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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纪结晶读经信息要点
第三十六
三十六篇

形像与管治权—创世记的心脏
读经：创世纪
第三十六篇信息题目解读
第三十六篇信息题目解读：创世记的主题是人具有神的形像,并且
施行神的管治权管理万有—26 ~ 28 节。借着生命的变化并成熟,在
雅各身上有神的形像彰显神,在约瑟身上有神的管治权代表神。形
像与管治权这两件事，在创世记里是作为种子陈明出来，在新约里
逐渐发展并将实现在召会里，完满实现于新耶路撒冷。
周一 职事信息选摘
创世记一章二十六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请注意 这里两个重要的
辞—形像和管理。...我们必须想想, 人是按着什么作法，为着什么
目的造的。圣经说，人是按着神的形像造的。没有什么比神更高。
因此，人是按着至高者的形像造的。我们有神的形像，使我们能彰
显祂；我们有神的管治权，使我们能代表祂。所以，我们是神的彰
显和代表。这是创世记的心脏(创世记生命读经,一四○五页)。
创 1:26 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像，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
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
爬的一切爬物。
创 1:27 神就按着自己的形像创造人，乃是按着神的形像创造他；
创造他们有男有女。
创 1:28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遍满地面，
并制伏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
活物。
职事信息解读：神按着祂的形像造人, 是为着一个目的, 要人成为
神的复制,然后,人是照着神的样式造的,好有神的显出,来作神的彰
显。
问题一：创世纪的心脏是什么？请背诵创 1：26？
周二 职事信息选摘
在创世记末了几章,我们看见一个彰显神形像并施行神管治权的以
色列。施行神的管治权管理万有, 是表现在约瑟的生平里，而神的
形像是彰显在以色列身上。约瑟不是与雅各分开的，他乃是彰显神
形像之生命的一方面。彰显神的形像并施行神的管治权，这两面必
须显在一个人身上。所以,我们在约瑟的生平里所看见的，可称为
成熟的以色列掌权的一面。没有这光,你就无法领会这段话。在末
了几章，约瑟预表基督，以色列家预指国度。因为约瑟否认己，神
的国就得以实际地实现。 整个宇宙都属于神,而神渴望一个国度。
虽然是法老在埃及统治，神的国却借着约瑟的掌权得以实现出来。
约瑟的掌权就是神的国，这国是为着达成神的定旨。
创 47: 7 ~ 8 “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去,站 在法老面前,雅各就给
法老祝福。法老 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
诗 24:1
24:1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 其间的,都属耶和华。
职事信息解读：
职事信息解读：你要有喜乐的召会生活么?那么你必须在约束之下,
并且否认己。包括制伏我们的怒气和我们的情欲，象约瑟一样。约
瑟的否认己,并他在神主宰的手下受约束,乃是国度生活实行之钥。
问题二：
问题二：如何实行马太 5－7 章启示的国度生活？

周三 职事信息选摘
形像和管治是撒在创世记一章的两粒种子。这些种子需要整本圣经
来长大、发展，其收成，完全的成熟,是在启示录二十一至二十二
章(创世记生命读经，一一二页)。 基督的成为肉体与神人生活，达
成了神造人的目的，也就是主耶稣凭着神的心思、意志、情感过着
真正人的生活— 在神的属性里彰显神。主不寻求自己的意思,只寻
求神的意思。祂来不是要行自己的意思，乃是要行神的意思。
路 1:31 看哪，你将怀孕生子，要给祂起名叫耶稣。
路 1:32 祂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祂祖大卫的宝座
给祂，
路 1:35 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
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路 2:40 那孩子渐渐长大，刚强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祂
身上。
路 2:52 耶稣在智慧和身量，并在神与人面前所显明的恩典上，都
不断增长。
职事信息解读：神的心意先在主个人身上得着实现，主是神的彰显
和代表。
问题三：为什么说主是否认己的人？
周四 职事信息选摘
模成是变化的最终结果，包括我们里面素质和性情的变化，和我
们外面样式的变化，好使我们与神而人者的基督，在荣耀里的形像
相配。祂是原型, 我们是大量产品(圣经恢复本,罗八 29 注 3)。
基督从永远就是神的独生子(约一 18)，到神差祂到世上来时，仍
是神的独生子(约壹四 9，约 一 14,三 16)。在祂的神性里，在复活
中生为神的长子(徒十三 33)；同时也在祂的复活里，带着所有信祂
的人一同复活(彼前一 3)，和祂一同生为神的众子,使他们成为祂的
许多弟兄，好构成祂的身体，作神在祂 里面的团体彰显(罗八 29
注 5)。
罗 8:29
8:29 因为神所预知的人，祂也预定他们模成神儿子的形像，
使祂儿子在许多弟 兄中作长子。
罗 5:17
5:17 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借着这一人作了王,那些受洋溢之
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就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
王了。
职事信息解读
职事信息解读：模成是指生命的成形。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
并变化我们时,就自然而然将我们形成神长子的模样、形像。我们
也成了神的彰显和代表。
问题四：如何模成神儿子的形像？
周五 职事信息选摘
我们召会这新人乃是在神的目的中所要得着的人。神要得着一个人,
在旧造中祂所创造的，乃是一个表号，预表，而不是真正的人。真
正的人乃是基督借祂包罗万有的死，在十字架上所创造的人，这人
称为新人。旧人没有完成神的双重目的；然而，在神新造里的新人，
的确完成了彰显神并对付神仇敌的双重目的(新约总论第七册，二
九五至二九六页)。
西 1:13
1:13 祂拯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 我们迁入祂爱子的国里。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
创造的。
职事信息解读：团体的新人有创造他者的形像（西三 10），因为
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弗四 24）。
一个新人乃是团体的战士，抵挡神的仇敌，带进神的国——六
10～20，启十二 10。
问题五：召会的神圣目的是什么？
周六 职事信息选摘
信徒虽多,但在宇宙中只有一个新人。所有的信徒都是这个团体、
宇宙新人的组成分子。照以弗所四章十三节看,我们必须长大,直到
我们达到了长成的人;并且 在二十四节我们看见,在实行上,我们需要
穿上新人。整个新耶路撒冷彰显神,有神的样子。新耶路撒冷也运
用神的权柄,维护神的管治,直到永远。今天这两粒种子也在你我里
面生长。神的形像和神的权柄一直在我们里面长大(创世记生命读
经,一一二页)。
太 6: 13 ...因为国度、能力、荣耀,都是你 的,直到永远。阿们。
启 22:1 天使又指给我看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
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启 21:2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
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
启 22:5 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需要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
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启 21:10 我在灵里，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
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我看。
启 21:11 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象碧玉，
明如水晶；
职事信息解读：在永远里，新耶路撒冷乃是形像与管治权的终极完
成——启二一 2、10～11： 新耶路撒冷有神的形像、样子，发光
彰显三一神，新耶路撒冷乃是神永远的国，充满神的荣耀——二二
1、5，二一 11。
问题六：概述形像与管治权在新约的发展？
弗 4:24
4:24

属灵书报追求进度
1. 晨兴追求：创世纪结晶读经三十六周
2. 小排的追求进度：创世纪
3. 生命读经追求: http://mswe1.org/reading/2013/ls_reading1
4. 新旧约圣经恢复本一年一遍本周进度: http://rsgamen.org
报告事项
1.今年的感恩节爱宴与相调聚
感恩节爱宴与相调聚会
相调聚会：
日期：11 月 26 日（周三）
时间：6:00PM
地点：会所（92 Youngs Rd, Hamilton NJ 08619）
请各家带双倍的饭菜，我们也会在会所预备一只烤全羊。
请各排（Rider+Princeton, WW3+NT1, LH1+LH4,
W5+LH3,WW2+LH2,WW1+WW4）各自预备二分钟小排聚会情形
的报告，然后挑选一首诗歌展览，最后我们会有为每个小
排合照。 服事弟兄们预备 Church in Hamilton 2014 年
以来的感恩总结 PPT。
2. WW1 俞吾君弟兄受浸归入主名。感谢赞美主！
3. Princeton 校园陈晓阳弟兄（化学系博士一年级）受浸归入主名。
感谢赞美主！
4. 2015 年北美学者学人访问台湾将于 2 月 21-22 日在台湾举行。欢
迎弟兄姊妹报名参加。
代祷事项
1. 请圣徒为郭涛弟兄、杨慧姊妹这个家代祷。
2. 请圣徒为余洁麟弟兄、陈泽全弟兄的身体全面康复祷告。
3. 青少年的聚会和牧养。
4. 为各位身体上有需求的圣徒代祷。
5. 请为服侍弟兄们代祷。愿弟兄们同心合意，奉献全人，带头享受
主，服事召会。
6. 请继续为 Daycare 的明年开办代祷：执照申请、聘请教师、招
生及建造 playground，如期开办等事宜。
7. 请为蒙哈利的圣徒与英文组圣徒有进一步交通，彼此牧养与实行，
继续代祷。
8. 请为英文组以及青少年组的工作开展代祷。
9. 请为召会的探访负担代祷，加强弟兄姊妹的属灵和生活的连接，
更好的坚固圣徒过正常的教会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