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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着神的经纶照顾儿童
和青少年的极重要因素
第一篇
看见神经纶的异象
并且领悟我们是神人以过神人的生活
读经：提前一 3～4，弗三 9，约十四 19 上，加二 20

壹

看见神经纶的异象—提前一 3～4，弗一 10，三 9：
一

神圣、永远的经纶仅次於神自己。

二

神经纶的定义：
1. 经纶是一种作事的安排。
2. 神的经纶是祂的计划，要将祂自己分赐到祂所拣选、预定并救赎的人里面，作
他们的生命、生命的供应和一切—林后十三 14。
3. 神的经纶是神成为人，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好产生
基督生机的身体，这要终极完成於新耶路撒冷—弗三 9，四 16，启二一 2。

三

神新约的经纶，乃是要把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作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并我
们整个人—弗三 17 上，加四 19。

四

在神的经纶里，神要祂的子民享受祂自己作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并与祂
成为一—林前六 17。

五

神的经纶需要我们的合作；与神合作，意思就是与基督绑在一起，凭同一个生命，
与祂过同一个生活－约十四 19 上，六 57。

六

我们不该僭用神,为自己的亨通、健康和家庭祷告，而根本没有想到神的经纶；我
们应该照着神的心，且为着祂的经纶祷告、生活并为人－弗一 9～11。

七

当神的经纶在祂子民中得以实行时，他们就要蒙福：
1. 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好处，完全联于神经纶的实行，我们不该在神的经纶之外
寻求自己的好处－太六 33。
2. 我们不该为着自己盼望亨通；反之，我们应当盼望主借着我们，会尽可能的作
事，好完成祂的经纶。
3. 今天主在每一面都祝福我们；这祝福乃是为着成就祂的经纶，建造基督的身体－
弗四 16。

贰

领悟我们是神人以过神人的生活－約一 12～13，約壹三 2：
一

领悟我们是神人：
1. 认识我们是谁，并领悟我们是谁，会使我们有革命性的改变－林后五 17。
2. 作为神所重生的儿女，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是神，属於神同样的种类，并拥有
神的『基因』－约一 12～13，三 3，5～6，约壹三 9。
3. 如果我们领悟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在生命和性情上是神，我们会有彻底的改变；
与我们有关的气氛和一切也会随之改变－约一 12～13，约壹三 2。
4. 倘若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领悟，他们在生命和性情上是神，整个世界都会改变。

5. 当我们把自己看作神人，这样的看法和领悟会在我们的日常经历中翻转我们。
二

过神人的生活：
1. 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在日常生活的一切细节上过神人的生活－腓一 20～21 上。
2. “我们在家里与丈夫或妻子、儿女在一起时活基督么？我们需要真正的复兴，
好作神人，过一种一直否认己，且钉十字架的生活，以活基督，作神的彰显。”
（历代志生命读经，第十一篇 95 页。）
3. “我们需要在凡事上照着灵而行（罗八 4）。我们需要受警告并且警醒，无论
说什么，作什么，发表什么，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灵和我们的存心，都必须被
赐生命、复合、包罗万有的灵炼净。”（历代志生命读经，第七篇 61 页。）

第二篇
过正确人生的原则与教训
读经：箴一 7，三 5~6，三十 5~6，十四 12，十六 25

壹

过正确人生的原则:
一 过正确人生的第一个原则是尊崇神:
1. 尊崇神就是在每件事上顾到并尊重祂，绝不忘记祂是创造我们的奇妙之神。
2. 尊崇神就是敬畏神:
a.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箴一 7，九 10，十五 33 上。
b. 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十四 26～27。
3. 尊崇神就是信靠祂—三 5～8。
4. 尊崇神的意思是尊荣神—9～10 节。
5. 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三十 5～6:
a. 祂的言语，我们不可加添；恐怕祂责备我们，我们就显为说谎言的。
b. 我们不可改变祂的言语，照着我们的观点加添什么。
6.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十六 1、9。
7. 人的脚步是出于主—二十 24。
8. 耶和华衡量人心—二一 2。
二 过正确人生的第二个原则是需要智慧:
1. 寻得智慧的人便为有福—三 13～18，八 11。
2. 我们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其离开我们的眼目—三 21～23。
三 过正确人生的第三个原则是孝敬父母:
1. 我们要听我们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我们母亲的指教—一 8～9
2. 我们该领受我们父亲的言语，将我们父亲的诫命珍藏在我们里面—二 1～6。
3. 不要忘记我们父亲的指教，我们的心要谨守他的诫命—三 1～5、11～12、
21～22。
4. 智慧之子使父亲喜乐；愚昧之子叫母亲忧愁—十 1。
四 要过正确的人生，我们必须尊重婚姻:
1. 在尊重婚姻上，男人的忠信是基础—五 5～19。
2. 妇人的美德是建立—十一 16 上，十二 4 上，十四 1 上，三一 10～31。

贰

过正确人生的教训:
一 殷勤对懒惰—十 4～5，十二 24、27，十八 9，十九 15、24。
二 谦卑对骄傲—十 19，十三 3，十四 23，十七 27 上。
三 施舍对吝啬—十一 24～26。
四 禁止嘴唇对多言多语—十 19，十三 3，十四 23，十七 27 上。
五 诚信（或，忠信）对虚谎—十二 19、22，十四 4。
六 忍怒对易怒—十二 16，十四 29，十五 18，十六 32，十七 27 下，十九 11、19。
七 生命之路对死亡之路—十四 12，十六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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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用箴言来培养我们重生的新人:
一 “我们必须弃绝修养自己，并且定罪建立天然的人”（箴言生命读经，第四篇 40
页）。
二 “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不再是旧人 —– 我们乃是新人。然而，无论我们多么新，
我们仍有我们的人性…因为我们仍有我们的人性，我们就需要正确、属灵的箴
言，不是要培养我们天然的人，乃是要培养我们重生的新人”（第六篇 56 页）
。
三 “我们都需要箴言培养我们的新人。我们来读箴言，需要一个运用我们的灵同那
灵接触话的人。然后箴言里的话，对我们就成为灵和生命，不是培养我们天然
的人，乃是培养我们重生的新人”（第六篇 58 页）
。
四 “我们要正确的使用箴言这卷书，就必须认识神的经纶。神的经纶是神成为人，
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是在神格上成为神，以产生三一神的生机体，
基督的身体，这身体要终极完成为新耶路撒冷” （第八篇 71 页）。
五 “现在我们能看见箴言在神经纶里的地位。照着祂的经纶，箴言不该用来建立旧
人。箴言的原则如金块，细则如珠宝，都不是为着建立我们的旧人，培养我们
的己和我们天然的人。反之，这些乃是叫我们建立我们的新人。为这目的，箴
言是有用的。当我们仍活在肉身里，我们需要箴言给我们教导，如何在许多方
面过正确的生活，以建立我们的新人” （第八篇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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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活在诸天之国的实际和实行里
读经：太五 3，7～8，10，20，十六 18～19

壹 活在诸天之国的实际里：
一

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不顾外面的事，却顾到里面的实际—太十五 1～17：
1.神的经纶不是外面的事，乃是基督进入我们里面的事—提后四 22，弗三 17 上。
2. 主在意里面的实际，不在意外表—撒上十六 7。

二

国度的实际就是基督自己—路十七 20～21:
1. 进入我们灵里的基督，就是王带著国度。
2. 因为国度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被内住的王征服、约束并管治。

三

活在国度的实际里，就是活在属天的管治之下—罗十四 17：
1. 诸天之国就栽种在我们灵里。
2. 有个看不见的东西对我们施行内在的管治，并且我们活在这管治之下。这就
是国度。

四

我们若要在国度的实际里，就必须灵里贫穷—太五 3：
1. 灵里贫穷，就是倒空我们的灵。
2. 我们灵里贫穷，心里就没有骄傲。

五

我们若要在国度的实际里，我们必须是清心的—8 节：
1. 我们对神必须清心，在祂以外一无所求。
2. 清心是目的单一，只有一个目标，要完成神的定旨荣耀神。

六

吃基督作我们的供应，乃是活在国度的实际里作国度子民的路—十五 26～27，
37 上：
1. 我们需要借著吃基督，把祂接受进来。
2. 基督是滋养的食物，祂是最好的洁净元素：
a. 基督进到我们里面作食物时，祂不仅滋养我们，也在里面洁净我们。
b. 只要我们享受主作食物，我们就从里面被炼净。

七

我们若要活在诸天之国的实际里，就必须学习凭着我们父隐藏的生命而活—六 1
～18：
1. 父的生命是享受、安息、安慰和满足的生命。
2. 神的生命没有忧虑。因此，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不知忧虑的神圣生命—25
～34 节。
3. 我们若凭最高的生命而活，我们就会有最高的道德作这最高生命的彰显—五
20。

八

凡国度子民所行的，都是他们性情的彰显—48 节：
1. 他们的动作、举止、言谈、以及外面的行为，乃是他们神圣生命和性情的彰
显。
2. 他们里面的所是表显于外面的行为—13～16 节。

3. 我们的父是和平的神，有和平的生命与性情。我们是从祂生的，我们必须照
祂的性情，凭祂的生命行事为人—9 节。
九

国度的实际主要的是在於义—6，10，20 节：
1. 义与我们里面的所是有关。
2. 义是我们里面所是的流出，我们内在所是的彰显。
3.主观的义乃是从我们所活出内住的基督，作我们的义—二二 11～12，十三 43。

十

国度子民实行天父的旨意—七 21：
1. 国度子民不是为著别的，乃是为著实行父的旨意。
2. 要实行父的旨意，我们需要走狭路，一条满了限制和约束的路—13～14 节。

十一 国度的实际的基本观念是，我们对自己公义严格，对别人怜悯恩慈，并且对神隐
密清心—五 10，7～8。

贰 活在诸天之国的实行里：
一

诸天之国的实行就是今天的召会生活—十六 18～19，十八 17。

二

在国度子民身上属天的管治，要求他们顾到别人—七 1～12，十八 10～14：
1. 主在七章一至十二节的用意，是鼓励我们忘掉自己，顾到别人。
2. 国度子民待人的原则，就是顾到别人。我们无论作甚麽，都必须想到别人。
3. 我们不要仅仅照著我们的感觉行动，乃要顾到别人。

三

我们需要对付我们天然的感情，不爱我们的亲人过於爱主—十 34～29。

四

我们需要学习内在的对付外面的事—十五 21～28，十七 14～21。

五

我们若要在召会生活里和人有正确的关係，我们的骄傲就需要被对付—十八 1～
3。

六

活在国度的实行里，要求我们对付怒气，特别是我们个性的怒气—五 21～22。

七

我们需要从心里赦免人—十八 21～35。

八

我们需要看见治理和控制的不同—二十 20～8。

九

我们必须儆醒，不让任何种酵进来—十三 33，十六 6，11～12。

十

在召会生活里，我们需要经历来自主为人生活之美德的医治—十四 34～36::
1. 如此得医治，意思就是人的败坏性格得著改变。
2. 召会人必须活出耶稣拔高的人性，好有美德能医治我们周围的人：
a.我们若有正当的召会生活，并且凭基督活著，我们就会活出祂拔高的人性。
b. 在这种生活中，将有带著能力的美德，医治我们周围的人。

十一 国度的子民需要建造—十六 18，五 13～14：
1. 国度子民是盐和光，乃是团体的实体—13～14 节上。
2. 主关於山城的话不是指个人，乃是指同被建造在高水平之上团体的人—14 节
下：
a. 光是团体的城建造成一个实体，照亮周围的人。
b. 我们若是那在山上的照亮之城，我们就必须保守那灵的一，并且保持是一
个实体，一个团体的身体—弗四 3～4。
c. 我们越被建造起来，就越会成为一座城，照亮我们周围的人。

第四篇
培养神圣的价值观
读经：太六 32~33，十六 26，来十一 24~26，腓三 7~8

壹

我们需要帮助青年人有一个价值观念的改变，并培养神圣的价值观—路十
六 15 下。

贰

我们若将宝贵的从下贱的分别出来，我们就可以作耶和华的口—耶十五
19。

叁

圣经说了许多有关一个人价值观念的改变:
一

“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诗一一八 22。
1. “祂是你们匠人所轻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徒四 11。
2. “你们来到祂这为人所弃绝，却为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活石跟前” —彼
前二 4。
3. “所以祂在你们信的人是宝贵的”—7 节上。

二

“诸天的国又好像一个商人，寻找好珠子，寻到一颗珍贵的珠子，就去
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珠子”—太十三 45~46。

三

“因为十字架的话，对那正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对我们正在得救的人却
为神的大能”—林前一 18。

四

“诸天的国好像宝贝藏在田地里，人找到了，就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
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这田地”—太十三 44。

五

“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急切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
一切。但你们要先寻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一切就都要加给你们了”—
六 32~33。

六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配不过我；爱儿女过于爱我的，配不过我；不背
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的，也配不过我”—十 37~38。

七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魂生命，有什么益处？人还能拿什么
换自己的魂生命？”—十六 26。

八

“于是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也
有大臣操权管辖他们。但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反倒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
为大，就必作你们的仆役；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首，就必作你们的奴
仆”—二十 25~27。

九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拒绝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选择和神的百
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有罪的短暂享受；他算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
财物更宝贵，因他望断以及于那赏赐”— 来十一 24~26。

十

“只是从前我以为对我是赢得的，这些，我因基督都已经看作亏损。不
但如此，我也将万事看作亏损，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因
他已经亏损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腓三 7~8。

十一

“你们的妆饰，不要重于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衣服，乃要重于那
以温柔安静的灵为不朽坏之妆饰的心中隐藏的人，这在神面前是极有价
值的”—彼前三 3~4。

十二

“得智慧胜似得金子，得聪明比得银子更可取”—箴十六 16。

十三

“你口中的律法与我有益，胜过千万的金银”—诗一一九 72。

十四

“所以我爱你的诫命，胜过金子，且胜过精金”—12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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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我珍藏祂口中的言语，过于派定给我的饮食”—伯二三 12 下。

十六

“你若归向全能者，就必得建立。你若使不义远离你的帐棚，将你的金
块丢在尘土里，将俄斐的金子丢在溪河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作你的金
块，作你的宝银。那时你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仰起脸来。你祷告祂，
祂就听你；你也要还你的愿。你定意作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
照耀你的路”—二二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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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为着那灵撒种，仰望主的祝福，并过一个不断奉献的生活
读经：加六 7~9，罗十二 2，十四 7~8，林后五 14~15，太十四 19~21

壹 为着那灵撒种—加六 7~8:
一

撒种就是把一些会生长、并且末了能有收成的东西散播出去。

二

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
1.
2.
3.
4.

三

我们若为着肉体撒种，就必从肉体收败坏—8 节上。
我们若为着那灵撒种，就必从那灵收永远的生命—8 节下。
只有这两种撒种，只有这两种收成；没有中立的，没有第三种收成。
原则上，我们所说所作的一切，都是一粒种子 —不是为着肉体撒的种
子，就是为着那灵撒的种子。

基督徒的生活乃是撒种的生活:
1. 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撒种，或是为着自己的肉体，或是为着那灵。
2. 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作什么，我们都是在撒种。

四

我们对儿女所说的每一句话，以及对儿女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一粒种
子撒到儿女里面。

五

在召会生活中，我们不停在撒微小的种子。

六

谨慎撒种就是儆醒着生活。

贰 仰望主的祝福—太十四 19~21:
一

我们都必须被带到一个地步，认识一切都在于主的祝福，并仰望祂的祝
福。

二

我们事奉主，必须信靠并仰望主的祝福。

三

在主的祝福之下，就是我们在事奉时，主给我们意外的结果，结果和原
因不相称， 并且是出乎意外的。

四

我们要学习，我们的生活不拦阻主的祝福。

五

所有工作的前途，都在主的祝福里面，不在乎我们对不对。

六

凡我们所拿给主的，都必须被擘开，好成为别人的祝福—太十四 19:
1. “凡献给主的，主都要擘开。这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献给主之后，祂
会把我们擘开”（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 336 页）
。
2. “你一切的所是和所有必须献给主。你若这样作，没有一样东西在祂
手中会保持完整。反之，每样东西都要被擘开。凡摆在祂手中的，主
都要擘开。我们若不被擘开，我们的奉献就算不得什么，也没有果效。
唯有我们被主擘开，我们的奉献才有用”（336 页）
。
3. 毫无疑问，主在美国的恢复一直有很大的祝福。然而，我们必须领悟，
有些亲爱的圣徒把他们自己献给了主。他们在主手中都被擘开了，那
些擘开的碎块带进了祝福”（336 页）
。

叁 过一个不断奉献的生活—罗十二 2：
一

奉献的定义:同意神在我们里面并在我们身上作工，同意神用我们，以及
同意神指引我们的道路。

二

奉献的各方面:
1. 奉献的根据—神的买—林前六 19~20，罗十四 8。
2. 奉献的动机—神的爱—林后五 14~15，罗十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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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奉献的意义—作祭—罗十二 1，民二八 2~3。
4. 奉献的目的—为神用，为神作—弗二 10。
5. 奉献的结果—断送前途—利一 9。
三

奉献自己的能力来自神的显现和启示—创十二 7，徒九 6。

四

奉献的经历—太七 13~14：
1.
2.
3.
4.
5.

奉献的关
奉献的道路
奉献的绝对
奉献的喜乐—诗四三 4 上，四十 8 上。
奉献的安息—太十一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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