越来越多。享受基督，引领我为了身体的建造去
传福音和牧养人。 
祷告：“哦哦主耶稣，我享受的基督是身体的头。



越享受基督，对身体越有感觉。请对付我的个人主
义、拯救我出天然的人，将我带入复活里。愿我能
为着基督的建造，实行传福音和牧养人。阿门！” 
本周话题:中国武汉冠状病毒感染的扩散和召会福

音的传扬 
据说武汉冠状病毒的感染，其原因是蝙蝠体里

的病毒。据说是蝙蝠感染给蛇，蛇又感染给了人。 
利11:13 飞鸟中你们当看为可憎之物，不可吃的乃
是这些：…19 …蝙蝠。 

在旧约圣经利未记里，有关于食物的规定。13
节到19节中所列举的污秽的鸟，不吃种子而吃尸体。
这些鸟（蝙蝠等）是不洁净的，不可吃。连在对病
毒相关的生物学知识还不充分的当时，都有这样的
记载，证实了圣经就是神的话。 

这次冠状病毒的感染人数在中国约有6000人，
死亡人数在中国有132人（截止到1月29日），已经
超过了SARS的感染人数。我们支持中国政府为了避
免感染扩散而采取的严格限制交通的措施，并需要
为此祷告。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通过这件事，重新确认、
重新评价圣经中启示的福音真理。 
⑴人很脆弱：创4:26 塞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
以挪士。在那时候，人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 

人类第3代以挪士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脆弱”“必
死的人”。人很容易在精神上，或者肉体上毁坏。
人是脆弱的。但是，人领悟到脆弱的时候，人呼求
主的名就能够得救。 
⑵福音把人从第二次的死中拯救出来：希9:27 按
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因着堕落和罪进来，人人都有一死。那时，堕
落之人的魂和灵与身体分开，并灭亡于阴间受苦的
地方。但是，这是第一次的死，还不是最终的定命。 
太10：28 不要怕那些杀身体，却不能杀魂的；惟要
怕那能把魂和身体都灭在火坑里的。 
启20:14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
第二次的死。 
15 无论谁在生命册上不见是记着的，就被扔在火
湖里。 

在第二次的死里，魂和灵与复活的身体重新联
结，然后与身体一同被扔进火湖里。这是说，不信
者的全人─灵、魂、体，都要在火湖永远的痛苦里
灭亡。那些灭亡的不信者，要照着生命册被扔在火
湖里。不相信主耶稣，乃是惟一使人灭亡的罪。 
使徒24:5 我们看这个人（保罗）是瘟疫（鼠疫），
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派里的
一个头目，我们应该传扬福音，扩散福音的鼠疫菌。 
祷告：“哦哦主耶稣，看到武汉可怕的感染症的时
候，我要敬畏你，敬拜你，赞美你。圣经真是神的
话。我相信福音，得到了永远的生命。永远生命的
发展就是召会生活。感谢你在福音和牧养的实行上
增加了更多的负担。愿福音的鼠疫菌在日本更加广
传。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