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神关于包罗万有、延展无限之基督的旨意 
(Thanks giving day conference)2020/1/13-19 

Overview：我们的神有祂的旨意和愿望。神的经纶
乃是通过神按祂旨意所决议里来命定。我们应该认
识神的旨意，为了认识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
需要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Ⅰ,Ⅱ)。基督是旧造、
宇宙万物的创造和新造，在召会中是首生者，意思
是说，基督是无限延展和包罗万有的。神的旨意乃
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包罗万有和无限延展的
基督中行事为人。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渴望
以祂自己顶替我们天然生命和文化的每一元素。这
乃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一个新人，作祂团体的彰显
(Ⅲ)。          
Ⅰ．神是一位有定旨的神，有祂自己喜悦的旨意；
祂为着自己的旨意，创造了万有，好成就并完成祂
的定旨： 
启4:11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
能力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并且万有是因你的旨
意存在并被创造的。 
Ａ．神的意愿（旨意）乃是神的愿望；神的意愿是
神所想要作的。 
弗1:9 照着祂的喜悦，使我们知道祂意愿的奥秘；
这喜悦是祂在自己里面预先定下的， 
Ｂ．神的喜悦(good pleasure)是出于祂的意愿，并
且具体表现在祂的意愿里。 
Ｃ．神的意愿乃是神为完成祂定旨而有的定意
(determination)。 
弗1:11 我们既在祂里面，照着那位按祂意愿所决
议的，行作万事者的定旨，蒙了预定… 
Ｄ．神借着祂在基督里的启示，就是借着基督的成
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并升天，使我们知道祂意
愿的奥秘。 
Ｅ．神按祂意愿所决议（counsel)的，行作万事；
神的意愿指祂的目的(intension)，神的决议指祂
的思量(consideration)，要怎样完成祂的意愿。 
周一 
Ⅱ．歌罗西书是一卷论到神伟大、永远之旨意的书：
西1:9 所以，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
住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
充分认识神的旨意， 
4:12 有你们那里的人，作基督耶稣奴仆的以巴弗
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中常为你们竭力奋斗，要你们
得以成熟，站立得住，在神一切的旨意上满有确信。 
Ａ．这卷书里所提到神的旨意，不是祂在小事上的
旨意——乃是神永远的旨意，神伟大的旨意。 
Ｂ．歌罗西书启示，神照着祂的愿望和心意，在全
宇宙中，在创造中，在救赎中，在今世、在来世以
及在永世里的旨意是什么。 
Ｃ．我们需要充分认识神的旨意： 
１．在西一9，神的旨意乃是神永远定旨的意愿，神
关于基督之经纶的意愿。 
２．充分认识神的旨意，意思就是对神的计划有启
示，使我们知道神在宇宙中计划要作的： 
ａ．神的计划乃是要使基督在神圣的经纶里成为一
切。ｂ．对神计划的启示会为我们开路，使我们对
基督有更多的经历。 
３．要认识并经历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
需要“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 
ａ．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是属于我们灵里神的灵。 
ｂ．智慧是在我们的灵里，以察知神永远的旨意；

属灵的悟性是在我们由那灵更新的心思里，以明白
并翻译我们在灵里所察知的。              周二 
Ｄ．行事为人配得过主，乃是充分认识神旨意的结
果；我们乃是在这样一种行事为人里活基督。 
西1:9-10 所以，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
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
上，充分认识神的旨意，行事为人配得过主，以致
凡事蒙祂喜悦，在一切善工上结果子，借着认识神
而长大， 
弗1:17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你
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地认识祂； 
Ｅ．我们需要得以成熟，站立得住，在神一切的旨
意上满有确信。                         周三 
Ⅲ．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乃是要我们认识包罗万
有、延展无限的基督，经历祂，并以祂作我们的生
命而活祂： 
西1:15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一切受造
之物的首生者。17-18 祂在万有之先，万有也在祂
里面得以维系；祂也是召会身体的头；祂是元始，
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使祂可以在万有中居首
位； 
Ａ．神的旨意是在基督里，集中于基督，并为着基
督；在神的旨意中，基督是一切。 
Ｂ．基督是原初创造的首生者，也是新造的首生者，
意思是说，祂是包罗万有且延展无限的： 
１．延展无限的基督，乃是那位比宇宙还要广阔的
基督，祂是我们的一切。 
２．我们所信的救主和主基督，是无限无量、无穷
无尽的；祂既是没有限量的，关于祂的启示也必定
是无限无量的。                   周四 
Ｃ．歌罗西书中所揭示的基督，乃是包罗万有、延
展无限、居首位者，是神经纶的中心与普及，中心
与圆周。 
西1:17-18 祂在万有之先，万有也在祂里面得以维
系；祂也是召会身体的头；祂是元始，是从死人中
复活的首生者，使祂可以在万有中居首位； 
１．歌罗西书启示包罗万有的基督—— 这一位是神，
是人，也是宇宙中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 
２．在神的经纶里，基督是一切；神要的是基督，
并且祂只要基督，就是那奇妙、居首位、包罗万有、
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的基督。 
３．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是神经纶的中心；
神的分赐完全与基督有关，也完全集中在基督身上。 
４．神在祂经纶里的意愿，目的，乃是要将这位奇
妙、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作到我们里面，作
我们的生命和一切，使我们成为三一神团体的彰显 。
周五 
Ｄ．神的旨意是要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成为
我们的分、生命、构成成分与平安： 
１．在一9里，神的旨意是指基督；神的旨意是深奥
的，与我们认识、经历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
并在祂里面生活息息相关。 
２．神对我们的旨意乃是要我们认识基督，经历基
督，享受基督，被基督浸透，并使基督成为我们的
生命和人位。 
３．神的旨意是我们既然得着了包罗万有、延展无
限的基督，就该在祂里面行事为人： 
ａ．在基督里面行事为人，就是在祂里面生活、行
动、举止、为人。 
ｂ．我们在基督里面行事为人，就在祂里面生根，



有往下的生长，并在祂里面被建造，有向上的生长。 
Ｅ．我们应当照着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来
评断、衡量一切事物： 
西2:8 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
的欺骗，照着人的传统，照着世上的蒙学，不照着
基督，把你们掳去； 
１．基督是一切真智慧和知识的管制原则，是一切
真教训的实际，也是一切蒙神悦纳之观念的唯一准
则。 
２．唯有我们对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在神经
纶中的地位有清楚的看见时，我们才能识破欺骗和
诱骗的事。 
Ｆ．我们需要被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注入、
浸透、浸润，直到在我们的经历中祂是我们的一切：
西3:10-11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
的形像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在此…惟有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１．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是在我们里面，但
我们需要看见祂、认识祂、被祂充满、被祂浸透并
且绝对与祂是一。 
２．我们应当让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充满我
们的全人，并以祂自己顶替我们的文化： 
ａ．基督越以祂自己顶替我们天然的生命和文化，
我们就越能宣告“活着就是基督”；在我们，活着
就是那完全据有我们、占有我们并以祂自己充满我
们的基督。ｂ．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渴望以
祂自己顶替我们天然生命和文化的每一元素，使我
们能成为一个新人，作祂团体的彰显；这就是歌罗
西书的信息。                            周六 
Crucial Point⑴:认识神的心意，经历包罗万

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之人生(Ⅰ,Ⅱ-A～C) 
OL1:神的意愿（旨意）乃是神的愿望；神的意愿是
神所想要作的。 
OL2:神借着祂在基督里的启示，就是借着基督的成
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并升天，使我们知道祂意
愿的奥秘。 
OL3:神按祂意愿所决议的，行作万事；神的意愿指
祂的目的，神的决议指祂的思量，要怎样完成 祂的
意愿。 
OL4:要认识并经历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
需 要“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 

在神的计划中，基督是使万有归一的头。整个
宇宙都是为着基督。凡神所计划的、所完成的、以
及正在作的，都是为了使基督作元首、中心和一切。
这是神永远的定旨。“将万有…都在基督里归一于
一个元首之下，”这句话指 明了神圣的经纶。 

许多时候，圣徒们来到我这里赞美某人，说他
谦卑又可爱。但在一九三三年之后，每当我听到这
种对人的赞美，在我里面总是有疑问：谦卑是什么
意思？可爱是什么意思？难道老亚当的一部分是谦
卑的么？或有人在亚当里是可爱的？基督徒真实的
谦卑和可爱必须是基督自己。我们对别人的爱必须
是基督。我们的忍耐、我们的谦卑、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见识，都必须是基督。 

对神计划的启示会为我们开路，使我们对基督
有 更多的经历。…因此，我们需要花更多时间学习
关于在神计划里的基督。这是我们必须读圣经的一
个最重要的原因。 

圣经是启示的书。圣经打开宇宙的帘子，宇宙
的幔子，给我们看见在神心思里的是什么，以及神

在 这宇宙中所计划要作的是什么。这计划就是要使
祂的儿子成为一切。神的愿望、计划和心思，是要
使基督成为一切。这是全本圣经的内容。 

应用：新人篇 
你若充分认识神的心意的话，你会明白神在宇

宙中正所行之事。这是何等美妙！在你的人生中，
你若不明白照着神的心意之神的经纶，你的人生将
满了矛盾和混乱。然而倘若你明白神现在正在作什
么，你的人生观将充满光，不再是矛盾和混乱。 

要认识神的经纶，你应该⑴读圣经、⑵借着祷
告接受神的话语、并祷告有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明
白神的话语。按你天然的观念，基督为了赦免你的
罪而死在了十字架上。这虽然正确，但是神的救赎
绝不会只留在十字架上。所以关于基督，你天然观
念的帕子要被除去，为借着奥秘的启示，认识神经
纶中那美妙超绝的基督，你读圣经时，你要用你的
心爱主，敞开心，操练灵祷告。这样，你就能明白
你去公司上班就是为了经历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
基督。 

很多人因为没有认识到这异像、在满载的通勤
车厢里都满了灰暗的脸。还有美国人常说：“ Oh, 
God, it is Monday(OGIM)!”，“Thank God, it 
is Friday(TGIF)!”。意思是说“又是周一了，不
得不去上班了！”，“周五了，工作结束了！。”
但是你作为有异像的人，请你每天早晨，呼求主名，
祷读主话，被复兴后带着喜乐去上班。要在主里常
常喜乐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 腓4:4)。
你若每天带着经历基督这个目的去上班的话，你也
会经历到在业绩上Going up。 
祷告：“哦哦主耶稣，求你给我启示与智慧的灵，
让我明白神的心意和神的经纶。在神的经纶上，基
督是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今天我去上班（或去
上学），也是为了经历基督，感谢你。带着喜乐，
为赢得基督去上班！认识神心意的基督徒生活是何
超绝！”               
Crucial Point⑵:在旧造和新造中，基督是超越

的一位，说出祂的包罗万有、延展无限。 
在学校生活中经历基督为中心和圆周(Ⅲ-A) 

OL1:神的旨意是在基督里，集中于基督，并为着基
督；在神的旨意中，基督是一切。 
OL2: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乃是要我们认识包罗万
有、延展无限的基督，经历祂，并以祂作我们的生
命而活祂。(基督是原初创造的首生者，意思是说，
那位比宇宙还要广阔延展无限的基督。再者、基督
是新造的首生者，意思如在“在新人里惟有基督是
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西3:11) ”所说、基督乃是
包罗一切。 
OL3:歌罗西书中所揭示的基督，乃是包罗万有、延
展无限、居首位者，是神经纶的中心与普及，中心
与圆周。 

歌罗西书里关于基督的启示是包罗万有且延展
无限的。…基督是原初创造的首生者，也是新造的
首生者，意思是说，祂是延展无限且包罗万有的。
在新人里唯有基督有地位；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
之内。这表明祂的包罗万有。然而，祂是一切受造
之物的首生者这个事实，指明祂是延展无限的。 

许多基督徒认为接受基督就是相信祂。然而，
接受基督并不这样简单。……按照我们的观念和传
统的道理，基督是相当简单的。许多信徒只知道，
神的儿子基督乃是爱我们、为我们而死的救主；我



们若相信基督就得救。然而，歌罗西书里所说的接
受基督，包含的比这个多得多。……这位基督比全
宇宙还要广阔。 

接受基督可以比作呼吸；呼吸怎样是一个继续
的过程，我们接受基督也该不断的进行。然而，可
惜的是，许多基督徒只是初步地接受基督，而没有
继续地接受祂。许多信徒能告诉你，他们在过去的
某个时间接受了基督，但他们没有一直接受祂。我
们若不继续接受基督，就不能享受我们起初所接受
之基督的全部好处。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篇 
神的创造有旧造和新造。旧造是指天地万物、

人的创造，新造是指作为一个新人的召会。基督是
整个受造中的首生。在这里的首生，是指基督的超
越。万物都在基督里得以维系。换句话说，如果没
有基督，万物、太阳系和银河系都会陷入一片混乱
之中。但赞美主。整个宇宙都是在基督里得以维系。 
西 1:15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一切受造
之物的首生者。17 祂在万有之先，万有也在祂里面
得以维系。如果没有基督，你的学校生活也是分崩
离析。但有了基督，我们就能有秩序地得以维系。 

基督也是新造，召会中的首生。西 1:18 祂也
是召会身体的头；祂是元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
生者，使祂可以在万有中居首位。在学校生活中，
为了经历基督的超越，你需要祷告。祷告，是宣告
并再次确认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基督成了在复
活中赐生命的灵。请你呼求主的名，向主敞开你的
心，回到灵中祷告。神向你求的，就是基督。请把
基督作为你学校生活的中心，一切。 

例如在考试的准备中，请你将基督作为学习中
的智慧、理解力和集中力来经历。不仅如此，还请
经历基督作你的片刻休息、心灵的平静以及平安和
良好的睡眠。学习的时候，不是只要一天学到晚上
就可以了。需要适当的集中力的同时，也需要适当
的娱乐，喘口气。否则效率就会变差。在学习忙的
时候来聚会，享受基督是很好的片刻休息。优秀的
学生弟兄姊妹都能证明这一点。这是在考试准备中，
把基督作为你的中心和圆周。 
祷告：“哦主耶稣啊，歌罗西书中的基督，远远超
出了我们有限的观念和理解，祂是包罗万有且延展
无限的。赞美主。我想不断地向你敞开，持续地接
受你。那是为了我认识这位基督，并在基督里行事
为人。在实际的学校生活中，愿我能经历基督作我
学习的中心、理解力、集中力，经历祂作普及和适
当的片刻休息。阿门！” 
Crucial Point⑶:神能够将我们这些被分散、被
分裂的人，在基督里聚在一起，做成一个新人 

(Ⅲ-C～F) 
OL1:基督越以祂自己顶替我们天然的生命和文化，
我们就越能宣告“活着就是基督”；在我们，活着
就是那完全据有我们、占有我们并以祂自己充满我
们的基督。 
OL2: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渴望以祂自己顶替
我们天然生命和文化的每一元素，使我们能成为一
个新人，作祂团体的彰显。 

我们里面的仇敌是诡诈的。我们有一些标准，
是我们所承继的，或是我们自己制订的。因着这些
标准是好的，我们没有加以定罪。 

时候到了，我们所有在召会中的人都要听这篇
信息，我们都要看见这异象，并定罪我们的文化标
准。然后我们就会领悟，神所要的乃是基督，并且
今天基督乃是赐生命的灵，与我们的灵调和。我们
不是照某种标准生活，我们只该凭那住在我们灵里
的基督而活。当我们活在灵里，我们就应当让基督
在我们的全人里有自由的通路。这样，我们就要享
受祂，经历祂，并且蒙拯救脱离我们的文化。 

歌罗西书启示神要的是基督，祂只要基督。…
神不在意哲学、宗教、规条、条例或任何“主义”。
神只要那奇妙、居首位、包罗万有的基督，祂是那
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的一位。虽然基督是包罗万有
的，祂却住在我们里面作我们的生命。祂是那位内
住者，一直等候机会要活在我们里面。祂是活的、
真实的、实际的、也是便利的。一面，祂在宝座上
为万有之主；另一面，祂是赐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
在基督徒生活并在召会生活中，基督都是一切。 

我们若看见这事，就会停止我们一切的作为。
在召会生活中，神不要我们作许多；祂只要基督活
在我们里面、长在我们里面。我若有加拉太二章二
十节的异象—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我就绝不再以为自己能作什么。我会自然而然地停
止我一切的努力，因为我知道我一无所是，我算不
得什么，并且知道基督乃是一切。这位活在我们里
面并作我们生命的，乃是我们的一切。祂是我们的
圣别、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慧。但祂需要得着机
会，在我们里面作一切。我们若给祂地位，祂就要
进来成为一切，并作一切的事。 

应用：青职・大学院生篇 
  神想要的只是基督。因为在神经纶的终极目标
一个新人里，基督是一切的肢体，又在一切肢体之
内。因此，神不接受你天然的能力、谦卑、可爱
等。因为在那些里面没有神的生命和性情，无法成
为一个新人的一部分。认识并经历歌罗西书里启示
的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的目的是，为了一个
新人的出现。新人的最大妨碍就是文化中好的标
准。在新人里，没有基督以外的任何标准。 
   近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国际化公司注意到了
职员的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的宽容度）的重要性，
并正在推行。但是他们实行起来极其困难。 
   真正的文化多样性是在一个新人里。新约圣经在
大约2000年前就说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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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罗西3：11）”。撒但的原则是使我们分裂，神
的原则是聚集我们成为一。在基督以外，没有真正
的文化多样性和一(Oneness)。经历包罗一切、延展
无限的基督，实行一个新人的召会生活，对世人会
成为福音、很大的见证。 
祷告：“哦哦主耶稣，你活在我里面。我不想要照着
自己的文化观念，而想要照着基督、活基督。在基
督以外，我们只是被分散、被分裂。我要成长到基
督里面，实行一个新人的召会生活。哈利路亚，赞
美主！” 



本周话题：有个研究者说，对以下的七个问题能回
答 Yes 的人，是在职场中取得成功的人。我们从圣
经的观点来回答这些问题，说明如果照着神的启示，
在职场中也能成功。 
1)你有真挚地听你烦恼的好友吗？  
Yes. 主耶稣是你最亲近的好友。无论怎样的事都
可以向主敞开交通(诗歌 409)。并且你可以向同龄
的属灵同伴和带领你的弟兄姊妹敞开心，亲密地交
通。 
2)你在职场中接受周围各种各样的人吗？ 
Yes. 只与性格跟自己合得来人交往，可能压力会
少，但是，不能得到专家(大多是自我主张很强、很
有个性的人)的帮助。因为召会生活是耶稣聚集的人
的集合，有在天然里跟你不合的人。可这是你平稳
往前所需要的。 
3)你有充足的资金享受自己的自由吗？ 
Yes. 主已经在十字架上支付了你还不了的负债。
现在，你可以无代价地与主和弟兄姊妹交通并得到
益处，乃是因为主投入了庞大的资金(血的代价)。 
4)你真的认为失败是学习的机会吗？ 
Yes. 人可以通过失败学到很多事。因此不可采用
不挑战，就不失败的战略。挑战了就算失败，你也
会学到很多事而往前。你不可否定失败的人。 
5)你可以给别人提供有用的信息吗？  
Yes. 在召会的聚会中申言，是将作为建造，鼓励，
安慰的基督说给听的人。操练自己的灵，将准备好
的申言带着新鲜的灵感讲说，是以基督来祝福人。 
6)你能够称赞别人的功绩吗？  
Yes. 在召会生活中要像“凡事都不私图好争，也不
贪图虚荣，只要心思卑微，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各人不单看重自己的长处，也看重别人的。(腓立比
2:3-4) ”一样，彼此珍赏。这样做自己的度量会扩
大，也能有份别人的成功。因为在公司中几乎所有
的事都是和人配搭而做，称赞别人的功绩是重要的
能力。 
7)你的目标明确吗？  
Yes. 去上班乃是为了经历包罗万有的基督。虽然
经历基督与业绩的提高相连,但是，经历基督的终极
目标乃是为了实行一个新人的召会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