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世界局势与主的恢复应时的话： 
#3:从神的经纶看宇宙的历史— 

人类历史里的神圣历史 
 8/3-9 OL Summary: 

Ⅰ. 这个宇宙中有两个历史：人的历史（属人的
历史）和神的历史（神圣的历史），前者如同外
壳，后者如同外壳里面的核仁： 
A.我们需要清楚看见人类历史里的神圣历史：人
的历史，世界的历史，物质的人类历史，是外在
的；神圣的历史，就是神同着人并在人里的历史，
是内里的；这是关乎在人性里之三一神的奥秘/
在基督成为肉体以前，神同着人，并在人中间行
动；这不是完成神为着基督与召会之永远经纶的
直接行动，乃是在祂旧造里间接的行动，为着在
祂新造里祂永远经纶的直接行动作准备/神的历
史有两部分：在旧约中神“同着人”的历史，以
及在新约中神“在人里”的历史/神在人里的历史，
开始于成为肉体，继续于祂经过成为肉体、人性
生活、钉死、复活以及升天的过程；何西阿十一
章四节说，这些乃是人的绳和爱的索/神圣的历
史，神在人里的历史，是从基督的成肉体到祂的
升天，成为赐生命的灵，然后继续于祂住在我们
里面，借着神生机的救恩，就是重生、圣别、更
新、变化、模成并荣化，使我们成为基督荣耀的
新妇/这要在基督作为那灵，就是经过过程并终
极完成的三一神，与召会作为新妇，就是经过过
程并变化过的三部分人，成为婚配时达到顶峰/
主回来时，有两个人物—敌基督（外在、人类历
史里的人物），以及基督（内在、神圣历史里的
人物）—将要相会/基督要再来，带着祂的得胜者
作祂的军队降临，为要击败敌基督和他的军队/
神圣历史里的人物击败人类历史里的人物之后，
千年国就要来临，这国度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
冷，就是神圣历史终极完成的。 
B. 我们需要思考，我们仅仅是活在人类的历史
里，还是也活在神圣的历史里：我们都在人类的
历史里出生，却在神圣的历史里再生，重生/我们
若活在世界里，就是仅仅活在外在、人类的历史
里/我们若活在召会中，就是活在内里、神圣的历
史里/作为基督显现的扩大，召会是外在人类历
史里神圣历史的一部分/召在召会生活中，神的
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神和我们有同一个历史，
就是神圣的历史；我们的神有奇妙的历史，这历
史包括了我们；神的历史成了我们的历史，因为
祂与我们是联结的/在神的历史里，凡祂已经作
的，现在正在作的，并将来所要作的，都是为着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和召会生活。 
C.“我们的生活、日常行事、求学、职业和事业，
都必须是神今天在地上，在祂美妙且超绝行动中
之历史的一部分。…当神在祂的历史中，在爱祂
的得胜者里奋力活动并行动时，我们必须与神是
一；这就是说，在生命上，在生活上，并在我们
今天地上全部的行动上，我们都必须与神是一。
我们必须写神今天的历史！” 

Ⅱ. 在神圣的历史里，今天所恢复的乃是神的经
纶，其中心点是神中心的工作—将祂自己在基督
里作到祂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使祂自己与他
们成为一，作祂的彰显： 
A.神在祂恢复里完成祂经纶的终极行动，乃是要
将祂自己—父、子、灵—作到我们里面，成为我
们的生命，使我们可以将祂活出来，并作祂的身
体，就是召会，而彰显祂。 
B.神的经纶是要使基督成为一切，使基督成为中
心和普及，以产生神的扩增，神的扩大，就是召
会；神的扩增、扩大，就是神的丰满，作祂的彰
显。 
C.在神的经纶里祂要把祂自己作到人里面，与我
们成为一，作我们的生命、生命的供应和一切，
并得着我们作祂的彰显；所以，神在祂经纶里的
心意，就是要得着一个由神和人组成的团体实体，
作祂永远的彰显。 
D.按照神的经纶，祂要管治世界，产生一个局势，
使以色列作祂的选民，得着召会作祂奥秘的子民，
并得着列国作神永远国度里的百姓；我们若看见
这个，就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人生的意义何在。
E.我们需要对神的经纶有清楚的异象，并受这异
象支配、管制、指引、保守并保护；今天在主的
恢复里，我们必须在神经纶的异象上是刚强而不
摇动的。 
F.神终极的行动乃是要使基督，就是神的奥秘，
进到我们里面作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为祂的活
肢体，并形成祂的身体，就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
有者的丰满：凡是活基督，活在灵里的人，在团
体一面乃是基督实际的身体；他们实际上也是一
个新人，就是新造，过彰显三一神的新生活/至终，
身体生活要达到罗马十二章的实际，这要预备好
新妇，为着主的再来/“要对神终极的行动有负担。
然后你会看见神与你是一，你的生活不会有问
题。”/“起来为着主的恢复站住。这是终极的时
代，神要完成祂的定旨，把主带回来。” 

召会的通知和交通： 
①关 西责 任者， 服 事 者 网 路 相 调 聚会：
8/8(六)10:00-12:00 在鱼崎举行。 
前半： “为了基督身体的建造，姊妹们需要被成
全，积极地尽功用” 
後半： JGW 的广野弟兄关于秋季特会的交通，各
区的责任者和服事的姊妹们，请一定圣别时间来
参加。 
②召会生活中的福音和牧养的架构： 
我们为了书写神圣的历史，需要实际地每周出去
（包括网路）传福音。 

  



Crucial Point⑴:照着灵而活，参加召会的聚会，
在自己的人生中拥有神圣的历史 

珥 1:4 剪蝗剩下的，群蝗来吃；群蝗剩下的，舔蝗
来吃；舔蝗剩下的，毁蝗来吃。 
2:25 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群蝗、舔
蝗、毁蝗、剪蝗，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 
OL1:这个宇宙中有两个历史：人的历史（属人的历
史）和神的历史（神圣的历史），前者如同外壳，
后者如同外壳里面的核仁。 
OL2:神在人里的历史，开始于成为肉体，继续于祂
经过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死、复活以及升天的
过程；何西阿十一章四节说，这些乃是人的绳和爱
的索。 
何 11:4 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待他们如人松
开他们腮上的轭，温和的喂养他们。 

小申言者书对属人历史有清楚的说明，由约珥
书一章四节所提的四种蝗虫所表征；也相当详细地
启示了在属人历史里的神圣历史。神圣的历史是三
一神在人性里的神圣奥秘，开始于已过永远里永远
的神和祂永远的经纶；继续于基督的成为肉体；祂
的死、埋葬和复活，使神的救赎和救恩传布给地上
的万民；祂将终极完成的灵浇灌下来，以产生召会，
作三一神团体的彰显；祂要第二次来临，作万国所
羡慕的和公义的日头；祂要带着作祂军队的得胜者
同来，击败敌基督和他的军队；祂也要在千年国里
在锡安掌权。至终，国度要终极完成于新天新地里
的新耶路撒冷，直到永远。新耶路撒冷将是神的历
史终极完成的一步。 

我们需要清楚看见这两个历史—物质的人类
历史和奥秘的神圣历史。我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看
见。人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是外在的。神圣的历
史，就是神同着人并在人里的历史，是内里的。 

应用：在职者・大学院生篇 
如果你的人生只是人类的历史，即仅仅是学习、

考试、毕业、工作、结婚、养育孩子、购买房子等
的话，这是只有外壳的人生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外
壳自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但是外壳里面如果有了
神圣的核仁，因为这核仁，外壳将会变得有价值。 
哥林多后4:6 因为那说光要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
已经照在我们心里，为着光照人，使人认识那显在
耶稣基督面上之神的荣耀。 
7 但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超越的能力，
是属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7节FN“但是”：神照在我们心里，带给我们一个宝
贝，就是那是神的具体化身，作了我们的生命和一
切之荣耀的基督。但我们盛装这宝贝的，却是没有
价值且脆弱的瓦器。无价之宝竟盛装在没有价值的
器皿里！这使没有价值的器皿成为新约的众执事，
有无上宝贵的职事。 

作为在职或者研究者的你，为了使你的人生有
意义，即在你人生的外壳里添上神圣的历史。请你
实行这两件事： 
①来参加召会的聚会、 
②不按照肉体，而是按照灵来生活、聚会。 

提摩太后3:2因为那时人要成为爱自己者、爱钱财
者、自夸者、狂傲的、毁谤者、违背父母的、忘恩
负义的、不圣的、 
3 无亲情的、不解怨的、好说谗言者、不能自约的、
性情凶暴的、不爱良善者、 
4 卖主卖友者、卤莽行事的、为高傲所蒙蔽的，宁
愿作爱宴乐者，不愿作爱神者、 
5 有敬虔的外形，却否认了敬虔的能力；这等人你
要躲开。 

召会不是为了满足你肉体的欲望的地方。即爱
自己、个人主义、高傲、没有感谢、卖主卖友、爱
宴乐、拜偶像、唬弄、嫉妒、愤怒、分裂、分帮结
派、虚荣等。在这个世界满了肉体的情欲，但是因
为召会是神的王国，绝对不可以把这些带到召会的
聚会里。如果按照肉体来聚会的话，你会被蝗虫吃
尽，反而陷入痛苦。 

例如，因为圣徒对你的申言说阿们的时候，不
如对别的姊妹的时候声音大，你就感到嫉妒、生气。
因为自尊心不直接向服事者说，而用别的理由抱怨
那个姊妹。这证明你在聚会中是在按照肉体而活。
把神圣的聚会和肉体的情欲混为一谈的是巴比伦
的原则。主恢复的召会生活，拒绝一切的这种行为。
愿主怜悯你，黑暗被光照，向主认自己的罪，照着
灵来参加聚会！主在你堕落的时候，也在用慈绳爱
索牵引着你。  
祷告：“哦主耶稣，愿我的生活里有神圣的历史。
为此我需要照着灵来生活、参加聚会。不可将肉体
的情欲带进神圣的聚会。这是巴比伦的原则。请暴
露我内心的黑暗。我向你悔改认罪。不要让我的一
生成为只有外壳的人生。”  



Crucial Point⑵:为着基督身体的生活奉献时
间，这样日常行事、求学、职业、事业，就会

成为今天在地上神在祂历史的一部分 
罗 12:1-2 所以弟兄们，我借着神的怜恤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这是
你们合理的事奉。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
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
喜悦、并纯全的旨意。 
OL1:我们需要思考，我们仅仅是活在人类的历史
里，还是也活在神圣的历史里。 
OL2:我们的生活、日常行事、求学、职业和事业，
都必须是神今天在地上，在祂美妙且超绝行动中
之历史的一部分。…当神在祂的历史中，在爱祂
的得胜者里奋力活动并行动时，我们必须与神是
一。 

我们都在人类的历史里出生，却在神圣的历
史里再生，重生。现在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是活在神圣的历史里，还是仅仅活在人类的
历史里？我们若活在这个世界，就是活在人类的
历史里。但我们若活在召会中，就是活在神圣的
历史里。在召会生活中，神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
史。现在这两方—神和我们，有同一个历史，就
是神圣的历史。这就是召会生活。 

在神圣的历史中有一个新造—新人同着新
心、新灵、新生命、新性情、新历史和新的终结。
赞美主。 

要作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作今日的得胜者，
答应主当前的呼召，并应付主在祂恢复里当前的
需要，仅仅作一个所谓的好弟兄或好姊妹，经常
参加召会聚会，行为正直，过一种在人看来相当
完全的生活，根本是不够的。当神在祂的历史中，
在爱祂的得胜者里奋力活动并行动时，我们必须
与神是一；这就是说，在生命上，在生活上，并
在我们今天地上全部的行动上，我们都必须与神
是一。我们必须写神今天的历史！我们必须与那
奋力活动的神是一而一同往前！在祂里面！同着
祂！凭着祂！也是为着祂！我们必须是有活力的、
活泼的、活动的！我们必须作今日的约书亚和迦
勒，为基督据有神所应许之地为业，使我们得以
成为祂的产业！我们必须作今日的路得，转向神
的经纶，进入以马内利之地，与基督成为婚配，
使我们得以生出基督，来应付人今日的需要。 

应用：新人和青少年・大学生篇 
在主的恢复中，应该兴起许多爱主,为主和

召会生活奉献自己的年轻人。对于这样的人来说，
日常生活、学业、工作和事业会成为神圣历史的
一部分。如果你只是单纯地生活在人的生活中，
即使在经济上得到了祝福，它也只是外壳，没有
任何价值。罗马12章的奉献、是为着实际的召会
生活的奉献。将身体献上，就是实际奉献时间。
神的经纶是指你为基督身体的生活，为召会生活
腾出时间。如果你爱这个世界，只是活在人类历
史上，你的日常生活中就没有神圣的历史。 

 

啓18:12 这货物就是金、银、…13 人口。 
FN“人口”：直译，人的魂。巴比伦所贩卖的货
物，头一项是金，末一项是人口。人口就是为了
被雇用而贩卖自己的人。这不仅描述要来的巴比
伦，也描述今天的世界。人把自己的魂、生命和
自己卖给职业，忽视了神和他们永远的定命。 

例如，你不要在互联网游戏或Youtube等上
花太多时间。你的本分是学习，是工作。还有，
为了你的本分得到祝福，你还需要实行基督身体
的生活。你需要献上自己的身体，时间。一天有
24小时，如果你在互联网上花太多时间，就没有
时间去学习、工作和实行召会生活了。 

不管是什么原因，当你因为学习忙、社团活
动忙、工作忙、工作来往忙等原因而远离聚会时，
请想起召会生活是神的经纶，在灵里祷告，在主
里重新思考吧。并且和属灵同伴一起交通祷告吧。
神的经纶不在于你的努力。你只要向主敞开，向
同伴敞开，享受主的恩典，在恩典中工作就好。
在耶利米书中结晶读经#8，艾德弟兄说，“作为
神的子民，我们必须带上的印记是，我们与神一
同安息，享受神，首先是神所满足的事。然后，
我们和满足我们的一位一起工作。此外，我们不
仅与神一起工作，而且借着与神是一而作工，并
有神作为工作的力量和劳苦的活力。” 

决不能想着“和世上的人一样做会更轻松，
做不同的事情很困难，所以还是算了吧”。你只
要敞开心，運用灵，接受和享受主的恩典就好。
你所享受的基督在你里面成为力量和活力，去做
一切的事。如果你不享受主，不把时间献给召会
生活、身体生活，那么你的人生只有人类历史，
没有神圣的历史。这样的学生生活，在职生活没
有主同在，没有主的力量、活力与你同在。没有
力量对抗这世上的趋势。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和同
伴一起享受主，学习把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时间，
一点一点地奉献。愿主的恩典与你的灵同在！ 
祷告：“哦主耶稣，虽然我每天都忙于学习和工
作，但如果没有召会生活，我的人生就会变得毫
无意义。赎回时间，有分于主的话语，祷告，与
主交通，参加聚会。我需要写神今天的历史。为
此，我会把自己献给主。请主得着我的时间。与
神成为一继续往前！阿们！” 



Crucial Point⑶: 起来为着主的恢复站住，在
身体里各个肢体尽功用。这是终极的时代，神
要完成祂的定旨，把主带回来。那样的话，你

的生活不会有任何问题 
启 19:7 我们要喜乐欢腾，将荣耀归与祂；因为
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罗 12:4-5 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但
肢体不都有一样的功用；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
里是一个身体，并且各个互相作肢体，也是如此。 
OL1:按照神的经纶，祂要管治世界，产生一个局
势，使以色列作祂的选民，得着召会作祂奥秘的
子民，并得着列国作神永远国度里的百姓；我们
若看见这个，就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人生的意
义何在。 
OL2:我们需要对神的经纶有清楚的异象，并受这
异象支配、管制、指引、保守并保护；今天在主
的恢复里，我们必须在神经纶的异象上是刚强而
不摇动的。 
OL3:至终，身体生活要达到罗马十二章的实际，
这要预备好新妇，为着主的再来。 
OL4:“要对神终极的行动有负担。然后你会看见
神与你是一，你的生活不会有问题。” 
OL5:“起来为着主的恢复站住。这是终极的时代，
神要完成祂的定旨，把主带回来。” 

我知道我所看见的是什么，我知道我所教导
的是什么，我也知道我供应给主子民的是什么。
我们若有神经纶的异象，自然会只有一个拣选、
爱好、口味和职事。我们会只在意包罗万有、延
展无限的基督，以及真正、正确的召会生活。今
天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在神的经纶—神永远旨意
的异象上，必须刚强，不可摇动。因着保罗看见
了这异象，并忠于这异象，他就能非常刚强。我
们都需要这样刚强并稳固。 

我们必须看见我们…重大的责任。首先，我
们必须正确、充分且真实地传扬福音。其次，我
们必须将圣经教导人，带人完全认识真理。我们
必须是一班真正尊重并认识神圣言的人。第三，
我们必须放下各种宗教和实行，照着圣经来在一
起。我们必须照着圣经，没有组织，单单是真实、
合乎圣经、真诚、重生、得救、蒙血洗净的基督
徒，在主耶稣的名里来在一起聚会。 

主的恢复不是一项普通的基督教工作。主的
确给我们看见了一点祂在这地上终极的行动。你
必须将所听见的带到主面前祷告。你必须跟你的
妻子或丈夫，跟你所亲近的人，一再交通。 

应用：服事者篇 
罗马书12章首先叙述了为了基督的身体生

活奉献你的身体，也就是奉献时间，之后，述说
了各自是基督中的肢体，有各种各样的功用。请
你在基督的身体中，为了基督的身体尽自己肢体
的功用。因着各自尽肢体的功用、带来罗马书12
章的实际，预备主的再来。 

各自为了身体的建造而尽功用，最重要的功
用在哥林多前书14章，就是在召会的聚会中人人
都申言。申言是为了神，向人说出神。为了申言
①祷读，研究，背诵，讲说(祷研背讲)主话，②

在日常生活中凭灵而行，③在神圣的光下、理解
和经历人类历史中的神圣历史，④预备并总结申
言，⑤带着当下的灵感讲说，⑥讲说神的话语时，
讲说圣经的启示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⑦讲说神
的话语，应该为了使听的人得着建造，鼓励，安
慰。 

并且我们都是新约的福音的祭司，为了福音
和牧养新人，请和弟兄姊妹一起每周出去。为了
福音和牧养，需要代祷和行动。 
    罗马12章在积极的一面讲述了奉献身体，在
消极的一面警告不要爱世界，心思不要模仿这个
世代。 
罗12:2 （心思）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
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
悦、并纯全的旨意。 
耶利米哀歌結晶读经#9 OL：这个世界首先是属
埃及的，然后是属巴比伦的/撒旦掠夺了人、使人
只顾到自己的生存，而不为了神的定旨而生存/
神呼召我们的目的的一面，是为了使用我们，把
其他人从撒旦以及这个世界的掠夺和暴虐中带
出来/巴比伦的原则是，混合人与神的话语，混合
属肉体的和属灵的/巴比伦的王尼布甲尼撒、烧
了在耶路撒冷的神殿，掳掠了在圣殿中用以事奉
神的圣别器皿，将其大部分带去巴比伦，放在他
神的庙中。 

若爱世界，心思就会模仿这世代，与世人思
念相同的事，开始走上同样的道路，无视神的旨
意。神必定审判埃及和巴比伦。现在你应该靠着
主的恩典，从那里出来，为主在地上终极的行动
尽责任。 
祷告：“哦主耶稣，作为一个服事者，为了主的
再来，我愿意恢复罗马书12章里的人人尽功用的
召会生活。为此不能爱这个世界，心思不能模仿
这个世代。求主保守我能正确的读经，向人们传
完全的福音，把人带到神里。对神终极的行动担
起责任，这样神会顾到我生活的需要。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