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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仍然是看提摩太後書第四章，我們從第六節開始：「我現在被澆奠，我

離世的時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

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

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祂顯現的人。」

然後請弟兄姊妹翻到啟示錄第二章，第五節：「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哪裡墜

落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你那裡，把你的燈檯

從原處挪去。」

第三章第三節：「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樣領受，怎樣聽見的；又要遵守，並要

悔改。若不儆醒，我必臨到你那裡，如同賊一樣。我幾時臨到，你也決不能知

道。」

二十節：「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

那裡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

再看歌羅西書第三章十五節：「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裡作主，你們也

為此蒙召，歸為一體，且要存感謝的心。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

富地存在心裡。」

信息的回顧與綜述

感謝主，我們都從弟兄們的交通裡面看到了我們在主面前所等候的，我們

願意主興起我們來作恢復基督的見證的器皿。在這樣的一個渴慕裡，我們首先所

面對的就是怎麼走這一條路，這一條恢復的路會叫我們遇到甚麼樣的光景。感謝

我們的主，弟兄們的交通給我們看得很清楚，因為主的話是那樣明確的說出來

了，我們會碰到許多的艱難；我們會碰到許多的反對；我們也會碰到許多的疑

惑；我們也會碰到許許多多的很嚴重的甚至是給踐踏的經歷。但是感謝讚美我們

的主，恢復的路所以滿了許許多多的不尋常的光景，乃是因為我們的主在我們

身上所顯明的那一個安排，或者說是定規，是非常非常的榮耀、豐富，帶著權柄。

弟兄姊妹很清楚記得我們說到救贖的那個恩典，乃是要把我們帶回神的面

前去完成神造人的那一個目的，不是停留在我們的罪得赦免，或者說僅僅接受

一個生命。那些是很重要的，但是那個是神的救贖的恩典在我們身上的起點，那

個起點走過了以後，前面還有一段路要走，按著神自己的那個安排，祂是要把

我們挽回拯救到一個地步，祂自己才感覺滿足，要叫我們這些人不單是成為兒

子，並且是榮耀的兒子。榮耀到一個甚麼的地步呢？就是祂起初造人的時候的安

排。感謝讚美我們的神，也因著這一件事情是那樣的榮耀，是那樣的偉大，所以

引動神的對頭就作了許許多多的對抗，牠一直動手、動心思、動各種各樣的動作，

要把在神裡面的人抓出去，叫他們離開神。

但是感謝我們的主，因著祂自己所作成功的事情，我們說一句最簡單的話，

祂是從根基上開始就把仇敵打倒了，所以從仇敵來的各種各樣的騷擾只不過是

增加我們更豐富的去享用，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的那一分榮耀的目的。保羅在最末

了的時候跟提摩太提到他整個屬靈的路程，他明明的說出美好的仗他打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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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跑的路他跑盡了，所信的道他已經守住了，因此等候在他面前的不再是任何

的爭戰，也不再是任何的路程，乃是神榮耀的賞賜，那個公義的冠冕在那裡等

著他從主的手裡接過來。

感謝讚美我們的神，這一個就是基督的見證整個的歷程怎麼成就在我們身

上。我們也很清楚的知道神所要作的工，神自己負責去完成。所以在我們自己這

一方面來看，好像我們要經過許多不太容易的事。但是感謝神，祂讓我們看見那

個結局，那個結局不是苦惱加上苦惱，乃是一切苦惱都停止，接下來的乃是神

榮耀的豐富。感謝讚美我們的主。我們接下去要留意在整個屬靈的經歷上面，我

們所面對的一些事實。按著主自己所作的，祂已經站在一個完全的、絕對的、得勝

的地位上面，也收取了那個得勝的結果。所以祂從死裡復活升到天上，並且坐在

父神的右邊。這一個事實，神的對頭永遠沒有辦法來更改的。祂是根據這樣的一

個事實來引導在救恩裡承受神的祝福的人，來行走他們該走的路程。按著這樣的

設計來看，我們在救贖裡的人進到榮耀裡去，絕對是一帆風順的，不應該有任

何的困擾的。這個是我們想像裡的那種光景。

感謝我們的神，藉著我們弟兄們的交通叫我們看見，一面是說到我們墮落

的那種嚴重的光景，我們是何等容易的就落在以自己為中心的那一種光景裡，

另一方面呢我們又會覺得神給我們那個榮耀的恩典好是好，但是太遙遠了，好

像並不是我們眼前很迫切的需要。但是感謝讚美我們的主，祂知道我們的短缺在

哪裡，所以祂允許我們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擾，讓我們從許許多多困擾裡來知

道怎樣去脫離我們的愚昧，也學會了轉過來，去支取主的得勝，以主的得勝作

我們的享用。因此在我們的身上，我們幾乎說是我們每一個人，也許在我們想像

神的榮耀的旨意完成的時間好像在遙遠的將來，弟兄姊妹你特別留意我是說「好

像在遙遠的將來」，但事實上我們每天在那裡經歷那個屬靈實際的光景，如果那

個屬靈的光景在今天是一個事實的話，無論主的那個榮耀的結果顯出來的那一

刻有多遠，對我們還是非常的真實的。

我們有了這樣的一點體會，我們就要來解決一個問題了，甚麼問題呢？我

們說我們要經過美好的仗，我們要走完我們該走的路，弟兄姊妹，一個問題就

擺出來，你根據甚麼來說明你所打的那個仗是美的，你根據甚麼來說你走過的

路是對的？如果你沒有找到那個根據的話，當然你可以提出很多的理由，但是

那些理由第一是不是可以接受是一個問題，第二那些理由是不是把你帶進那個

你所想的結局裡又是另一個問題。但是我們感謝主，因為祂老早給我們看見整個

屬靈的事情的發生，每一樣都是根據神自己的話語的發表來給我們預先知道，

不單是預先知道哪些事情會發生，並且是預先知道那一個事情經過了以後那個

結局是怎麼樣，這就牽到我所負責要交通的這一個持守神的道的問題。

感謝我們的神，我們確定我們那個仗是打對的，我們走的那條路是準確的，

因為是神自己的話語在那裡作印證，神的話語不單是給我們看見有甚麼事情會

發生，祂也讓我們留意得到在整個路程上面會有甚麼樣的情形出現。更寶貴的，

祂老早就給我們宣告那個結局是得勝。所以上一次和弟兄姊妹交通的時候，我就

非常肯定保羅的那一個把握，他的把握乃是說不管他遭遇到甚麼的事情，得勝

也好，軟弱也好，甚至落在危險中也好，他有一個事實沒有失去，那就是神的

兒子是他的目標；神的兒子是他能力的供應的來源；神的兒子是他經歷那些事

情以後，他要所得著的那一個獎賞。

我們領會到這些事情的時候，我們就發覺，神的兒女個別人也好，神的兒

女聯結起來的那一個稱為教會的屬靈的團體也好，在眼見裡，我們的路好像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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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那樣的順利，我們是碰到許許多多的困擾，甚至有些時候落到一個地步，

我們用荒涼來說它是一點沒有過分。但是感謝我們的主，主說到這些情形的時候，

祂把教會所面對的這一些問題，讓我們有一個更全面的領會。是，我們有軟弱，

我們整體來說我們也有軟弱。但是為甚麼我們會軟弱呢？神的話既然那麼明顯的

給我們看見，祂的所是和所作已經作到了一個何等完美的地步，那麼我們去享

用祂的得勝、享用祂的那一個豐富，怎麼還會有我們的軟弱出現呢？我們感謝主，

主給我們指出問題來，讓我們知道我們的問題出在甚麼地方，我們就懂得怎麼

去在我們最軟弱的地方來接取基督的得勝，來繞過仇敵一切的騷擾。

主在啟示錄 2、3章對七個教會說的話

（一）五個教會有責備，兩個教會還未達到最滿意
我想許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啟示錄七封書信的內容，主在那七封書信裡對

教會說了一些非常明確的話。如果單是從字面上面來看，好像只是說出教會的一

般性的屬靈的光景，或者說是失敗，或者說是站立得住。但是我們很清楚的知道，

主給我們看到那七封書信，我們非常明白主的心意在哪裡。不管七個教會有五個

在主的責備的底下，兩個教會，原諒我這樣說，有主稍微的讚賞底下。嚴格說起

來，弟兄姊妹留意了，我是說嚴格的說起來，七封書信給我們一個感覺，全體

的教會都在軟弱的當中，全體的教會都沒有很完整的完成主對教會的安排。

為甚麼我會這樣說呢？弟兄姊妹，如果我們稍微注意一下的話，我們就會

注意到那些光景，我們特別注意到沒有給主責備的兩個教會，主滿意不滿意呢？

主滿意，但是我們不敢說是最滿意。弟兄姊妹，你自己都能感覺得出來的，原因

在哪裡呢？因為對這兩個沒有受責備的教會，主對她們仍然有一個等候，等候

甚麼呢？等候它們能夠進到最得勝的那一個地步。所以在這兩個教會裡，我們的

主仍然沒有減去或者說降低得勝者的那個呼召。從這一點上面，我們就看到了全

體的教會都需要主特別的憐憫，就算那兩個沒有給主責備的教會，她們也不能

停留在她們那個光景，她們是叫主得著滿意，但是我再說，那個滿意不是主的

最滿意。這是值得我們在神面前留意的這個點。

（二）從七個教會學功課
我們讀這七封書信的時候，我們會感覺得到主很重的心意在那裡是說出一

個事情！說到五個是倒下去的教會，也不能說她們完全倒下去，有些沒有全倒，

有些真的是可以說是全倒了，不管那個倒的程度是怎麼樣，我們留意到主是指

出她們落到這個地步的一個原因。那另外兩個在主面前給稱讚的教會，主也指出

她們在主面前讓主得著很大的喜歡的那個原因。我們把她們整個的，不管她們軟

弱也好，得勝也好，主所指出的那個問題說出來的時候，我們就看到我們這些

在主面前仰望等候主的人，我們該學的是甚麼功課。

我們怎麼可以被帶到一個叫主更滿足的那種光景？用我們這次的主題來說

就，是我們怎麼被帶到能把主的心意完全的恢復在教會裡。碰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想弟兄姊妹你注意一方面就夠了，因為你看到那一方面，你把它翻過來的時

候，你就看到我們在神面前蒙悅納能夠達到主最悅納的那一個原因在哪裡了。弟

兄姊妹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見，七個教會裡顯露的她們軟弱的原因，我把它特別

歸納成兩個事實。第一個事實，它們沒有守住主在教會裡的地位；第二個原因，

是這一個事情轉到實際那裡所發表的事實，他們怎麼不尊重主的地位呢？表現

在甚麼事情上面呢？這表現在他們不尊重主自己的話。雖然是兩個事實，其實嚴

格說起來是一個事實的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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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沒有守住主在教會裡的地位；不尊重主自己的話
我們稍微來留意一下，他們怎麼不尊重主的地位？弟兄姊妹，你很清楚的

看到一個問題，在教會的短缺裡，不是他們不知道主的話，不是他們沒有聽見

主的話，他們是聽見主的話，他們也知道主的話，就像舊約的以色列人也好、猶

大的人也好，他們被擄，他們被擄以前知道不知道他們的結局呢？他們知道不

知道神在他們當中一再給他們說話的內容呢？你不能說他們不知道，因為神是

用了不少的先知在那裡不停的對他們說話。神說話說得很清楚，沒有一點的含糊，

甚至說到一個很具體的事情，你們要被擄。以色列人聽到了沒有呢？猶大人聽到

了沒有呢？他們全都聽到了，但是聽到是一件事情，尊重神的話是另外一件事

情，所以神說你們這樣這樣這樣不行，他們說我們這樣、這樣，我們覺得很舒服，

只要我現在感覺舒服就是舒服嘛！這就是當時猶大跟以色列被擄前他們屬靈光

景的表明。如果神沒有跟他們說話，他們被擄了，他們可以在神面前發怨言：

「神哪，祢說祢愛我們，為甚麼我們要被擄了，祢都不向我們預先發一點警

告？」他們有沒有這個資格說這個話呢？他們根本就沒有，因為神對他們說話不

是說了一次，也不是說了兩次，神向他們說話說了好多好多次，他們聽是聽見

了，但是他們聽不進去。

為甚麼呢？問題不出在他們不聽神的話那個動作，那出在甚麼呢？出在他

們心裡沒有了主的地位。所以你讀耶利米書的時候，你很清楚的看到一個事實，

當神對猶大王說了話，耶利米把它記錄下來送到王那裡，明明告訴他說神指著

你說了這些話，也說了整個猶大民族要面對的這個問題。弟兄姊妹如果你讀過耶

利米書你一定會有印象，那猶大王碰到這些問題，他服下來沒有呢？他在神面

前有悔改的心意沒有呢？沒有，不但是沒有，並且他採取一個非常絕對的反抗

的態度。那時大概是天氣很冷，還燒著火盆，王就拿刀子把耶利米所送來的神說

話的記錄割開了，就扔到火裡燒掉了。弟兄姊妹，這是猶大的百姓在神面前的光

景。

只是猶大的人是這樣嗎？我們讀到那七封書信的時候我們發覺教會好像也

落到這樣的軟弱裡，就像我們的弟兄下午特別提到了，我們沒有辦法不問那個

問題，如果人對神的地位還是尊重的話，怎麼可以有撒但的座位放到教會裡來

呢？怎麼可能會有耶洗別的那些教訓可以在那裡控制著教會呢？怎麼會有這個

情形會發生呢？我們的主不能在教會裡與神的兒女們同在，相反是給那些稱為

神兒女的人攆到門外？弟兄姊妹，當你看到這些事情的時候，你非常清楚的肯

定一件事，他們也聽見神的話，他們也知道神要作甚麼，但是一個問題在那裡，

他們不尊重主的地位，他們不以主為主，他們以為有主在那裡也行，沒主在那

裡也行，反正在教會的這個團體裡，我可以作主，我就是這個教會裡的主持人。

弟兄姊妹，處在人這樣的一個心思裡，主就給攆到門外了，主就給撒但的座位

來霸佔了祂所該有的那個位置。

弟兄姊妹，這的確是很嚴肅的問題，因為不尊重主的地位就根本不會留意

主所說的話。弟兄姊妹，如果我們是落到這樣的一個地步，屬靈的爭戰怎麼打？

我們要走的路怎麼走？沒路，沒有能力去打仗。弟兄給我們提到我們要穿戴神的

全副軍裝，那個軍裝穿不上來了，因為我們知道有神的全副軍裝，但是我們不

覺得神的全副軍裝跟我們有甚麼關係；我們知道我們要走的路是怎麼一條路，

但是我們心裡面有一個想法，除了這個路，我們還可以有別的路。弟兄姊妹，這

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在七封書信裡，弟兄姊妹，讓我們看見教會為甚麼落

到那個荒涼的情形呢？教會為甚麼會跑到一個地步，失去了基督的見證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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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在教會裡叫人所遇見的不再是基督和祂的十字架呢？而是其他代替了基督

的東西呢？

（四）教會荒涼：不講基督和祂的十字架，以其他的代替
我很自然的想起，前一個主日在我們聚會的地方是交通聚會，我們中間弟

兄就交通他心裡的一個心思。這個弟兄信主不算是太久，但是對主的心意倒是蠻

渴慕的，他在那次聚會裡交通一件甚麼事情呢？也許我們弟兄姊妹在報紙上或

者電視新聞上面都看到有一件事，在東部還是東岸，我自己都忘了。我看了那段

新聞，在一個禮拜堂的前面那裡有一個人造出來的耶穌像，那一個像擺出來就

好像，他們把那個像叫做 touchdown（橄欖球達陣）耶穌，因為那個樣擺出來

就好像球場上跑完 touchdown 的，啊呀，他樣子高興得不得了，就這個樣子。

很多人到那裡都要參觀這一個，說是藝術品也好、說是地標也好。後來有一個晚

上打雷了，偏偏這個雷就打在這個像的上面，整個像就給雷打得就留下一個爛

鐵架。在報紙上也登出這個圖片來。

我們弟兄心裡起初就有一些疑惑了，他說為甚麼神不保守祂的形象呢？尤

其是一個 touchdown 的形象，不保存下來，那怎麼能說明神是真實的？感謝主，

很快他裡面就明亮了，他說，「不打掉這個東西，留這個東西在那裡有甚麼意

思？」你回到舊約裡去看，神明明在那裡說了，你們別為我造像。人要把祂造像，

人要把祂造成一個打完那個球的那個樣子，有人來觀看就是這一個。我們的弟兄

裡是明亮的，在人來看好像是神為甚麼不保持祂的形象，你不得不問一個問題，

神能承認那個是祂的形象嗎？連我們都不承認那個是神的形象，人會把那當作

那是我們主耶穌的形象嗎？不打掉拿來幹甚麼？

你以為那個禮拜堂的人他們有沒有讀過舊約十條誡命？他們沒有讀過也聽

過，雖然我們現在是在新約裡，舊約的那個字句對我們沒有影響，但是律法裡

那個精意我們必須還要注意的，神沒有叫我們看見有甚麼形象可以來發表祂，

神是讓我們在信心裡接受這一位至高的神，祂不要我們從任何的物質的那裡去

說這個就是神。但是如今人就有膽量作了這樣一件事情，把一個 touchdown 的

耶穌擺了出來。我們沒有話講，你很清楚看到甚麼叫做不尊重主的地位。當我們

不尊重主的地位的時候，你怎麼會聽從主的話？如果我們不在那裡遵從主的話，

不以主的話為非常嚴肅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教會一定是荒涼，教會是一定不

能應付屬靈的爭戰，教會也定規沒辦法來行走主走過的路的。但是感謝我們的神，

神常常藉著各種各樣的事來甦醒我們。

神是把我們放在多麼榮耀的地位上

弟兄姊妹，我們不說太多這些喪氣的事情，對這些喪氣的事情我們反過來

要看，神要我們去看見我們這些人被救贖回來的時候，神是把我們放在一個甚

麼的地位上。那天我跟弟兄們特別提到我們被救贖是被救回神造人的那一個目的，

成為神那榮耀的彰顯，成為神的權柄執行的那一些執行人。

（一）從泥土一躍成為神的兒子
如果我們能按著神的心意這樣發表，弟兄姊妹你不能不問一個問題，你我

的出身是甚麼？你我的出身不過是一團泥土，我們在神面前不僅是一團泥土，

並且因著悖逆神的緣故，我們落到一個地步比泥土還不如。如果弟兄姊妹你不相

信你是泥土，你可以作一個試驗，這個試驗是太通俗了，說起來不好聽，但是

為印證我們是泥土，你可以試試看。每次洗澡的時候你洗出甚麼東西來？你看到

那個事情你就夠了嘛！你還能誇甚麼口呢？我們就是這樣的一個泥土。但是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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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我們的主，在救贖裡神把我們帶回一個地步，那個地步實在是太高了。我們

上一次跟弟兄姊妹提到說，我們要回到神那個榮耀的兒子的那一個地位，來成

全神造人的那個目的。如果神造人那個目的能完全成就的話，弟兄姊妹你原諒我

這樣說，也許我這樣說把弟兄姊妹的心思弄得很亂了，我們就是給帶回到神起

初造人的目的，那一個目的顯出來的範圍只是在全地。

（二）從管理全地到管理宇宙
哎喲！弟兄姊妹，你說在全地你還不滿足啊？我們在加州一般來說，我們

的房子都不算頂大，要是跟中部跟東岸那邊的大房子來比較，西岸的房子算是

小兒科了。現在你在加州有了一個大房子，啊呀！你說蠻不錯了。不錯，也只不

過是一個大房子，但是當你看到神在人身上的目的完成的時候，我們所接觸的

範圍是有多大？全地，也就是整個地球了。你就說，神啊，祢還不滿足啊？弟兄

姊妹，不是說我們滿足不滿足，我們要留意神怎麼設計，祂所要作的事，那就

牽涉到我們現在站在教會的地位上，來看神對我們的工作。弟兄姊妹你曉得神拯

救我們是為了甚麼目的。我們越看主的心意，我們越覺得我們沒有任何的條件是

可以停留在我們個人得救的這個點上的。我們說個人得救是很重要的，因為這個

是我們每一個人跟神恢復那個正常關係的起點，如果這個起點不對的話，其他

甚麼都不能。所以這個點是很重要。

但是感謝讚美我們的神，如果神一步一步把我們帶到祂那個榮耀安排裡的

時候，我們不能不說我們蒙恩得救只是神在我們身上所動的工裡的一個開始，

如同寫中文字輕輕的點了一個點而已。弟兄姊妹，如果你寫中文字，你點了一下，

這個是甚麼意思，甚麼意思你都不知道，因為根本就沒有意思。但感謝讚美我們

的神，祂點了那一點，祂沒有停在那裡，祂的手還繼續在那裡作工，一步一步

的按著祂自己的旨意來作，作到一個地步，它不是一個點，它是一個字。這個時

候我們知道那個意義了。

不說那一些，回到神自己的安排。感謝讚美我們的主，我們這些蒙恩得救的

人，神藉著聖靈的浸把我們帶到一個稱為基督身體的事實裡，我們就在基督身

體的這個事實裡繼續去承受神那榮耀的豐富。弟兄姊妹，你說，我個人接受主跟

我在基督的身體裡享用主有甚麼不同呢？如果你不知道神要怎麼作工的話，我

們覺得這沒有甚麼不同，不過就是我一個人得救就是一個人，來到教會裡我們

就碰到許許多多跟我一樣有屬靈的經歷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不能這樣想。當

你真看到基督的身體的時候，你才知道神在我們身上的定意是有多大、有多高。

弟兄姊妹你記得剛才我說，如果神只是在我們身上完成那個造人的目的，

我們所接觸的那個範圍只不過是全地。但是如果神把我們帶到祂的那一個在宇宙

裡的設計的時候，弟兄姊妹你就看見我們這樣出於塵土的人，神為甚麼要這樣

恩待我們？神怎麼恩待我們呢？弟兄姊妹，你如果讀以弗所書你就讀到一個很

不得了的事情。我們現在用我們現在的頭腦，用現在最科學的那個科學家的頭腦，

就是現在最科學最科學的那個科學儀器，透過他們所有的研究和推想，他們沒

有辦法把宇宙很清楚的告訴我們。弟兄姊妹你領會這個事情，當然如果我們能領

會這些事情，我們才知道救恩是這樣的偉大。我們昨天還是今天唱了一首詩歌，

說到主榮耀回來的事情，那裡一句話真有意思，等到我們見主的那一天，那裡

有一句話是這樣說，「我們才知道救恩是那樣的大」。那句說話沒有說錯，不過沒

有說出我們所能接觸到的那個光景。我不扯得太遠。但弟兄姊妹你回到神的話語

裡看。

你看到以弗所書第一章裡神說出祂那個永遠旨意的那一個事實的時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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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你看見祂是怎麼藉著祂的兒子來完成祂永遠的旨意。就像歌羅西書裡邊所說的

話，你就更清楚的知道這件事，神要讓祂的兒子成為萬有的主。現在問題在這裡，

萬有有多大？我們沒有答案，科學家也沒有答案，這一個答案只有神自己知道。

但是我們能領會，為甚麼呢？藉著我們現在能掌握的那些資料，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宇宙是無限無限又無限的。但是感謝讚美我們的主，在這個無限無限裡，神

宣告了一件事情，祂說等到時候滿足，神要叫萬有都在基督裡同歸於一。弟兄姊

妹，剛才我們已經說了，我們現在目前的光景，我們對萬有的那一個範圍是根

本沒有辦法能掌握得住，但是感謝神，祂宣告了一件事，等到有一天，神要叫

萬有都在基督耶穌裡同歸於一。我們對萬有現在是不可能完全知道，但是神作一

件事情，到了那一天，萬有要在基督裡同歸於一。到那一個時候，我們絕對的有

把握知道萬有究竟無限到一個甚麼的光景。神是把這一個榮耀的事實宣告出來，

讓我們瞭解。

我岔出去說一句話，為甚麼撒但那麼厲害的來對付跟隨神的人？你想想看

撒但要從神那裡搶奪神的地位，現在你知道了那個地位有多大，有多高。感謝神，

撒但失敗是肯定的了。我們會看到神這樣的一個定規的兌現。當神要把萬有在基

督裡同歸於一的時候，這個事情怎麼能作成功呢，對我們來說根本是沒有條件

的，因為我們連知道萬有有多大都沒有把握，你怎麼去管理萬有，讓它去服在

一個權柄的底下呢？但是感謝神，當你看到神的兒子的時候，你看到祂在那裡

顯明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在祂復活升天的時候，我們的主不是在那裡宣告一

件事情嗎？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換句話說，整個萬有都在祂手裡了，

所以祂要在萬有裡叫一切都同歸於一絕對的有條件的，不但是有條件的，並且

是有把握的。

主如何叫萬有在基督裡同歸於一呢？

現在問題來了，我們的主怎麼來叫萬有在基督裡同歸於一呢？你想也沒有

想到，祂不是藉著甚麼其他特殊的安排，祂卻是藉著你跟我們這些在基督裡蒙

恩得救的人。弟兄姊妹你回去自己細細的讀以弗所書第一章，你非常容易發現這

個秘密的。如果沒有提醒弟兄姊妹留意這個秘密也許你會滑過去，我提過來的時

候，弟兄姊妹你回去一找，你馬上就會找到了，你立刻就會發覺為甚麼我們從

前讀了那麼多次聖經都沒有注意到這一個點呢？感謝主，主的時間到了，你不

注意到也注意到了，你看到一件事情，神在那裡說，祂要叫萬有在基督裡同歸

於一，祂怎麼來作成這件事呢？以弗所書那裡就告訴我們，神這一個榮耀的作

為就是藉著那些首先在基督裡的人那裡成為一個事實。

從這裡神說到我要叫萬有在基督裡同歸於一，接著這件事情下來，你就看

到了這一個稱讚，這一個讚美是從那些在基督裡首先有盼望的人那裡開始。這個

首先在基督裡有盼望的人是甚麼人呢？當然你在裡邊，我也在裡邊，所有蒙恩

得救的人都在裡邊。從那個團體上面來說，這個就是基督的身體，這個就是教會。

弟兄姊妹現在你看到了，我們來看恢復基督的榮耀的見證的時候，你從哪裡去

著手去注意呢？是單單從個人的屬靈追求上去注意嗎？當然這個一定要注意，

因為個人不對，團體也就不對了，一個團體之所以對，因為組成那個團體的個

人每一個人都是對的。感謝讚美我們的神，它給我們非常清楚的看見一件事情，

首先在基督裡有盼望的人，這一個是神把祂的榮耀的旨意完成的頭一個手續。

神永遠計劃完成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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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要從神那個永遠的計劃的次序來說明一下的話，我們可以這樣說

一下，因著教會的完成，國度就給帶進來，我們下午已經聽到國度的福音，我

們蒙恩得救乃是為著國度的。我們知道國度也好，不知道國度也好，你蒙恩得救

了，神是把你擺在這個位置上頭。但是國度怎麼能給帶出來呢？以色列人那一段

成了歷史，不會再回頭走的了，神用教會來代替以色列人沒有完成的那一個部

分來把國度帶進來。感謝主，當教會在地上完全長成的時候，國度就給帶進來了，

教會在國度裡能完全的顯明神的權柄的時候，那新天新地也就帶進來。你看到新

耶路撒冷，你看到新耶路撒冷的時候你看到一個事實，那個就是榮耀的教會，

那就是在榮耀裡的教會，那就是新耶路撒冷城。當這一個事實在那裡完全作成的

時候，弟兄姊妹，萬有在基督裡同歸於一就成了事實了。感謝讚美我們的神，從

個人蒙恩起，我們看到神把我們放在一個何等高貴的地位上，從基督的身體長

成，我們就看到神那個永遠的旨意進到那個完成的階段。

神在等我們

弟兄姊妹，我們現在不能說太多的話，沒有多少時間，一面是我們的主越

來越靠近了，二來今天晚上的聚會時間也剩下不多了，雖然要說的話還是很多。

但是弟兄姊妹你應該已經能領會一件事，當我們看見神這個榮耀的旨意的時候，

從我們所走過的路來看，我們看見屬靈的經歷是怎麼在那裡發生，當你往前去

看那個公義的冠冕怎麼到我們手上的時候，你就看到神原來在我們身上有了這

樣榮耀的安排。當我們看到神這個榮耀的安排的時候，我們沒有辦法不承認一件

事，我們現在還是在一個荒涼的光景裡，我們的神仍然在那裡等候，等候我們

能跟得上神的心思。雖然我們不能作甚麼大事，但是我們體會神的心意這一點，

我們應該是有條件作得到的。因此我們仰望我們的主，仰望我們主在我們現在還

存留在地上的時候，我們是按著神這一個永遠的旨意來決定我們怎麼繼續的往

前跟隨主。

按神旨跟隨主，得豐滿的恩典

感謝讚美我們的神，我們都樂意等到我們面對面見主的那一天，當我們與

主面對面時，我們聽見主對我們說，你們這些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可以進來

享用我所有的一切的喜樂和豐富。弟兄姊妹，甚麼叫做良善？良善就是你完全服

主的權柄，在主眼中看來這是良善的人，因為他們活在主的權柄的底下來跟隨

主的調度和安排。你們又是忠心的僕人，甚麼叫做忠心？主所託付給我們的，我

們沒有漏失一點點，不然沒辦法在主面前交帳。

感謝我們的主，我們都是愚昧的人，我們都是塵土，如今神把我們放在這

樣一個榮耀的旨意裡，我們看到主對我們有這樣的等候，要在我們身上來顯明

基督的見證，這一個見證的結果乃是神的榮耀的旨意在神感覺滿足的光景的底

下給帶到完成。但願主讓我們知道，我們自己是何等的高貴。我們的弟兄說，我

們打一場高貴的仗，當然是高貴的，不但是那個旨意是高貴的，我們這些人本

身就是很高貴的。巴不得主給我們認識主的恩典的豐滿，也認識我們自己承受恩

典那個事實。在人間你找不到可比擬的事物來，我們在神面前所承受的那一份恩

典，你沒辦法在人間找到可以相比較的事情。但願榮耀歸給主，神的祝福成全我

們去走完我們該走的路程，讓我們可以跟保羅一樣從主手裡接過那個榮耀的冠

冕，那個公義的冠冕，因為神的應許不單是為著保羅一個人來安排的，也是為

著你來安排的，當然也包括我在裡面。我們一同仰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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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主啊，我們向祢低頭敬拜，因為祢實在作了何等奇妙的事，祢讓我們這些

在塵土裡出來的人竟然在祢手裡接過一個這樣高的恩典，這樣一個美的結局是

滿足祢的心意，也成全祢的旨意。主啊，我們算不得甚麼，但是祢卻如此的恩待

我們，但願我們實在是帶著祢恩典的豐滿來學習作一個完全跟隨祢腳蹤的人，

救我們脫離我們的自己，救我們脫離這個世界的吸引，救我們脫離一切與祢沒

有關聯的人事物。但願我們的主祢因著我們這些人感到滿意，也叫我們這些人因

著祢的滿意我們也一同喜樂，我們都要同聲說榮耀稱頌感謝愛戴要歸給我們的

主。我們這樣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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