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5）
神福音的最高點
Ⅰ．永遠的神在祂的永遠裏，照着祂的心願有一個『夢』，使祂定了一個計畫，這計畫在新約裏稱
爲神的經綸：以弗所書1:5 按著祂意願所喜悅的，豫定了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歸
於祂自己，9 照著祂的喜悅，使我們知道祂意願的奧祕；這喜悅是祂在自己裡面豫先定下的，10
為著時期滿足時的經綸，要將萬有，無論是在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督裡歸一於
一個元首之下；3:9 並將那歷世歷代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裡的1奧祕有何等的經綸，向眾人照明，
提摩太前書1:4 也不可注意虛構無稽之事，和無窮的家譜；這等事只引起辯論，對於神在信仰裡
的經綸並無助益。
Ａ．『神成爲人，人成爲神，』是神的經綸。
羅馬書8:29 因為神所豫知的人，祂也豫定他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
長子。
Ｂ．神永遠的經綸就是神永遠的目的和祂的心願，要把祂自己在祂神聖的三一裏，就是父在子
裏，藉着靈，分賜到祂所揀選的人裏面，作他們的生命和性情，使他們能彀與祂一樣，好成爲
祂的豐滿，祂的彰顯。
哥林多後書13: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你們眾人同在。
以弗所書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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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裡面的人裡，
17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裡，…19 …使你們被充滿，成為神一切的豐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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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就是講這個分賜。從第一章起，保羅就開始講這個分賜：先是父來揀選，而後子來
救贖，然後靈來實施。父是源頭，一切的豐富都在父裏面；子是父的具體化身，凡父所是、所
有、所能的，全都具體化身在子裏；這位子又實化爲靈。因此，子來了就是父；靈進到我們裏面
就是子。
Ｃ．神永遠的經綸，乃是要使人在生命、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與祂一模一樣，並使祂自己與
人成爲一，使人與祂成爲一，因而使祂在彰顯上得以擴大並擴展，使祂一切神聖的屬性得以
彰顯在人性美德裏。
Ｄ．在這世代的末了，我們教導並傳揚一個真理，就是神成爲人，爲要使人成爲神，在生命和性
情上，但不在神格上，與祂一樣；聽見這真理乃是一大福分。
1・月

Ⅱ．神創造我們，爲要完成祂的經綸，目的是要我們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爲神，但無分於祂的
神格，好成爲祂的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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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就如祂在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愛裡，在祂面前，成
為聖別、沒有瑕疵；5 按著祂意願所喜悅的，豫定了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歸
於祂自己，
Ａ．神有一個心願和一個目的，就是要把祂自己作成人，也把人作成神，使神與人二者在
生命、性情和彰顯上一模一樣。
Ｂ．神創造宇宙，以祂的心願—人—爲中心；這心願一點不差乃是與神同類的人，他要繁殖
而充滿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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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神就按着祂的形像，照着祂的樣式造人；所以，人不是照着自己的類被造，乃是照着神
的類被造：
１．神沒有創造人類；反之，祂乃是照着神類來造人。
２．從神的觀點看，『人類』這辭是消極的，因爲不該有人類，只該有神所創造作爲神類的
人。
３．人從墮落以後，與神分開，成了人類。
Ｄ．至終神成爲人，就是神人耶穌；這神人藉着祂的死與復活複製祂自己：
１．神成爲人，爲要得着祂自己的大量複製，因而產生新的一類；這新的一類旣不是神類，
也不是人類，乃是神人類。
２．我們在基督裏的信徒乃是神人類；我們是神人。
約翰1:12 凡接受祂的，就是信入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成為神的兒女。13 這等人不是
從血生的，不是從肉體的意思生的，也不是從人的意思生的，乃是從神生的。

主耶穌這位神的獨生子，乃是那獨一的子粒，祂使我們成爲許多子粒，與祂『同胎』所生
的許多弟兄，調和成一個餅，一個身體。我們中間沒有國籍、種族或社會地位的分別。我們
是新的一類，是『神人類』。
2・火

３．神今天所要的乃是一大羣神人；這羣神人就是一個新人，團體的神人，有神的形像，
作神的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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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在那實際的義和聖中所創造的。
歌羅西書3:10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照著創造他者的形像漸漸更新，以致有充足的
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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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按照提前三章十六節的上下文，這裏的敬虔不僅是指虔誠，乃是指神活在召會中，
就是那是生命的神在召會中活了出來。敬虔的意思就是神成爲人，人成爲神。這是宇
宙中極大的奧祕。神成了人，使人能成爲神，以產生一個團體的神人，爲着神在肉體顯
現爲新人。
這個團體的神人在長大，這乃是爲着建造基督生機的身體，好完成神永遠的經綸。
神的顯現乃是藉着基督的身體而成爲可能的。基督的身體就是神的顯現，爲着完成神
永遠的經綸。不管我們天然的己得着多少建立，不管我們天然的性能得着多少培養，
我們絕不能成爲神的顯現，也絕不能成爲基督身體的一部分。這必須是神人的責任。
神人由神所生，有神的生命、性情，憑調和的生命，在調和的性情裏過生活，建造基
督的身體作神的顯現。這是聖經的啓示。我們從屬人的哲學和宗教所接受的天然觀念，
不是聖經的啓示。聖經並不是教導這事。聖經乃是教導，人必須由神而生，成爲神人；
這個神人必須得着培養，必須長大。
聖經從來沒有說到許多新人。聖經告訴我們只有一個新人。這一個新人不是個人的，
而是團體的；這團體的新人乃是所有神人的集大成。我們把所有神人擺在一起，就是一
個團體人。這一個團體人稱爲『新人』，這是指新人類。亞當是舊人類，他所有的後裔與
他是一，都是舊人。今天我們信基督的人，都與基督是一，成爲新人。
3・水

Ⅲ．在基督裏，神和人已經成爲一個實體，就是神人：
約翰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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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1:18 耶穌基督的由來，乃是這樣：祂母親馬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他們還沒有同居，
馬利亞就被看出懷了孕，就是她從聖靈所懷的。20 正思念這事的時候，看哪，有主的使者
向他夢中顯現，說，大衛的子孫約瑟，…因那生在她裡面的，乃是出於聖靈。21 她將要生
一個兒子，你要給祂起名叫耶穌，因祂要親自將祂的百姓從他們的罪裡救出來。22 這一切
成就了，為要應驗主藉著申言者所說的，說，23 “看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祂的名
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繙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Ａ．因着主耶穌是由神聖的素質成孕，且從屬人的素質所生，所以祂生爲一個神人；因此，
祂這位神人兼有兩種素質—神聖的素質和屬人的素質。

因爲神人由聖靈成孕，帶着神聖的素質，並由童女所生，帶着屬人的素質，祂就有神聖
的和屬人的兩種素質。聖靈在童女裏面這樣的成孕，由神聖和屬人的素質所成就，構成
了神性與人性的調和，產生出這位神人，是完整的神，又是完全的人，獨特的兼有神性
與人性，並沒有產生第三性。這就是基督在祂的成爲肉體裏，最美妙、最超絕的身位。
調和一辭的第一個定義是：『結合或聯合（一物與另一物，或二物或更多物）在一起，而原
物元素在結合後仍可區別。』按這定義，兩種或更多的物質調和在一起，原來的元素並未失
去，仍是可區別的。這的確是基督這位神人的情形。祂由神聖的和屬人的兩種素質成孕，
因此祂是神與人的調和。但在祂裏面，神聖的素質和屬人的素質仍舊存在，並且是可區別
的。這些素質在祂裏面調和爲一個人位，並不產生第三性。
Ｂ．聖靈在童女裏面這樣的成孕，構成了神性與人性的調和，產生一個神人，是完整的神，
又是完全的。
路加1:35 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所要生的聖者，
必稱為神的兒子。
Ｃ．這個神人是完全的人和完整的神，有人性連同人性的美德，盛裝神並彰顯神連同神聖
的屬性。
4・木

Ⅳ．起初，聖經說到一個神人；今天這個神人已經成爲眾神人：
羅馬書1:3 論到祂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4 按聖別的
靈說，是從死人的復活，以大能標出為神的兒子；
8:16 那靈自己同我們的靈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8:29 因為神所豫知的人，祂也豫定他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希伯來書2:10 原來萬有因祂而有，藉祂而造的那位，為著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就
藉著苦難成全他們救恩的創始者，這對祂本是合宜的。
11 因那聖別人的，和那些被聖別的，都是出於一；因這緣故，祂稱他們為弟兄，並不以為
恥，

在聖經中找不到三一神這個辭，但幾乎所有研讀聖經的人都承認，整本聖經啓示了三一
神。同樣的原則，雖然我們在聖經裏找不到神人這辭，但聖經裏的確有神人的事實、實際。
Ａ．主耶穌這第一個神人是一個原型，爲要產生許多神人；這許多神人乃是祂的複製。
彼得前書2:21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
隨祂的腳蹤行；

一個神人乃是由神所生的人。基督教裏有一種神學，告訴人說我們信徒成爲神的兒子，
不是藉着出生，而是藉着領養。按照這種神學，我們不是神所生的，只是神所領養的。然
而，照着聖經，我們在基督裏的信徒，都是由神所生，而成爲祂的兒子。我們旣是神的兒
子，當然就是神人。我們乃是與生我們的那位一樣。我們由神所生，就不可能不是神的
兒子。我們旣是神的兒子，我們就是神人。
Ｂ．神成爲人，爲要得着祂自己的大量複製，因而產生新的一類；這新的一類乃是神人類。
羅馬書8:3 律法因肉體而軟弱，有所不能的，神，既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裡，並為著罪，差
來了自己的兒子，就在肉體中定罪了罪，

基督經過人性生活，乃是藉着過被釘死的人性生活，以彰顯神聖的生命。…我們需要看見，
我們的生活必須是被釘死的生活。我們該一直治死我們人性的生命。這就是釘死我們人性的
生命，目的是要彰顯神聖的生命。我們人性的生命必須被釘死，好使神聖的生命（這也是我
們所有的）得以彰顯。這樣，我們就藉死而活，也就是向己死，向神活。
5・金

Ｃ．主耶穌這位神人是一粒麥子落在地裏，爲要產生許多子粒，作祂的複製：
約翰12: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
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１．第一個子粒—第一個神人—是原型，由這一粒藉着死與復活所產生的許多子粒—許多
神人—是這第一個神人的複製。
２．這許多子粒是許多的神人，作神的複製：
ａ．這樣的複製使神喜樂，因爲祂的複製看起來像祂，說話像祂，生活像祂。
ｂ．神在這複製裏；祂的複製有祂的生命、祂的性情和祂的構成。
３．神差祂兒子來作人，憑神的生命過神人的生活；這神人生活的結果，就產生一個宇宙
的大人，和祂兒子一式一樣—一個團體的人，憑神的生命過神人的生活。
約翰6:57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那喫我的人，也要因我活著。
Ｄ．我們必須看見，我們是神人，從神而生，有神的生命和性情，屬於神的種類：
１．我們是神的兒女，就是神人；我們與生我們的那位相同。
約翰一書3:1 你們看，父賜給我們的是何等的愛，使我們得稱為神的兒女，我們也真是祂
的兒女。世人所以不認識我們，是因未曾認識祂。5:1 凡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從神生的；
凡愛那生他的，也愛從祂生的。
２．旣然我們是從神生的，我們就可以說，甚至我們應當說，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
格上），我們乃是神。
３．認爲我們自己是神人，認識我們是誰，並領悟我們是誰，會使我們的日常經歷有徹底
的改變。
約翰一書5:13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入神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曉得自己有永遠的
生命。

當我們想到自己是神人，這種想法，這種領悟，會使我們在日常的經歷中有革命性的改變。
４．我們不僅是基督徒或在基督裏的信徒—我們乃是神人，神人類，神的複製；這是神福
音的最高點。
6・土

經歷：家庭生活篇
① 神完成亞當和他妻子的創造以後，看着祂所造的一切。祂看着地和其上的一切，惟有亞當
和夏娃是祂的喜悅，祂的『嗜好』。惟有他們能使神喜樂，因爲惟有他們是祂的類。神在看
亞當時也許說，『我喜歡看人。這是我的嗜好；這是我的類。』然而，神的嗜好還沒有完成，
因爲那時人只有神的形像和神的樣式，並沒有神的生命和神的性情。人有神的形像，卻沒
有神自己。
從神的觀點看，『人類』這辭是消極的，因爲不該有人類，只該有神所創造作爲神類的人。然而，
人從墮落以後，與神分開，成了人類。由於這墮落，撒但進來引起難處，全世界就陷入混亂之
中。
為了要解決家庭中各樣的問題或混亂，你必須要從墮落人類的生活，恢復成信靠神、與
神連結的神人類生活。亞當和夏娃在神的創造裡有神的形象，卻還沒有重生，他們的裡面
沒有神的生命。但是，今天身為信徒的你不只有神的形象，裡面還有神的生命。當你理解
到這事實，在夫妻的對話中實行神人生活，神就會非常喜悅吧。另外，撒但也會大受羞辱
吧。你的在職生活、家庭生活，特別是夫妻關係裡，應該要有像過神人生活這樣高的目標。
因為只有這能夠讓神喜悅。
為了過神人生活，請實行以下事項。
a. 每天晨興：每早至少聖別10到15分，與弟兄姊妹一同禱讀、享受主話。
b. 日日更新：每天的生活中時常呼求主名、與主交通、心思得以更新。
c. 通讀聖經：2年讀完恢復本聖經加註解。
d. 放下自己的觀念，向主及帶領你的弟兄姊妹敞開交通。為了讓主作工一定要敞開。必
須訓練敞開交通。
e. 參加禱告聚會或小排、盡自己的功用。
f. 聖別主日、參加主日聚會。
② 當我們想到自己是神人，這種想法，這種領悟，會使我們在日常的經歷中有革命性的改
變。例如，一位弟兄也許對他的妻子不高興。但他一想起自己是神人，他的態度就會立刻
改變。他會渴望作神人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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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5神を経験する―神と人の結合と混ざり合い
1 おお何という奇せき,おく義！
1
かみとひとが混ざり合う！
かみがひとと成るは, ひとがかみとなるため；
天使も世びとも知らぬことよ,
はかり知れないかみのエコノミー,
さい高のもくてき, かみ・ひとの混ざり合い。

附5經歷神－神人聯調
1 何大神蹟！何深奧祕！
What miracle! What mystery!
神竟與人聯調為一！
That God and man should blended be!
神成為人，人成為神，
God became man to make man God,
Untraceable economy!
天使、世人莫測經綸；
From His good pleasure, heart’s desire, 出自神的心愛美意，
His highest goal attained will be.
達到神的最高目的。
From His good pleasure, heart’s desire, 出自神的心愛美意，
His highest goal attained will be.
達到神的最高目的。
2 受にくしたかみ・ひとは,
2 Flesh He became, the first God-man, 2 神成肉身，來作神人，
His pleasure that I God may be:
私をかみとならせる；
為要使我能成為神，
In
life
and
nature
I’m
God’s
kind,
いのち,性しつおなじ, 唯いつしんかくはなし；
生命、性情與祂同類，
Though Godhead’s His exclusively.
惟我無分祂的神位；
しんせいなとくしつはいまや,
His attributes my virtues are;
祂的屬性變我美德，
私のとくとしてあらわれる；
His glorious image shines through me.
祂的榮形在我顯活。
えい光のみかたち, かみは表げんされる。
His attributes my virtues are;
祂的屬性變我美德，
His glorious image shines through me.
祂的榮形在我顯活。
3 No longer I alone that live,
3 私は単どくでなく,
3 不再是我單獨活著，
But God together lives with me.
いま,かみとともに生きる；
乃是神我共同生活；
Built with the saints in the Triune God,
かみときょうりょくして,
並與眾聖神裏配搭，
His universal house we’ll be,
宇宙のいえを建造する；
建成三一宇宙之家，
And His organic Body we
キリストの有機てきなからだ,
且成基督生機身體，
For His expression corp’rately.
作祂顯身團體大器。
And His organic Body we
団たいのおおきなうつわとなり,
且成基督生機身體，
さんいちのかみを, 宇ちゅうにひょう現する。 For His expression corp’rately.
作祂顯身團體大器。
4 Jerusalem, the ultimate,
Of visions the totality;
4 最終聖城耶路撒冷，
4 最しゅうの新エルサレム,
The Triune God, tripartite man—
異象、啟示集其大成。
けい示,ビジョンのしゅうたい成,
A loving pair eternally—
三一之神，三部分人，
さんいちのーかみと 三部分から成るひとは, As man yet God they coinhere,
永世對耦是人又神；
A
mutual
dwelling
place
to
be;
混ざり合い,ともに住み合って，
神性人性互為居所，
God’s
glory
in
humanity
ふう婦としてえいえんにいたる；
神的榮耀在人顯赫。
Shines forth in splendor radiantly!
神性人性互為居所，
かみのえいこうは, ひとにてあらわれる。
神的榮耀在人顯赫。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