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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以利沙豫表基督在生命裡盡恩典的職事， 

並且作為神人，行事如同神的代表， 

如同代理的神 

讀經：王下二19~22，四1~六7 

王下2:19 耶利哥城的人對以利沙說，這城的地勢美好，我主看見了；只是水惡劣，以致地不出產。

王下2:20 以利沙說，你們把一個新瓶裡面裝鹽，拿來給我。他們就拿來給他。 

王下2:21 他出到水源，將鹽倒在那裡，說，耶和華如此說，我治好了這水，這裡必不再有死亡或不

出產的事。 

王下2:22 於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說的話。

王下4:1~6:7 從略。 

壹 以利沙豫表基督，在生命裡行恩典的神跡—王下四9，路四27： 
王下4:9 婦人對丈夫說，我看出那常從我們這裡經過的是聖別的神人。 

路4:27 申言者以利沙的時候，以色列中有許多患麻風的，其中除了敘利亞人乃縵，沒有一

個得潔淨的。 

一 在舊約的豫表和表號的應驗裡，基督是真以利沙；主耶穌作為真以利沙，乃是甜

美、可愛的申言者，祝福的申言者—王下四9，路四27，七11~17。 
王下4:9 婦人對丈夫說，我看出那常從我們這裡經過的是聖別的神人。 

路4:27 申言者以利沙的時候，以色列中有許多患麻風的，其中除了敘利亞人乃縵，沒

有一個得潔淨的。 

路7:11 過了不久，耶穌往一座城去，這城名叫拿因，祂的門徒和大批的群眾與祂同行。

路7:12 將近城門的時候，看哪，有一個死人被抬出來，這人是他母親獨生的兒子，他 

母親又是寡婦，有城裡大批的群眾陪著她。 

路7:13 主看見那寡婦，就對她動了慈心，說，不要哭。 

路7:14 於是上前按著棺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穌說，青年人，我吩咐你，起來。

路7:15 那死人就坐起來，並且說起話來，耶穌便把他交給他母親。 

路7:16 眾人都起了敬畏，榮耀神說，有大申言者在我們中間興起來了，又說，神眷顧

祂的百姓了。 

路7:17 這關於耶穌的話，就傳遍了整個猶太和四周全境。 

二 以利沙是舊約裡的豫表，他代表神在恩典裡新約的經綸： 

1 恩典是神藉著將祂自己賜給我們，作我們的享受，而為我們作一切—約一1、 

14~17。 
約1:1 太初有話，話與神同在，話就是神。 

約1:14 話成了肉體，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豐豐滿滿地有恩典，有實際。我們

也見過祂的榮耀，正是從父而來獨生子的榮耀。 

約1:15 約翰為祂作見證，喊著說，這就是我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成了在我

以前的，因祂原是比我先的。 

約1:16 從祂的豐滿裡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約1:17 因為律法是藉著摩西賜的，恩典和實際都是藉著耶穌基督來的。 

2 這恩典的結果乃是神聖的生命；這生命豐富高超到一個地步，甚至使我們與基

督一同作王—羅五17。 
羅5:17 若因一人的過犯，死就藉著這一人作了王，那些受洋溢之恩，並洋溢之

義恩賜的，就更要藉著耶穌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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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利沙所行將耶利哥的水治好的神跡，與主耶穌所行變水為酒的神跡，意義是一樣

的，就是變死亡為生命—王下二4、19~22，約二3~11。 

王下2:4        以利亞對他說，以利沙，你留在這裡，因耶和華已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以利沙

說，我指著永活的耶和華和你的性命起誓，我必不離開你。於是二人到了耶利

哥。 

王下2:19      耶利哥城的人對以利沙說，這城的地勢美好，我主看見了；只是水惡劣，以致地

不出產。 

王下2:20 以利沙說，你們把一個新瓶裡面裝鹽，拿來給我。他們就拿來給他。 

王下2:21      他出到水源，將鹽倒在那裡，說，耶和華如此說，我治好了這水，這裡必不再有

死亡或不出產的事。 

王下2:22 於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說的話。

約2:3 酒用盡了，耶穌的母親對祂說，他們沒有酒了。 

約2:4 耶穌對她說，婦人，我與你何干？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約2:5 祂母親對僕人說，祂告訴你們什麼，你們就作什麼。 

約2:6 照猶太人潔淨的規矩，有六口石缸擺在那裡，每口可盛兩三桶水。

約2:7 耶穌對僕人說，把缸倒滿了水。他們就倒滿了，直到缸口。 

約2:8 耶穌又說，現在舀出來，送給管筵席的。他們就送了去。 

約2:9 管筵席的嘗了那水變的酒，並不知道是哪裡來的，只有舀水的僕人知道。管筵

席的便叫新郎來， 

約2:10 對他說，人都是先擺上好酒，等客人喝足了，才擺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

今。 

約2:11 這是耶穌所行的頭一件神跡，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顯出祂的榮耀來，祂的

門徒就信入了祂。 

四 以利沙稱無為有，與主耶穌食飽群眾所作的，在原則上是同樣的事—王下四1~7、 

8~17、42~44，太十四14~21，十五32~39。 

王下4:1 有一個申言者門徒的妻子哀求以利沙說，你僕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華是

你知道的。現在有債主來，要取我兩個兒子作他的奴僕。 

王下4:2 以利沙問她說，我可以為你作什麼呢？你告訴我，你家裡有什麼？她說，婢女

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沒有什麼。 

王下4:3 以利沙說，你去，到外面向你眾鄰舍藉空器皿，不要少藉； 

王下4:4 然後進屋裡去，把自己和兒子關在門內，你要將油倒在所有的器皿裡，倒滿了

的放在一邊。 

王下4:5 於是婦人離開以利沙去了，把自己和兒子關在門內；兒子把器皿拿給她，她就

倒油。 

王下4:6 器皿都滿了，她對兒子說，再給我拿器皿來。兒子說，再沒有器皿了。油就止

住了。 

王下4:7 婦人去告訴神人，神人說，你去賣油還債，所剩的，你和你兒子可以靠著度日。

王下4:8 一日，以利沙經過書念，在那裡有一個大戶的婦人，強留他喫飯。此後，以利 

沙每從那裡經過，就轉進去喫飯。 

王下4:9 婦人對丈夫說，我看出那常從我們這裡經過的是聖別的神人。 

王下4:10 我們可以為他蓋一間小樓房，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和燈，他來到我們

這裡，就可以進去歇息。 

王下4:11 一日，以利沙來到那裡，就進那樓躺臥。 

王下4:12 以利沙對僕人基哈西說，你叫這書念婦人來。他就把婦人叫了來，婦人站在以

利沙面前。 

王下4:13 以利沙告訴僕人，你對她說，你既為我們費了許多心思，有什麼可以為你作的

呢？有什麼要替你向王或元帥說的麼？她回答說，我在我本民中安居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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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下4:14 以利沙對僕人說，究竟當為她作什麼呢？基哈西說，她沒有兒子，她丈夫也老了。

王下4:15 以利沙說，再叫她來。於是基哈西叫了她來，她就站在門口。 

王下4:16 以利沙說，到明年這時候，你必抱一個兒子。她說，不會的，神人，我主啊， 

不要欺哄你的婢女。 

王下4:17 婦人果然懷孕，到了次年那時候，生了一個兒子，正如以利沙對她所說的。  王

下4:42 有一個人從巴力沙利沙來，把初熟大麥作的餅二十個，並新穗子，裝在口袋 

裡，帶來給神人。以利沙說，把這些給眾人喫。 

王下4:43 他的僕人說，我怎能把這一點擺在一百人面前呢？以利沙說，你只管給眾人喫

吧；因為耶和華如此說，眾人必喫了，還剩下。 

王下4:44 僕人就擺在眾人面前，他們喫了，果然還剩下，正如耶和華所說的。 

太14:14 耶穌出來，看見大批的群眾，就對他們動了慈心，治好了他們的病人。 

太14:15 到了黃昏，門徒到祂跟前來，說，這是野地，時候已經晚了，請解散這些群

眾，他們好往村子裡去，為自己買食物。 

太14:16 耶穌卻對他們說，不用他們去，你們給他們喫吧。 

太14:17 他們就對祂說，我們這裡除了五個餅兩條魚，再沒有別的。

太14:18 祂就說，拿過來給我。 

太14:19 於是吩咐群眾坐在草地上，就拿著五個餅兩條魚，望著天祝福，擘開餅，遞給

門徒，門徒便遞給群眾。 

太14:20 眾人都喫，並且喫飽了。他們拾起剩下的零碎，裝滿了十二籃子。

太14:21 喫的人，除了婦女孩子，約有五千。 

太15:32 耶穌叫祂的門徒來，說，我對這群眾動了慈心，因為他們同我在一起已經三

天，也沒有什麼喫的了。我不願意叫他們餓著散去，恐怕他們在路上困乏。 

太15:33 門徒就對祂說，我們在這曠野，哪裡有這麼多的餅，叫這麼多的群眾喫飽？ 

太15:34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有多少餅？他們說，七個，和幾條小魚。 

太15:35 祂就吩咐群眾坐在地上， 

太15:36 拿著這七個餅和幾條魚，祝謝了，擘開，遞給門徒，門徒又遞給群眾。

太15:37 眾人都喫，並且喫飽了。他們拾起剩下的零碎，裝滿了七筐子。 

太15:38 喫的人，除了婦女孩子，共有四千。 

太15:39 祂既解散了群眾，就上船，來到馬加丹的境界。 

五 以利沙叫死人從死裡復活，賜生命給死人，與主耶穌在肉身一面和屬靈一面所作的

相同—王下四18~37，路七11~17，約十一41~44，五25。 
王下4:18 孩子漸漸長大，一日出到他父親和收割的人那裡； 

王下4:19 他對父親說，我的頭啊！我的頭啊！他父親對僕人說，把他抱到他母親那裡。

王下4:20 僕人把他抱去，交給他母親；孩子坐在母親的膝上，到晌午就死了。 

王下4:21 他母親抱他上了樓，將他放在神人的床上，把他關在裡面，就出來， 

王下4:22 呼叫她丈夫說，請你打發一個僕人給我牽一匹驢來，我要快快地去見神人，就

回來。 

王下4:23 丈夫說，今日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為何要去見他呢？婦人說，平安無

事。 

王下4:24 於是她備上驢，對僕人說，你快快趕著走，我若沒有告訴你，就不要為我慢下

來。 

王下4:25 婦人就往迦密山去見神人。神人遠遠地看見她，就對僕人基哈西說，書念的婦

人在那裡。 

王下4:26 你現在跑去迎接她，問她說，你平安麼？你丈夫平安麼？孩子平安麼？她說， 

平安。 

王下4:27 婦人來到山上神人那裡，就抱住神人的腳。基哈西前來要推開她，但神人說， 

由她吧；因為她魂裡愁苦，耶和華向我隱瞞，沒有指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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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下4:28 婦人說，我何嘗向我主求過兒子呢？我豈沒有說過，不要欺哄我麼？ 

王下4:29 以利沙對基哈西說，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見人，不要向他問安； 

人若向你問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臉上。 

王下4:30 孩子的母親說，我指著永活的耶和華和你的性命起誓，我必不離開你。於是以

利沙起身，隨著她去了。 

王下4:31 基哈西在他們前面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臉上，卻沒有聲音，也沒有動靜。基哈

西就迎著以利沙回來，告訴他說，孩子還沒有醒過來。 

王下4:32 以利沙進了屋子，看見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 

王下4:33 他就關上門，只有自己和孩子在裡面，他便向耶和華禱告。 

王下4:34 又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對口，眼對眼，手對手；既俯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

身體就漸漸溫暖起來。 

王下4:35 然後他下來，在屋裡來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俯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個噴

嚏，就睜開眼睛了。 

王下4:36 以利沙叫基哈西說，你叫那書念婦人來；於是基哈西去叫她。她來到以利沙那

裡，以利沙說，將你兒子抱起來。 

王下4:37 婦人就進來，在以利沙腳前俯伏於地，向他下拜，然後抱起她兒子出去了。  路

7:11 過了不久，耶穌往一座城去，這城名叫拿因，祂的門徒和大批的群眾與祂同 

行。 

路7:12 將近城門的時候，看哪，有一個死人被抬出來，這人是他母親獨生的兒子，他

母親又是寡婦，有城裡大批的群眾陪著她。 

路7:13 主看見那寡婦，就對她動了慈心，說，不要哭。 

路7:14 於是上前按著棺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穌說，青年人，我吩咐你，起來。

路7:15 那死人就坐起來，並且說起話來，耶穌便把他交給他母親。 

路7:16 眾人都起了敬畏，榮耀神說，有大申言者在我們中間興起來了，又說，神眷顧

祂的百姓了。 

路7:17 這關於耶穌的話，就傳遍了整個猶太和四周全境。 

約11:41 他們就把石頭挪開，耶穌舉目向上說，父啊，我感謝你，因為你已經聽我。  約

11:42 我也知道你常聽我，但我說這話，是為周圍站著的群眾，叫他們信是你差了我 

來。 

約11:43 說了這話，就大聲喊著說，拉撒路，出來！ 

約11:44 那死人就出來了，手腳裹著布，臉上包著手巾。耶穌對他們說，解開，讓他

走。 

約5:25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 

聽見的人就要活了。 

六 以利沙用面去除野瓜的毒，與主耶穌用祂自己作細面，醫治祂的門徒脫離法利賽人

的酵，在原則上是一樣的—王下四41，太十六12。 
王下4:41 以利沙說，拿點面來。他把面撒在鍋中，說，倒出來，給眾人喫吧。鍋中就沒

有什麼有害之物了。 

太16:12 門徒這才領悟祂所說的，不是叫他們提防餅的酵，乃是叫他們提防法利賽人和

撒都該人的教訓。 

七 以利沙用一根木頭，使掉在水裡的斧頭浮上來；這表徵基督在復活裡，藉祂的十字

架恢復墮落在死水裡之罪人所失去的能力—王下六6，弗二1~6。 
王下6:6 神人問說，掉在哪裡了？他將那地方指給以利沙看。以利沙砍了一根木頭，拋

在那裡，就使斧頭浮上來。 

弗2:1 而你們原是死在過犯並罪之中， 

弗2:2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著這世界的世付，順著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

是那現今在悖逆之子裡面運行之靈的首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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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2:3 我們眾人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在我們肉體的私欲裡，行事為人，行肉體和思

念所意欲的，生來就是可怒的兒女，和其餘的人一樣； 

弗2:4 然而神富於憐憫，因祂愛我們的大愛， 

弗2:5 竟然在我們因過犯死了的時候，便叫我們一同與基督活過來（你們得救是靠著

恩典）， 

弗2:6 祂又叫我們在基督耶穌裡一同復活，一同坐在諸天界裡， 

八 以利沙為別人行神奇醫治的神跡，但照著神的旨意，他自己卻沒有藉神跡得醫治； 

這是保羅和他同工們的經歷—王下十三14： 
王下13:14 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約阿施下來看他，在他面前哭泣，說，我父

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戰車馬兵啊！ 

1 保羅把病了的特羅非摩留在米利都，而沒有為他得醫治禱告；他也沒有運用他

醫病的恩賜，治好提摩太的胃病—提後四20，提前五23，徒十九11~12。 
提後4:20     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羅非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提

前5:23     因你胃口不清，屢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要稍微用點酒。徒

19:11 神藉保羅的手，行了非凡的異能， 

徒19:12     甚至有人從保羅身上拿手巾或圍裙，放在病人身上，疾病就離開他們， 惡靈

也出去了。 

2 保羅及其同工們在這段受苦的時期，是在裡面生命的管治之下，不是在外面恩

賜的能力之下： 

a 前者屬於生命裡的恩典，後者屬於神奇能力中的恩賜。 

b 在召會敗落中，當人在為召會受苦時，能力的恩賜不像生命裡的恩典那樣

需要—提後四22。 
提後4:22 願主與你的靈同在。願恩典與你們同在。 

九 以利沙身體雖然死了，卻仍在靈裡盡職，使一個死人活過來—王下十三21： 

王下13:21 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見一隊來襲的人，就把死人拋在以利沙的墳墓裡；一碰

著以利沙的骸骨，那死人就復活，站起來了。 

1 甚至死了的以利沙也能使人活過來。 

2 這是基督在復活裡的圖畫—約十一25，徒二24，腓三10： 

約11:25 耶穌對她說，我是復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

活； 

徒2:24 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除，叫祂復活了，因為祂不能被死拘禁。 

腓3:10 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a 無論誰碰著祂，就活過來。 

b 重生就是靈裡死了的人碰著死而復活的基督，就活過來—參約五25，弗

二1~6上。 
約5:25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死人要聽見神兒

子的聲音，聽見的人就要活了。 

弗2:1 而你們原是死在過犯並罪之中， 

弗2:2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著這世界的世付，順著空中掌權者

的首領，就是那現今在悖逆之子裡面運行之靈的首領； 

弗2:3 我們眾人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在我們肉體的私欲裡，行事為人， 

行肉體和思念所意欲的，生來就是可怒的兒女，和其餘的人一樣； 

弗2:4 然而神富於憐憫，因祂愛我們的大愛， 

弗2:5 竟然在我們因過犯死了的時候，便叫我們一同與基督活過來（你們

得救是靠著恩典）， 

弗2:6上 祂又叫我們在基督耶穌裡一同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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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就如摩西、撒母耳和保羅，以利沙是神人（直譯，屬神的人），行事如同神

在地上的代表，如同代理的神—王下四9： 
王下4:9 婦人對丈夫說，我看出那常從我們這裡經過的是聖別的神人。 

一 耶和華對摩西說，祂使摩西在法老面前作神—出七1上： 
出7:1上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看，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作神；…… 

1 在摩西身上，神得著一個代表祂並執行祂旨意的人；摩西絕不憑自己對法老說

話，他總是說神所吩咐他說的—三16~18，五1。 
出3:16 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長老，對他們說，耶和華你們祖宗的神，就是亞伯拉

罕、以撒、雅各的神，向我顯現，說，我實在眷顧了你們，也看見了你

們在埃及受到什麼樣的對待。 

出3:17 我也說，我要將你們從埃及的困苦中領出來，上到迦南人、赫人、亞摩

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到流奶與蜜之地。 

出3:18 他們必聽你的話；你和以色列的長老要去見埃及王，對他說，耶和華希

伯來人的神遇見了我們；現在求你讓我們走三天的路程，到曠野裡去， 

我們好獻祭給耶和華我們的神。 

出5:1 後來摩西、亞倫去對法老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這樣說，讓我的百姓

去，他們好在曠野向我守節。 

2 事實上法老不是聽神的大使摩西說話，與摩西辦交涉；他乃是聽神說話，與神

辦交涉。 

二 撒母耳代表神在地上治理祂的百姓；這樣，撒母耳乃是代理的神—撒上一11，二 

35，七3，八22： 

撒上1:11      她許願說，萬軍之耶和華啊，你若垂顧你婢女的苦情，紀念我，不忘記你的婢

女，賜你的婢女一個男孩，我必將他終身獻與耶和華，不用剃刀剃他的頭。 

撒上2:35     我要為自己立一個忠信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為他建立穩固的家；

他必永遠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 

撒上7:3        撒母耳對以色列全家說，你們若全心回轉歸向耶和華，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亞斯他

錄從你們中間除掉，專心歸向耶和華，單單事奉祂；祂必救你們脫離非利士人

的手。 

撒上8:22     耶和華對撒母耳說，你只管聽從他們的話，為他們立王。撒母耳對以色列人說，

你們各歸各城去吧。 

1 撒母耳能作代理的神，因為他的所是和神的心乃是一—二35： 

撒上2:35     我要為自己立一個忠信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為他建立穩固

的家；他必永遠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 

a 他是一個合乎神心的人；這就是說，他是神心的複製、翻版。 

b 撒母耳的生活和工作乃是為著完成一切在神心中的事。 

2 撒母耳是神的出口，也是神的行政；如此，他乃是代理的神。 

三 保羅在他的職事裡，是屬神的人，就是代理的神，安慰信徒，憑著神的單純行事為人，

表達神的妒忌，並且作基督的大使，完成和好的職事—林後一3~4、12，十一2，五

20： 

林後1:3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就是那憐恤人的父，和賜諸般安慰的神，是當受頌

讚的； 

林後1:4 祂在我們一切的患難中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自己從神所受的安慰，安慰那些

在各樣患難中的人。 

林後1:12 我們所誇的，是我們的良心見證我們憑著神的單純和純誠，在世為人，不靠屬

肉體的智慧，乃靠神的恩典，對你們更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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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1:2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們，因為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要將一個貞潔的童

女獻給基督。 

林後5:20 所以我們為基督作了大使，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一樣；我們替基督求你們： 

要與神和好。 

1 在使徒保羅漫長、不幸且受監禁的航程中，主保守他在祂的超越裡，使他能活

出一種生活，遠超憂慮的境域—徒二七13~二八9： 
徒27:13 這時微微起了南風，他們以為對目的地已有把握，就起錨，貼近革哩底

航行。 

徒27:14 但過了不久，一股名叫友拉革羅的狂風，從島上撲下來， 

徒27:15 船被風抓住，敵不住風，我們就任風刮去， 

徒27:16 貼著一個小島的背風岸奔航，那島名叫高大，我們好不容易才收住小

艇。 

徒27:17 既把小艇拉上來，就用纜繩捆綁船底；又恐怕撞在賽耳底沙灘上，就放

下帆來，任船飄流。 

徒27:18 我們被風浪顛簸得很厲害，第二天眾人就把貨物拋出去， 

徒27:19 到第三天，他們又親手把船上的用具拋棄了。 

徒27:20 太陽和星辰多日不顯露，又有狂風大浪催逼，我們得救的指望就都絕了。

徒27:21 眾人多日沒有喫什麼，保羅就站在他們中間，說，諸位，你們本該聽從 

我，不離開革哩底，免得遭受這樣的傷害和損失。 

徒27:22 現在我還勸你們放心振作，因為你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會喪命，唯獨失喪

這船， 

徒27:23 因我所屬所事奉的神，祂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邊，說， 

徒27:24 保羅，不要害怕，你必站在該撒面前，看哪，與你同船的人，神都賜給

你了。 

徒27:25 所以諸位，要放心振作，我信神怎樣對我說，事情也要怎樣成就。

徒27:26 只是我們必撞在一個島上。 

徒27:27 到了第十四天夜裡，我們在亞底亞海飄來飄去，約到半夜，水手以為漸

近旱地， 

徒27:28 就探探深淺，探得有二十㖊；稍往前行，又探探深淺，探得有十五㖊。

徒27:29 恐怕撞在石頭上，就從船尾拋下四個錨，期待著天亮。 

徒27:30 水手想要離船逃走，就把小艇放在海裡，假作要從船頭拋錨的樣子。

徒27:31 保羅對百夫長和兵丁說，這些人若不留在船上，你們必不能得救。 

徒27:32 於是兵丁砍斷小艇的繩子，任它飄去。 

徒27:33 從那時到天快亮，保羅一直勸眾人用飯，說，你們懸望忍餓不喫什麼， 

今天已是第十四天了。 

徒27:34 所以我勸你們用飯，這與你們的得救有關，因為你們各人連一根頭髮也

不至於損壞。 

徒27:35 保羅說了這話，就拿著餅，在眾人面前感謝了神，然後擘開來喫。

徒27:36 於是眾人都放心振作，也就用飯了。 

徒27:37 我們在船上的，共有二百七十六個人。 

徒27:38 他們喫飽了，就把麥子拋在海裡，叫船輕一點。 

徒27:39 到了天亮，他們不認識那地方，只看見一個有岸可登的海灣，就商議能

把船攏進去不能。 

徒27:40 於是把錨丟棄在海裡，同時鬆開舵繩，拉起前帆，順著風向岸駛去。 

徒27:41 但遇著兩水夾流的地方，就把船擱了淺；船頭膠著不動，船尾被浪猛力

沖壞了。 

徒27:42 兵丁的意思是要把囚犯殺了，恐怕有人泅水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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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27:43 但百夫長願意叫保羅安全得救，不准他們任意而行，就吩咐會泅水的， 

跳下水去先上岸； 

徒27:44 其餘的人，有的可以用木東，有的可以用船上的東西上岸。這樣，眾人

都安全得救上了岸。 

徒28:1 我們既已安全得救，才認出那島名叫米利大。 

徒28:2 土人待我們有非常的情分，因為當時下著雨，天氣又冷，就生火接待我

們眾人。 

徒28:3 那時，保羅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條毒蛇因熱出來，纏住他的手。 

徒28:4 土人看見那毒蛇懸在他手上，就彼此說，這人必是個兇手，雖然從海裡 

安全得救，公理還不容他活著。 

徒28:5 保羅竟把那毒蛇甩在火裡，並沒有受傷。 

徒28:6 土人等著看他腫起來，或是忽然僕倒死了，但等了多時，見他無事，就

轉念說，他是個神。 

徒28:7 那地附近有些甪產是島長的，這人名叫部百流，他接納我們，親切地款

待了三天。 

徒28:8 當時，部百流的父親患熱病和痢疾躺著，保羅進到他那裡，禱告並按手

在他身上，醫好了他。 

徒28:9 這樣一來，島上其餘的病人也來得了醫治。 

a 這種生活是全然尊貴，有人性美德的最高標準，彰顯最高超的神聖屬性， 

與多年前主耶穌在地上所過的生活相似。 

b 這是耶穌在祂被神性所豐富的人性裡，再次活在地上。 

c 這是從前活在福音書裡那奇妙、超絕、奧秘的神人，藉著祂許多肢體中的

一個，在使徒行傳裡繼續活著。 

2 新約的信徒能夠像保羅一樣，盡功用作代理的神—提前一16。 

提前1:16 然而，我所以蒙了憐憫，是要叫耶穌基督在我這罪魁身上，顯示祂一切

的恒忍，給後來信靠祂得永遠生命的人作榜樣。 

三 我們是神所揀選、救贖並重生的人，與神是一，被神構成，活神，彰顯神， 

與神一同行動，代表神，就能盡功用作代理的神—弗一4~5： 
弗1:4 就如祂在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愛裡，在祂面前，成為聖

別、沒有瑕疵； 

弗1:5 按著祂意願所喜悅的，豫定了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歸於祂自己， 

一 我們是神所揀選、救贖並重生的人，應當與神是一—林前六17： 
林前6:17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1 聖經的基本原則是，神在祂的經綸裡，要使祂自己與人成為一，並使人與祂成

為一—約十五4。 
約15:4 你們要住在我裡面，我也住在你們裡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樹上，自己

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住在我裡面，也是這樣。 

2 神渴望神聖的生命與屬人的生命聯結一起，成為一個生命，同過一個生活—林

前六17。 
林前6:17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二 我們需要被神構成—弗三17上，西三10~11： 
弗3:17上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裡，…… 

西3:10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照著創造他者的形像漸漸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識； 

西3:11 在此並沒有希利尼人和猶太人、受割禮的和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 

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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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的經綸是要將祂自己分賜到我們裡面，使我們的所是由祂的所是構成，以致

與祂的所是成為一個構成—弗三17上，四4~6。 
弗3:17上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裡，…… 

弗4:4 一個身體和一位靈，正如你們蒙召，也是在一個盼望中蒙召的； 

弗4:5 一主，一信，一浸； 

弗4:6 一位眾人的神與父，就是那超越眾人，貫徹眾人，也在眾人之內的。 

2 在神聖的生命裡，並憑著神聖生命之律的工作，神要作到我們裡面，我們也要

在祂的生命和性情上被祂構成—羅八2、6、10~11、29。 
羅8:2 因為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已經釋放了我，使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

羅8:6 因為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安。 

羅8:10 但基督若在你們裡面，身體固然因罪是死的，靈卻因義是生命。 

羅8:11 然而那叫耶穌從死人中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裡面，那叫基督從死人

中復活的，也必藉著祂住在你們裡面的靈，賜生命給你們必死的身體。 

羅8:29 因為神所豫知的人，祂也豫定他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使祂兒子在許多

弟兄中作長子。 

三 我們作為與神是一併被神構成的人，應當活神—腓一21上： 
腓1:21上 因為在我，活著就是基督，…… 

1 照著神的經綸，祂的心意是要將祂的元素、祂的本質和祂性情的成分，分賜到

我們的所是裡，使我們活祂—羅八2、6、10~11。 
羅8:2 因為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已經釋放了我，使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

羅8:6 因為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安。 

羅8:10 但基督若在你們裡面，身體固然因罪是死的，靈卻因義是生命。 

羅8:11 然而那叫耶穌從死人中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裡面，那叫基督從死人

中復活的，也必藉著祂住在你們裡面的靈，賜生命給你們必死的身體。 

2 我們的日常生活實際上應當是神自己，因而是一種一直活神的生活—帖前二 

12，林前十31。 

帖前2:12 要叫你們行事為人，配得過那召你們進入祂自己的國和榮耀的神。

林前10:31 所以你們或喫、或喝、或作什麼事，一切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四 我們應當彰顯神—創一26，林後三18，羅八29，西三10： 

創1:26 神說，我們要按著我們的形像，照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

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林後3:18 但我們眾人既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

變化成為與祂同樣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羅8:29 因為神所豫知的人，祂也豫定他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

作長子。 

西3:10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照著創造他者的形像漸漸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識； 

1 神永遠的定旨是要把祂自己作到我們裡面，作我們的生命，使我們能彰顯祂— 

弗一11，三11，提後一9。 
弗1:11 我們既在祂裡面，照著那位按祂意願所決議的，行作萬事者的定旨，蒙

了豫定，也就在祂裡面成了所選定的基業， 

弗3:11 這是照著祂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所立的永遠定旨； 

提後1:9 神救了我們，以聖召召了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為，乃是按祂自己的定

旨和恩典；這恩典是歷世之前，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的， 

2 神在祂經綸裡的目的，乃是要我們與祂是一併活祂，作祂團體的彰顯—林前六 

17，腓一21上，弗一22~23。 
林前6:17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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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1:21上 因為在我，活著就是基督，…… 

弗1: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著召會作萬有的頭； 

弗1:23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五 我們作為彰顯神的人，應當與神一同行動—書一1~9，六1~16： 
書1:1 耶和華的僕人摩西死了以後，耶和華對摩西的幫手，嫩的兒子約書亞說， 

書1:2 我的僕人摩西死了；現在你要起來，和眾百姓過這約但河，往我所要賜給以色

列人的地去。 

書1:3 凡你們腳掌所踏之地，我都照著我所應許摩西的話賜給你們了。 

書1:4 從曠野和這利巴嫩，直到大河，就是伯拉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

處，都要作你們的境界。 

書1:5 你一生的日子，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樣與摩西同在，也必照樣

與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書1:6 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必使這百姓承受那地為業，就是我向他們列祖起誓要賜

給他們的。 

書1:7 只要剛強，大大壯膽，照我僕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謹守遵行，不偏離

左右，使你無論往哪裡去，都可以順利。 

書1:8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默想，好使你照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謹守

遵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你也必凡事順利。 

書1:9 我豈沒有吩咐你麼？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

裡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 

書6:1 耶利哥的城門因以色列人就關得嚴緊，無人出入。 

書6:2 耶和華對約書亞說，看哪，我已經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並大能的勇士，都

交在你手中。 

書6:3 你們的一切兵丁要圍繞這城，一日圍繞一次，六日都要這樣行。 

書6:4 七個祭司要拿著七個羊角號走在約櫃前。到第七日，你們要繞城七次，祭司也

要吹號。 

書6:5 他們吹羊角的聲音拖長，你們聽見號聲時，眾百姓要大聲呼喊，城牆就必塌

陷，百姓個個都要往前直上。 

書6:6 嫩的兒子約書亞召了祭司來，對他們說，你們抬起約櫃，要有七個祭司拿著七

個羊角號走在耶和華的約櫃前； 

書6:7 又對百姓說，你們前去繞城，帶兵器的要走在耶和華的約櫃前。 

書6:8 約書亞對百姓說完了話，七個祭司拿著七個羊角號走在耶和華面前吹號；耶和

華的約櫃在他們後面跟隨。 

書6:9 帶兵器的走在吹號的祭司前面，後隊走在約櫃後面，祭司不住地吹號。 

書6:10 約書亞吩咐百姓說，你們不可呼喊，不可出聲，連一句話也不可出你們的口， 

等到我叫你們呼喊的日子，那時才可以呼喊。 

書6:11 這樣，他使耶和華的約櫃繞城，繞了一次；眾人回到營裡，就在營裡住宿。

書6:12 約書亞清早起來，祭司又抬起耶和華的約櫃。 

書6:13 七個祭司拿著七個羊角號走在耶和華的約櫃前，不住地吹號；帶兵器的在他們

前面走，後隊走在耶和華的約櫃後面，祭司不住地吹號。 

書6:14 第二日，眾人把城繞了一次，就回營裡去。六日都是這樣行。 

書6:15 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時候，他們起來，照樣繞城七次；唯獨這日把城繞了七

次。 

書6:16 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號的時候，約書亞對百姓說，呼喊吧，因為耶和華已經把

城交給你們了。 

1 神需要以色列人在祂經綸的大輪行動裡與祂合作—一1~9，六1~16。 
書一1~9，六1~16 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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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需要在神的心頭願望裡，並在祂地上的行動裡，與祂成為一—弗一5、9， 

啟十四1~4。 

弗1:5 按著祂意願所喜悅的，豫定了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歸於

祂自己， 

弗1:9 照著祂的喜悅，使我們知道祂意願的奧秘；這喜悅是祂在自己裡面豫先

定下的， 

啟14:1 我又觀看，看哪，羔羊站在錫安山上，同祂還有十四萬四千人，額上都

寫著祂的名，和祂父的名。 

啟14:2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像眾水的聲音，又像大雷的聲音，並且我所聽見

的，好像彈琴的所彈的琴聲。 

啟14:3 他們在寶座前，並在四活物和眾長老前唱新歌；除了從地上買來的那十

四萬四千人以外，沒有人能學這歌。 

啟14:4 這些人未曾與婦女在一起受到玷污，他們原是童身。羔羊無論往哪裡

去，他們都跟隨祂。他們是從人間買來的，作初熟的果子歸與神和羔

羊； 

六 我們與神一同行動時，應當代表神—創一26~28： 

創1:26 神說，我們要按著我們的形像，照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

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創1:27 神就按著自己的形像創造人，乃是按著神的形像創造他；創造他們有男有女。

創1:28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繁衍增多，遍滿地面，並制伏這地，也要管 

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1 我們若要用權柄代表神，就需要在生命裡彰顯神；亞倫有復活的生命彰顯神， 

因此，他有權柄代表神—26節，二9，民十七1~8。 
創1:26 神說，我們要按著我們的形像，照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

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創2:9 耶和華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裡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也好作食物；園

子當中有生命樹，還有善惡知識樹。 

民17:1 耶和華對摩西說， 

民17:2 你要告訴以色列人，從他們取杖，每宗族一根；從他們所有的首領，按

著宗族，共取十二根；你要將各人的名字寫在各人的杖上， 

民17:3 並要將亞倫的名字寫在利未的杖上，因為各宗族的族長必有一根杖。

民17:4 你要把這些杖放在會幕內見證的版前，我與你們相會之處。 

民17:5 我揀選的那人，他的杖必發芽；這樣，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們所發、對

我的怨言止息。 

民17:6 於是摩西告訴以色列人。他們的首領就把杖交給他，按著宗族，每首領

一根，共有十二根；亞倫的杖也在其中。 

民17:7 摩西就把杖放在見證的會幕內，在耶和華面前。 

民17:8 第二天，摩西進見證的會幕去；看哪，利未家亞倫的杖已經發了芽，甚

至生了花苞，開了花，結了熟杏。 

2 為神作工正確的路，乃是代表祂—出七1~2。 

出7:1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看，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作神；你的哥哥亞倫要作你

的申言者。 

出7:2 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說；你的哥哥亞倫要告訴法老，叫他讓以色列

人出他的地。 

七 我們若與神是一，被神構成，活神，彰顯神，與神一同行動，並代表神，就能盡功

用作代理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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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能使我們在生命、性情、彰顯和功用上與祂一樣，以完成祂的經綸—西三 

4，彼後一4，弗三9。 

西3:4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祂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裡。 

彼後1:4 藉這榮耀和美德，祂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你們既逃離 

世上從情欲來的敗壞，就藉著這些應許，得有分於神的性情。 

弗3:9 並將那歷世歷代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裡的奧秘有何等的經綸，向眾人照

明 

2 申言者以利沙在他的職事裡，作為神人（屬神的人），行事如同神的代表，如

同代理的神；今天我們這些在基督裡的信徒，也能如此在神的經綸裡盡功用作

代理的神—王下四9，提前六11，提後三17。 
王下4:9 婦人對丈夫說，我看出那常從我們這裡經過的是聖別的神人。 

提前6:11 但你這屬神的人啊，要逃避這些事，竭力追求公義、敬虔、信、愛、忍

耐、溫柔。 

提後3:17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備，為著各樣的善工，裝備齊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