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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讚美主給我們有機會一同聚集在祂面前，我們這一次聚會的

主題乃是在基督里和基督在我們裡。慕安德烈他曾說過這樣的話：救

恩不光是罪得著赦免和上天堂，救恩乃是在基督里和基督在我們裡。

神把祂的兒子賜給我們是為著要住在我們裡面，這是救恩的開始也是

救恩的終極，這一個是完全的救恩，所以這一次我們一同在這裡交通

的就是這一個完全的救恩，在基督裡是給我們看見神在基督里為我們

成功的一切，基督在我們裡，是給我們看見，聖靈怎麼樣把基督所成

功的一切做在我們裡面。 

在基督裡是我們今天的地位，基督在我們裡面，是我們要經歷的

那一個現象。在基督裡，這是我們所相信的，基督在我們裡面，是我

們需要學習順服的。所以我們看見說，一起都是在基督裡，並且一切

都是基督在我們裡面，我們的弟兄昨天晚上已經提醒了我們，我們整

個基督徒的生活都是在基督里和基督在我們裡面，除了基督之外我們

沒有任何的地位。如果不是基督在我們裡面，我們也談不上什麼光景。

只有在基督裡是真理，只有基督在我們裡面是經歷，凡不是在基督裡

的都不是真理，凡不是基督在我們裡面的都不是屬靈的經歷，唯有基

督是我們一切的一切。 

在基督的救恩裏有一件非常奇妙的事，這是所有世界各宗教所沒

有的。那一個奇妙的點就在一個很小的字上。在我們中文裏頭我們要

有幾個字，但是在英文裏頭只有一個字，那個字就是「在裏面」，這

個「在裏面」（in）乃是神救恩的一個特點，這一個是世界所不懂也

是世界所沒有的。這是人所沒有辦法做成的，只有神能做這樣的事。

我們今天與我們主的關系都是在裏面，主與我們的關系也都在裏面，

我們與主的關系不是外面的關系，祂與我們的關系也不在外面的，一

切外面的都不是真的，唯有在裏面的才是實際，感謝贊美神，今天我

們與祂，祂與我們的關系是一個裏面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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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是天然的人所不能明白的，我們記得當我們的主在地上的時

候，祂多次要把這個裏面的關系交通給祂的門徒，祂多次告訴祂的門

徒說：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但是祂的門徒始終不明白，因為人

只能在旁邊不能在裏面，這是人所辦不到的事。甚至於到了那一天的

晚上，就是我們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你記得腓力還在主的面前問這

個問題，在約翰福音 14 章 8 節，腓力對主說：主啊，如果祢把父向

我們顯現一下，我們就滿足了。我們的主耶穌就對腓力說：我與你這

麼多久，你還不知道嗎？你不知道你看見我就是看見父嗎？我在父裏

面，父在我裏面你不相信嗎？因為這一個裏面的東西不是天然的人所

能明白的，但是感謝贊美神，等到真理的聖靈來了，祂就要住在我們

裏面，並且祂要把這個裏面的關系不但讓我們知道並叫我們來經歷。

我們的主說到了那一天，就是到了主復活的那一天，聖靈就來住在我

們裏面在那個時候你們就知道——我在父裏面，你們在我們裏面，我

也在你們裏面。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今天我們與主的關系，是根據父與子的關

系。父與子怎樣彼此在裏面，照樣我們今天與我們的主也是彼此在裏

面，這一個是我們這一次要交通的，也像我們弟兄昨天晚上所說的這

是最基本的東西。不但是最基本的，也可以說是最高超的。我們的弟

兄他的那一份是講基督在我們裏面，我的那一份是要交通在基督裏。

請我們打開聖經看歌羅西書第一章，歌羅西書第一章 19 節，因為父

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他裏面居住。 (歌羅西書 1:19 ）第二章第 9節

和第 10 節上一半，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

裏面， 你們在他裏面也得了豐盛。（歌羅西書 2:9-10a） 

請我們低頭禱告：我們的主我們已經讀了祢的話，現在求祢的聖

靈點活祢的話在我們眾人的心中，但願從禰的話語的裏面我們能看見

祢自己，吸引我們，叫我們快跑來跟隨祢，奉主耶穌的名，阿門！ 

在基督裏，今天早晨我們要交通一點什麽是在基督裏，在基督裏

面究竟有些什麽？也可以說基督的意義是什麽？究竟我們在基督裏

面看見些什麽東西，基督對我們是怎麽一回事？我想最容易叫我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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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乃是用一點那個舊約的預表，因為舊約的預表乃是把我們的主用

一個比較能明白的方法來把祂說出來，好像這個圖畫一樣。神把以色

列的百姓從埃及拯救出來，目的是要把他們帶到迦南那個地方去。我

們的神給我們看見說這個迦南的美地乃是流奶與蜜之地，奶乃是我們

生活上的一個必需品，蜜是叫我們在生活上面多有享受。也可以說奶

是動物的豐富，那個蜜也可以說是植物的豐富，因為蜂是從樹裏面花

裏面來支取它的豐盛。 

我們知道迦南美地乃是神賜給以色列百姓的，以色列百姓是神地

上的子民，所以神給他們的應許和產業也是地上的。我們今天乃是神

天上的子民，神說給我們天上的基業，所以迦南在聖經裏面是預表基

督，埃及代表世界。神把我們從世界裏拯救出來，把我們帶到迦南就

是把我們帶到基督的裏面去。我們的迦南乃是主耶穌基督，祂實在是

流奶與蜜之地，因為主說我來了是叫人得生命並且得著更豐盛的生命。

以色列的百姓還沒有進迦南之前，神就把迦南美地描寫一點給以色列

人看見，神用這個方法來吸引他們的心，叫他們迫切的願意要進到迦

南去。雖然他們還沒有進入迦南，但是神已經把迦南描寫了一點給他

們聽了，這個我們在申命記裏頭就能看見一點。 

請你們看申命記第八章，申命記第八章從第 7節念起，第八章第

7 節因為耶和華－你 神領你進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從

山谷中流出水來。 神要帶以色列人所要進入的那個迦南地是一個美

地，我們記得當我們的神創造天地的時候，祂造了一件的東西，祂看

了一下就說好，在這個六天之中只有第二天祂沒有說好，不是祂所創

造的不好，乃是有一些不好的隱藏在裏面。這個不是我們今天的題目，

不過如論如何你看見說神把萬物造好了之後祂說甚好，那就是說神看

著這些心裏覺得滿意，因為是照著祂的旨意來造成的，乃是祂所喜悅

的。那這一個「好」字和我們這裡的「美」字是一個字。所以神給我

們看見說那個迦南地是一個「好」的地，是祂心目中所滿意的一個地，

是叫祂覺得喜悅的地。那弟兄姊妹這是不是就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呢？

當我們的主在地上的時候，三次天開了，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

子，是我所喜悅的。神看著我們的主，祂說：「好」，這個就是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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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所要的，這一個是給我裡面有滿足喜樂的，這個就是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 

在那個地方有河、有泉、有源，在這裡給我們看見在那個地裏面

水的供應是非常豐富。我們知道我們人需要水，我們需要水勝過需要

食物，如果我們沒有水的話，我們不能生活，但是在迦南地你看見有

各種各樣的水在那裡，我們中文裡翻「有河」，在英文裏翻是「water 

brooks」。那個溪水你就記得說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樣，詩篇 23篇說，

神帶領我們在可安息的水邊，在那個很平靜的水裡面，你不但能飲這

個水，這個水也能夠反照你這個的形狀。那裡有泉，就是從底下從裡

面湧出來的水，並且是湧流不息。在那裏也有源，英文裏是「deep 

water」，換一句話說是有很深的水在那裡，所以你看見這個水不但

是平靜的水、不但是湧流不息的水、也是很深的水。而這個水呢，乃

是從山谷裏頭流出來的我們中文就把山谷合在一起，在英文裏頭是山

與谷。弟兄姊妹這個也是描寫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我們知道我們的主

在地上的時候，在約翰福音第四章裏頭祂對撒馬利亞的婦人說：你如

果喝了我所賜給你的水，這個水要在你裏面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 

在約翰第七章裏頭，在這個住棚節最後那個大日的時候，我們的

主在那裏說：到我這裏來，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的「從祂的腹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所以在我們主裡面，就滿了這個生命的水，

我們知道生命的水就是代表聖靈的水。約翰福音第三章 34 節告訴我

們說，神賜給我們主的聖靈是沒有限量的，在我們主裡面滿了生命滿

了聖靈，生命在祂的裡面，這生命就是人的光。祂不但是因著聖靈生，

祂也是被聖靈所膏，聖靈充滿在祂的裡面，這個就是我們的主。 

所以我們來到主的面前，我們喝了祂的水就永遠不再渴了。在那

裏不但有這些東西，那裏有小麥、大麥、葡萄樹、無花果樹、石榴樹、

橄欖樹和蜜，不但有水來供應我們，並且在那個地方有各種各樣的食

物來供應我們。小麥乃是這個人的食物，大麥在當時的時候是那些窮

人的食物，我們看見說在主裏面有豐富的食物，我們記得主耶穌在約

翰福音第六章說：我就是生命的糧。我們的主給我們一切我們屬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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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需要的食物，並且在那裏還有各種的樹木結各種的果子。 

如果我們看士師記第九章的話，我們記得在那裏有一個比喻，這

是約坦他在那裏用的一個比喻，在那裏就說在樹林中間他們要選一個

領袖，第 8節：有一時，樹木要膏一樹為王，管理他們，就去對橄欖

樹說：‘請你作我們的王。’ 橄欖樹回答說：‘我豈肯止住供奉神

和尊重人的油，飄搖在眾樹之上呢？’ 樹木對無花果樹說：‘請你

來作我們的王。’ 無花果樹回答說：‘我豈肯止住所結甜美的果子，

飄搖在眾樹之上呢？’ 樹木對葡萄樹說：‘請你來作我們的王。’ 

葡萄樹回答說：‘我豈肯止住使 神和人喜樂的新酒，飄搖在眾樹之

上呢？’。 

所以你在這裏看見有各種各樣的樹木在那裏，葡萄可以做成酒叫

人喜樂，無花果樹是叫我們得著力量，橄欖樹可以榨成油叫我們被膏，

石榴樹在雅歌裏頭給我們看見它結的果子是非常的豐富非常的美麗，

蜜是叫人的眼目能明亮。你記得掃羅的兒子約拿單他吃了一點的蜜，

他的眼睛就明亮了，所以這裏給我們看見說，神不但供應我們必需的

生活上的食物，祂也叫我們有豐豐富富的享受，那弟兄姊妹們這是不

是都在我們主耶穌基督裏面。祂不但是我們生命的糧，祂也是我們的

喜樂，祂也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隨時的幫助，祂叫我們的眼目明亮，

叫我們得著安息，這是我們的主。 

底下第 9節又說了，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無所缺。那地的石頭

是鐵，山內可以挖銅。 那裏不但有水，不但有食物，並且你看見有

銅有鐵，可以做成器皿，也可以做成器具，不但能耕田也能打仗，也

可以用銅和鐵來建造銅墻鐵壁，叫人能得著保障。所以你就在這裏看

見，在我們的基督的裏面，祂給我們有豐豐富富的供應，叫我們因著

祂的緣故能得勝並且有余。你要進去得為業的那地，本不像你出來的

埃及地。你在那裏撒種，用腳澆灌，像澆灌菜園一樣。 你們要過去

得為業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潤之地，是耶和華－你 神所眷

顧的；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 神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申命

記 11:1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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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給我們看見說迦南地和埃及地是完全不相同的，我們知道埃

及地在聖經裏就是代表世界，這個世界雖然是豐富的，但是需要你用

你的人力去生產的，因為在埃及地這個地方人要耕田的話，要用腳來

車水，從這個河裏面把它推上這個田地裏面，這個我想年輕的弟兄姊

妹恐怕就不太懂了。如果你生長在我們故鄉的話，你就看見說耕田都

是人在那裏用腳在那裏車水，好容易把這個水打到草甸裏頭去，這樣

才能靜靜/盡力的過生活。 

世界就是這樣，人在世界裏，用盡他的精力，結果還不是捕風捉

影，虛空的虛空。但是我們的主就像迦南地一樣，迦南也是代表豐富，

在主裏面有豐富，這個豐富啊我們來得著與在埃及完全不同，不是靠

我們人工去得著的，乃是神賜給我們，神的眼目一直在那裏看顧這塊

地，按時就降春雨和秋雨。所以實在是可以說我們是不勞而獲的，並

且那個享受是無窮制的。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的主就是那一塊的地，

我們的主生長在神的面前如同嫩芽一樣，神的眼目一直眷顧祂，所以

從祂那裏我們就白白的得著一切的豐盛。 

我們在看第六章，第六章第 10 節和第 11 節，“耶和華－你的 

神領你進他向你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給你的地。那裏

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 有房屋，裝滿各樣美物，非你所

裝滿的；有鑿成的水井，非你所鑿成的；還有葡萄園、橄欖園，非你

所栽種的；你吃了而且飽足。在那個迦南地以色列人進去的時候，看

見說已經有又大又美的城市已經建造在那裏了，不是他們所造的，他

們就很現成的就在那裏進到城市裏面去了。城是讓我們看見是一個保

障，城也是讓我們看見有一個團居生活，在一個城裏面就有它的次序，

在城裏面有它的安息。所以這個就是給我們看見說我們的主就是我們

的避難所，祂不但是我們的避難所，並且世世代代做我們的居所，我

們居住在基督的裏面，得著祂的保護，享受那一個團體的生活，也伏

在元首基督的底下，因為神已經把我們從黑暗的權勢中拯救出來，把

我們遷到祂愛子的國度裏面，不但有城也有房屋，房屋裏面充滿了美

物，不是我們所裝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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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記得主耶穌在約翰第十四章裏面告訴祂的門徒說：在我父的

家裏有許多的住處，這裏的「住處」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講可以有許多

的 apartments，不是許許多多的房子，你有你的房子，他有他的房子。

感謝神我們只有一所大房子，這個房子大到一個地步我們每個人就有

一個 apartment，我們每一個人在基督裏都有我們一個地位，並且裏

面滿了美物。神的恩典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豐豐富富的，並且這個井

已經挖好了，叫這個水能永流不息，葡萄樹橄欖樹都已經栽好了，不

用我們自己去費力的，我們就來享受祂為我們預備的一切。那麼弟兄

姊妹，這個是給我們看見一幅的圖畫，給我們看見在基督裏面那個豐

盛，但這個不會是影兒，現在我們要看那個實際，我們要回到新約裏

面去。 

在歌羅西第一章裏面給我們看見說，神——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

在祂裏面居住，第二章第 9節，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型有體的居

住在基督裏面。弟兄姊妹在基督裏，我們要進到基督裏面之前，神先

給我們看見在基督裏面有些什麼，他給我們看見說在基督裏有神本性

一切的豐盛。誰能測度神本性一切的豐盛呢？誰能完全明白神祂自己

是怎麼樣的一位神呢？我們今天說能知道關乎神的事乃是因著祂的

啟示，如果祂不把祂自己向我們啟示，我們怎麼能明白祂呢？但是還

有許許多多隱秘的事沒有啟示的是出於神的，沒有人能測量神的本性

的豐富。 

所以保羅他在那裏寫以弗所第三章的時候，他在那裏說何等的長

闊高深，不能描寫的，誰能知道神的愛呢？感謝神，祂啟示了我們，

叫我們能知道一些祂的愛，但是神的愛是無限量的，我們所嘗到的不

過是愛裏面的一點點，神的愛是無窮盡的，我們今天稍微知道一點神

的公義，但是誰能知道神的公義是怎樣的公義呢？我們今天知道一點

神的性情乃是聖潔的，因為祂是聖潔的祂要我們也聖潔，但是我們所

能經歷的聖潔與祂的比的話那不知道差多遠。我們知道神是光，我們

今天如果行走在光中，如同祂住在光中，就彼此相交，神兒子耶穌基

督的血也洗凈我們一切的罪，但是我們今天所認識的神生命的光，不

過是一點點，神這個光是無限量的，神的榮耀誰能明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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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他能看見一點神榮耀的形象，好像光輝的精金一樣，我們今

天稍微摸著了一點神的榮耀，但是神的榮耀是誰能測度的呢？祂是全

知、全有、全豐的神，神本性的豐富乃是遠超過我們所能想象的。我

們今天不過嘗到一點點，需要在永世裏面我們去明白祂，我們需要與

眾聖徒一同來明白祂，但是神本性一切的豐富都在基督的裏面。我們

可以這樣說，除了基督之外，你找不到神；除了基督之外，你不能嘗

到一點神本性的豐富，神把祂的自己全部都放在祂兒子的裏面，這一

個就是在基督裏，神本性一切的豐富，都居住在基督裏，不但是這樣，

神永遠一切的旨意也都是在基督裏。 

以弗所第一章第 10 節，「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 」神一切的旨

意都是在基督裏面，除了基督之外神沒有旨意，因為在神的心目中只

有祂的兒子，祂愛祂的兒子，所以祂為著祂的兒子定了一個旨意，祂

立祂的兒子承受萬有，祂要把萬有都賜給祂的兒子做產業，因著這一

個祂才創造萬有。弟兄姊妹萬有存在的目的乃是為著神的兒子，你我

被造的原因乃是為著神的兒子，祂把你我賜給祂的兒子，這個就是主

在約翰十七章的禱告：父啊，祢所賜給我的人。你就看見說一切都是

為著祂的兒子，萬有都是在祂兒子裏創造的，是藉著祂的兒子創造的，

也是為著祂的兒子創造的，祂也是把萬有連結在一起的。我們看見說

神所有的旨意都是在祂兒子裏面，弟兄姊妹你如果要在基督的外面去

尋找神的旨意你永遠找不到，你如果要知道神在你身上的旨意，神對

你這一生有什麼旨意，如果你要在基督之外去找你找不到，所以我們

今天看見世界的人活在地上是沒用旨意沒有目的的，因此人活在地上

也沒有意義。 

但是感謝贊美神，我們在基督裏我們找到了人生的意義，我們才

知道神在我們身上的旨意是什麼，不但是如此，我們看見神一切的計

劃、一切的工作也都在基督裏面。這是以弗所第一章第 11 節，「我

們也在他裏面得了基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作萬事的，照著他旨

意所預定的。」在我們中文聖經裏頭，翻譯上面就有一點難處，如果

在英文裏頭你就能看的清楚一點，在這裏給我們看見說神在那裏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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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都是照著祂旨意的計劃來作的。神不但有一個旨意，神也有一

個計劃，計劃就是把神的旨意計劃出來的，然後呢神就用祂的能力來

照著祂的計劃根據祂的旨意來完成。 

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見說神一切的計劃都是在祂兒子裏面，神一

切的工作也都在祂兒子裏面，如果你還在基督之外另外有計劃的話，

你就看見你那個計劃乃是一個虛空的虛空。我們只有在基督裏能找到

神的計劃，如果你在基督之外有所工作的話，這個工作是神所不悅納

的，只有在基督裏的工作才是神的工作，所以要看見這一切也都是在

基督的裏面。 

不但是如此，神所有的應許也都是在基督裏面，在哥林多後書第

一章第 20 節，哥林多後書第一章第 20節「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著他也都是實的，叫神因我們得榮耀。 」

不管神的應許是對亞當的應許——女人的後裔要傷蛇的頭，蛇要咬傷

他的腳跟；不管是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萬國都要因你的後裔得

福；不管是神對大衛的應許———他的子孫要坐在他的位上直到永永

遠遠；不管神接著眾先知的所有的應許，我們看見神所有的應許在基

督裏都是實在的，因為所有神的應許就是基督。在基督裏，所有神的

應許都應驗，在基督外面神沒有應許，在基督外面神的應許也不能實

現，所以藉著祂也都是阿們！不但基督是神所有的應許，也只有基督

來完成神所有的應許，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見說一切的一切都在基督

裏。 

在歌羅西第一章 19 節所說的，神喜悅叫一切的豐盛都居住在基

督的裏面，在這個原文的裏面，第 19 節和 2 章 9 節有一點不同。一

章 19節裏頭，它沒有講神本性，它乃是說一切的豐盛，所有的豐盛，

那麼到了第二章 9節裏面神本性一切的豐富，無論如何我想弟兄姊妹

到了這個時候我們應當看見了，你要看見說神的一切都是在基督裏面，

我們在祂裏面也得完全。在歌羅西第二章第 9節裏，神本性一切的豐

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裏面，我們要特別註意有形有體這四個字，

什麼叫做有形有體呢？我個人相信這句話是指道成肉身說的，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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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祂是神，神本性一切的豐富都在祂裏面，凡是神的都是祂的，

因為祂與父為一，但是祂降卑到這個地上來做人，祂穿上了一個人的

身體，弟兄姊妹雖然祂穿上了一個人的身體，但是神本性一切的豐盛

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祂裏面，祂雖然到地上來做人，祂仍然是神，雖

然外面是一個人的身體，裏面是神本性的豐盛，那為什麼需要這個身

體呢？ 

祂就是要把神本性的豐盛能帶到這個地上來，叫我們能得著這一

個豐盛，如果這個豐盛是在天上的話，我們在地上的人可望而不可及，

雖然是非常的榮耀但是我們沒有享受。但是感謝贊美神，主耶穌到地

上來做人，在身體的裏面祂把神的豐富顯露出來，不但叫我們看見神

的豐盛，祂的一生就是給我們看見神的豐盛、神的榮耀、神的愛、神

的恩惠、神的慈愛、神的公義、神的聖潔、神的光明，祂一生就是把

神本性的豐盛向我們顯明出來，祂藉著十字架的死，把這個豐盛釋放

出來，叫我們今天能接受這些的豐盛。 

所以到了第 10 節就說了，我們在祂裏面得以完全，這個變成非

常實用的問題。不是一個抽象的理論，這一個是一個實際我們能經歷

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們看見在基督裏那個豐盛，而這個豐盛因著主到

地上來做人為我們死的緣故，今天叫我們能得著。今天這一切的豐盛

都已經在基督裏賜給了我們，所以今天我們應當怎樣？弟兄姊妹我們

要看見我們的基督是這樣的為基督，多少次在我們的領會裏面我們的

基督是非常小的，雖然知道祂，我們只知道祂為我們流血，叫我們的

罪得著赦免，感謝贊美神我們知道祂是我們的救主，叫我們過去所犯

的罪都一筆勾銷，為著這一個我們永遠感激不盡，但是弟兄姊妹我們

所認識的基督就只是這一點嗎？神所賜給我們的基督就是這一點點

嗎？當神把祂的兒子賜給我們的時候，祂把萬有與祂的兒子都已經賜

給了我們。 

巴不得神打開我們的心眼，叫我們看見一位「大」的基督、「榮

耀」的基督、「豐富」的基督、「不可測度」的基督，我們看見這一

位基督乃是實在是豐富到一個地步，我們沒有辦法來形容祂，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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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的基督是這樣的一位基督呢？是不是因著他是那樣的一位

基督，我們就不要在祂之外有所尋求呢？為什麼今天我們認為基督不

夠呢？為什麼我們在基督之外我們還要去尋找呢？好像我們的基督

祂不能供應我們的一切。 

你知道在新約的裏面，比方說歌羅西的教會他們實在是信靠主，

他們也愛眾聖徒，他們實在是有一個追求的心，他們不但相信了主耶

穌，他們願意長大，但是可惜他們不在基督裏面去長大，他們在基督

之外要想尋求長大，那他們就落在所謂歌羅西的異端的裏面。歌羅西

的異端是什麼呢？一面乃是外邦的哲學，另外一面是猶太那個禮節，

他們就在這些的裏面想來尋求完全，好像基督不夠，要到世界的哲學

裏來尋找完全，要到猶太教裏的那些禮節裏面尋求完全，他們離開了

基督，這樣能長大嗎？不能長大，並且他們落在死亡的裏面，所以弟

兄姊妹們，我們不能在基督之外有所尋求。 

加拉太的眾教會也落在那個迷惑裏面，他們引聖靈入門他要靠律

法來成全，他們離開了基督要回到摩西去，結果我們就看見他們從恩

典裏面就墮落了。就是希伯來的聖徒也是這樣，他們要從基督裏面出

來回到猶太教裏面去，所以寫希伯來書的人就勉勵他們，給他們看見

基督比這一切的更美，基督比天使更美，比摩西更美，比亞倫更美比

會幕更美，比律法更美，基督是最美的，所以要我們望斷與基督，我

們不要看任何的東西，我們要單單仰望主耶穌，因為我們知道一切都

在祂的裏面。親愛的弟兄姊妹，在基督裏，我們需要看見在基督裏面

的豐富，這樣能吸引我們的心，叫我們能起來追求基督，巴不得在我

們的新約的裏面，除了基督之外不見一人。這是我們這次在這裏聚集

的目的，我們不見一人，我們只見耶穌，因為祂是我們一切的一切。 

我們低頭禱告：我們的神，我們感謝贊美祢，因為祢把一切的豐

盛都居住在基督的裏面，有形有體的在基督裏，好叫我們今天能蒙恩，

能在祂裏面得以完全。我們的神啊，求祢藉著密的聖靈開啟我們的心

眼，叫我們能看見祢所看見的基督，好叫我們來尋求祂像祢所註意的。

願基督得著一切的榮耀，奉主耶穌的名。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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