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09.07/14                                              福音與我的歷史觀                                         (福音與我-12) 

 

      我們活在神所造所帶領的空間和時間裏;要明白其空間構造和運行的原理, 也要明白今日神所帶領人類歷史

的時間表到什麼地步了; 這樣我們的生命、禱告與生活才能配合實際的情況彰顯出神的能力並成全神的旨意。

上週,已分享了關於空間的信息,在明白空間的基礎上,本週我們繼續分享關於時間方面的信息吧。 

 

      神的話和目前整個世界的情況,很淸楚地告訴我們,神所帶領"救恩歷史"已經來到最後的時刻了。我們身為

蒙神呼召的天國工人要知道"神正在作什麼,透過我們生命的條件、人際關係和凡事上神要作什麼？",這樣我們

才能在每天所作的事情上看見神的引領,心裏能得確信,因而能顯出神的權柄和能力,叫所作的每樣事情都能成

為"榮神益人建國"的實際力量。神早已說了, 在這人子快要再來的時刻,我們會看到－神說: 整個世界逐漸聯合

成了一個團體,宗敎合一起來是要攻擊基督徒(基督身體/敎會); 而許多敎會與世界的妥協而失去了純真福音,要

保持純真信仰的基督徒會受到逼迫<太24:4-5,23-24,帖後2:3-4,彼後2:1-3,啓13:1-18>。在這種情況裏, 主必興起像"

摩西和以利亞"彰顯神權能的聖徒和敎會<啓11:3-6>, 賜給他們春雨(later rain=福音和聖靈的能力)<雅5:7-8,珥

2:23-24,28-32,徒2:14-21>,叫他們參與主基督兩種大而可畏的大收割工作<啓14:1-20>。 

 

      在這末日之末, 主叫我們要謹愼自守,警醒禱告<太24:42-44,彼前4:7>。我們如何謹守警醒禱告呢?特別要關

注:主預告<太24章>末日景況之後, 賜給我們的四個譬喻<太24:45-25:46>,末日那大收割的工作不在於別處,乃在

於每一個聖民所擁有的生命聯絡網裏,就在我們每一天的生活裏。我們要參與世界福音化事工的同時(代禱並用

網站傳揚全備福音,也實際地參與),在我們的生活現場裏,無論得時不得時要傳揚基督福音,並要口唱心和地讚美

主來服事周圍的配偶、兒女、父母、兄弟、肢體、同事與鄰居。我們要帶着榮耀的盼望等候主快快再的來,然

而,更重要的是:要活出現在住在我生命/生活裏的主基督。所以,我們應該每天多多享受以馬內利福音的好處並

得着美好的見證,也要在我生命的聯絡網裏蒙主所使用,叫在我的生命、我的家庭、我的敎會更是能將所得著福

音的見證成為末日許多人,家庭和地區的祝福了。我們天天都會聽到從世界各地而來末日現象的消息,這樣的消

息不但不叫我們驚惶害怕, 反而更是叫我們得着了末日事奉的動力。因此我們在每日的生活和事奉裏,要多多

操練"以馬內利", 來預備卽將要來臨之越來越艱難的日子,並預 備當磨難的日子來臨之時能顯出以馬內利主更

大的權柄和能力了。在這末日時代,每一個基督敎會的信息應該繼續認眞地傳講全備福音的精義和各種敎訓的

同時,也要傳講"主的時間表", 叫衆聖民能得着加倍謹守警醒的動力, 和能迅速的操練24小時以馬內利,來預備迎

接那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 

 

讀經: 太24:1-51, 25:1-2, 14-15, 29, 31-40, 彼前4:7-11, 彼後1:1-15, 3:8-14 

 

1.我們深信: 人類歷史的6,000年,乃是在耶穌基督裏的救恩歷史了! 

當我們認識了整個歷史的終極目標之時, 我們才能明白在地上七十年日子的一生的目標,並明白今日神在我一

切條件裏的美意。 

 

1)進化論的"謊言"混亂了人對地球和人類歷史的了解! 從19世紀末開始到今日的150年,進化論的謊言影響整個

世界,叫無數的靈魂跌倒了。進化論者認為地球的歷史是45億年, 人類歷史是350萬年。在1987年Berkeley大學所

硏究的Mitochondria(線粒體)證明: 現在地球上的70億人都是從一位母親而來的,並且其推測的歷史大略是20萬年

前。後來1997年Ann Gibbons等的生物遺傳學者提出了那第一位母親很可能只不過是6000年前的女人。讀者們

可以在網站裏參考關於"線粒體夏娃(mitochondria eve)"的資料。 

 

2)聖經告訴我們的歷史,就是6000年了! 深信"聖經的無誤"而在聖經話語上得了宇宙觀、歷史觀、價値觀和人生

觀的人,便爲有福了; 他們會因信神的話得聖靈的指敎和所賜的能力, 也會看到他們所信的都被成全。神帶領歷

史都有定時; 祂按自己所定的程序用六日創造了天地萬有,然後第七日進入了安息; 祂按自己所定的年代用六千

年完成救恩歷史,然後與祂在整個救恩歷史中所得的子民將要進入新天新地永遠的安息裏。按聖經所記錄神民

的家譜和他們的年齡,我們可以知道: 從亞當到亞伯拉罕是2000年,從亞伯拉罕到主耶穌的死而復活、昇天、五

旬節聖靈降臨也是2000年,從五旬節到主耶穌再來也是2000年; 從耶穌基督到亞當就是77代<路3章>。 

 



3)聖經告訴我們: 從亞當到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光,就是救恩歷史; 在其歷史中發生的一切的事,都是為要"成全基

督救恩,召聚聖民(重生、成聖、得基業),建立永國"而存在的! 人類在地上的歷史不需要很長,在地上歷史的那段

時光裏神得了"神民滿足的數目"就好, 那就是6000年。耶穌基督是創造空間和時間的神,並按着自己的形像造人,

顯明了自己"道成肉身、死而復活、寶座掌權"所帶來的救恩,在祂裏面重新創造了祂子民的新生命並成聖他們,

正在為他們預備永遠的國度,卽將再來把他們帶進新天新地, 與他們享受永遠的福樂。因此,耶穌基督就是那位

首先的也是末後的,今日時間存有的理由也都是為要"榮耀基督, 召聚子民, 建立永國"。 

 

4)我的70年就在其救恩歷史中, 我要在地上日子裏得着永遠常存的內容! 我在地上所得的條件和人際關係、過

去的經驗和現在所作的凡事, 都是叫我得"重生、成聖、永遠基業"的工具, 帶着這永遠的終極目的來看的時候, 

我們才能發現神永遠的美意。雖然有千千萬萬蒙神揀選的神兒女們, 但我這獨一無二的生命帶有永遠尊貴的意

義。不關我在地上日子裏帶着如何的條件, 不關遇到如何的情況, 只要我願意, 我就能從那條件和情況裏得着永

遠的冠冕。我在任何情況裏都能享受最大的自由、滿足、成功的秘訣就在於此, 我的生命最快得醫治、得成聖

的秘訣也就在這裏。 

 

2.我們正在看見: 再要來的主耶穌"正在門口", 救恩歷史快要結束的光景! 

主叫我們分辨時代, 謹守警醒禱告。當我們觀察這時代的光景, 就能發現6000年救恩歷史已來到"人子近了, 正

在門口了"的最後一刻。雖然, 我們會遇到許多從未經歷過的事情, 但我們不會驚惶、懼怕、難過, 因爲這是我

們一來等候的日子, 是主透過我們的生命、禱告和事奉大大顯出祂的權能而速速成全永遠救恩大工(大收割)的

時刻。這些日子過後, 我們就會迎接帶着衆天使駕雲降臨來到空中的主耶穌, 我們也被提到空中與主相會, 參與

在極其榮耀喜樂中開的婚筵, 領受一生的功效就是永遠的基業和冠冕, 與主進入新天新地享受永遠的福樂。 

 

1)人性的墮落越來越嚴重, 到處聽見的災難.戰爭的消息越來越多<太24:6-8>: 過去幾十年我們淸楚感覺到人性

非常快的變化, 越來越專顧自己、無親情、性情兇暴、苟合行淫、家庭破裂、整個社會的風氣紊亂, 進到21世

紀其敗壞的程度已達到極點; 因此, 神的審判也加重地臨到人世裏, 飢荒、瘟疫、地震、災難越來越嚴重又頻繁, 

民攻打民、國攻打國的情況也越來越激烈又複雜。但, 這一些都是"災難的起頭"而已, 主卽將要來更明顯的兩

個證據, 還是要看"福音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和"以色列民的變化"。 

 

2)在這網站時代, 耶穌基督的福音已傳遍天下, 對萬民作見證了<太24:14>: 主後第一世紀, 從耶路撒冷被傳揚的

基督福音, 經過安提阿、小亞細亞、馬其頓、羅馬、歐洲、美國、和亞洲, 到了21世紀, 透過網站文化迅速"傳

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了。最近幾年, 在回敎中東人中間, 冒着性命的危險而信主耶穌的人數非常迅速的加增。 

 

3)我們正在看見: "無花果樹(猶太人)的樹枝發嫩長葉"<太24:32-33>的光景: 我們已看到了: 1900多年以來沒有自

己的國家而全世界被分散的猶太人, 已在1948年5月14日恢復自己國家的事實。也聽到: 過去幾十年間, 許多猶

太人經過超自然式的經歷悔改信耶穌基督爲主的消息; 同時也知道回國的猶太人爲着第三聖殿已具備了聖殿裏

面的聖具, 以待他們恢復獻祭的日子。那日子就是<但9:27>"七十個七"的預言中最後"一個七年"的開始, 卽將要

出現的那"沈淪之子/不法的人"大敵基督<帖後2:1-12>"與許多人堅定盟約"前三年半, 但三年半過後, 那大敵基督

突變而"使(猶太人的)祭祀與供獻止息", 並且會大大逼迫猶太人。在那逼迫期間, 很多猶太人被殺之後, 剩下來

的餘民(樹不子)整體悔改的時刻將會來臨<羅11:25-29>。 

 

4)在這網站時代, 世界漸漸成爲一個, 大敵基督很快要出現敵擋神的受膏者基督和敎會<太24:15, 帖後2:1-12, 啓

13:1-18>: 我們正在全世界裏看見如下的光景: ①在糧食不夠、經濟不景氣、失業的情況裏, 世界經濟系統逐漸

統一化, 由世界聯合機構來管理(IBRD, IMF)。②每一個國家的國民選總統的時候, 最關注是否"能解決經濟問題

"。在這種列國萬民的需求之下, 將來一個"假救主, 就是大敵基督"會出現<啓13:1-10>。③在民攻打民.國攻打國

的戰爭和各種宗敎與宗敎間的掙扎中, 人人都呼籲和平博愛, 在那種呼籲裏"新世紀運動(New Age Movement)"和

宗敎合一運動正在興起來。宗敎合一之後,一個代表領袖會出來,行出神蹟異能而引誘萬民,並且爲大敵基督製

作一個偶像,强迫萬民拜那偶像,受獸的印記<啓13:11-18>。那假先知和整個世界宗敎合一的勢力將必攻擊"不能

與他們同負一軛"的基督敎會<太24:9, 詩2:2>。④在新世紀運動和宗敎合一運動的過程中,敎會逐漸受到"世俗、

成功、神秘、人為"等偏差信仰的影響而失去純真基督福音的系統和能力<帖後2:9-12>。在那種世界的逼迫和



偏差信仰的試探之下, 敎會要進入那"在火鍊中分辨麥子和糠秕"<路3:17>的時期。在那時那一大群"雖在敎會裏, 

原是沒有基督生命的稗子(基督敎徒)"都無法勝過火鍊而會離開敎會<太24:10-13>。 

 

5)主將春雨降下在末日蒙召的守望者身上, 也透過他們正在完成大收割的工作: 誰是在這末日蒙主呼召的守望

者呢? 就是那些 ① 心裏明白"恢復基督身體(建殿), 認識聖靈, 如何24小時活出基督", 並且擁有見證的基督徒<約

2:19, 14:16-27>; ② 並能分辯"宗敎與福音"的差異, 能看到撒但在這末日欺哄基督敎會的光景, 而像保羅一樣發

憤敲醒當代基督徒恢復"活出基督"的基督徒<加1:6-9, 提后3:1-17>; ③ 無論得時不得時傳福音, 也看到傳福音的

門路繼續被敞開的基督徒<徒1:8>。生命已如此蒙恩的基督徒, 是不關他的條件和過去的經歷如何, 是個擁有又

大又難的計劃和使命的人; 他所擁有的條件.關係.七個生活禾場的聯絡網都是極其寶貴的, 他將必看見許多美好

的事工透過他的生命聯絡網繼續被張開<太28:18-20, 徒1:8, 啓3:7-8>。從天而來各樣美好的恩賜和賞賜(春雨)已

臨到並且將會繼續臨到他生命裏, 沒有比認識主更榮耀更尊貴的恩膏了; 他的禱告會帶來時代的變化<啓8:3-5, 

11:6>。若在你生命裏有前述守望者的證據, 你應該要歡喜快樂! 你的生命是已經被聖靈大大恩膏了, 你的渴

望、明白、享受福音就是聖靈的恩膏; 並活出基督、發憤熱心要祝福人、爲這時代的代禱, 就是你生命對主呼

召的回應了。末日的守望者也會一樣遇到曾經挪亞、摩西、以利亞、耶利米、保羅所遇到的情況, 也會享受他

們所享受的權柄和能力, 也會看到主完整的保護<路21:17-19>。必要多多明白聖靈在你生命裏的作爲, 一邊要更

認眞事奉主, 一邊也要在各方面操練自己的靈魂體, 以備前面要來臨各種艱難日子中更蒙神重用的時刻。 

 

3. 在如此的時代裏, 我應該如何地過日子? 遇到患亂時, 我如何能得勝? 

許多聖經學者爭論 "①患亂前被提呢(最後七年之前)? ②患亂中被提呢(後三年半之前)? ③患亂後被提呢(過整個

七年之後)?"的問題.筆者認為<啓11:1-13>經文的解釋,是猜測其時間表上非常關鍵的根基.筆者的解釋則如下: 那

兩個證人(外邦敎會和猶太人敎會)完成了1260日(三年半)的權柄傳道工作, 然後被從無底坑上來的獸殺(教會不

能傳講耶穌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過了三天半後, 有生氣從神那裡進入兩個證人(教會)裏面, 他們

就站起來。兩位證人聽見有大聲音從天上來, 對他們說: "上到這裡來",他們就駕著雲上了天, 他們的仇敵也看見

了。這是明顯是指"主駕雲降臨來到空中,教會的復活並被提到空中"的事。但較難解的就是那"三天半"。那三

天半,是多久的日子?是否指大敵基督和假先知踐踏聖殿的那42個月(三年半)? 或是指那三年半開始之後的一段

日子?聖徒被提時間的答案就在那裏了。筆者認為是後三年半開始之後大災難尚未來臨的一段日子。雖然, 聖

民會經歷一段日子的逼迫和災難, 但不會在地上經歷"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 沒有這樣的災難, 後來也必沒有

"<太24:21>的那大災難。 

 

其答案是無論如何, 我們今日已經看到: 末日的敎會已大大受到世界和宗敎的攻擊, 歐洲敎會已經倒塌了, 美國

敎會也漸漸失去福音的能力, 也受到整個人民共通看法的限制(不能在公場所傳福音或開福音聚會等), 韓國和

中國的敎會也一段復興的日子過後却很快變為宗敎的光景。也到處聽到飢荒、瘟疫、地震、天災、戰爭的消

息, 整個世界的經濟問題叫我們感到生存的壓力, 敗壞的社會和文化的風氣叫我們膽心我們的兒女受到影響等

等。我們這幾年很淸楚地感覺到我們與"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的爭戰爭戰是越來越激烈的, 並且我們知道無論哪

種卽將更激烈的爭戰是正在等候我們的。因此, 我們現在要謹守神的話、真理、事實、福音的精義與世界分別

為聖, 也要警醒禱告保持聖靈所賜的能力, 並要多多操練"順着聖靈而行"的生活而要豫備前面的日子。 

 

1)只要以以馬內利主為我最大的滿足! 一個聖徒的成聖最高的境界, 就是恢復"單單以主為最大的滿足"的生

命。那種聖徒是在任何情況裏都能享受主所賜絶對不變的安息和喜樂, 因為雖然條件、環境、或人是時常會改

變,但惟有我們的主向所愛之人所顯明的大愛、所賜的恩賜賞賜,是從未改變,從未轉動的影兒<雅1:17>, 是昨

日、今日、直到永遠都一樣的<來13:8>。保羅說,任何的問題都不能叫我們失去主的愛<羅8:31-39>,大衛也說,在

任何情況裏都能看見主的恩惠慈愛隨着他<詩23篇>。保羅能享受那種恩惠,是都由於"以認識主基督耶穌為至

寶"<腓3:8>的發現,大衛也是由於"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詩16:2>的發現。我們蒙愛的人所遇一切的矛盾和掙扎,

都是從我們生命的目標、動機、關心不與蒙召的恩相稱而來的; 直到我們的心配合於主的心之前我們無法脫離

那種痛苦,因為主要祂所愛的佳偶專心戀慕祂,所以我們所遇的那些痛苦就是主吸引我們的屬靈光景。我們蒙愛

之人的真正幸福不從世上的什麼條件而來,乃是從在任何條件裏我們的心明白了主的心而來, 也是從發現主的

恩惠和慈愛在那事情裏而來的。 

 



⇒ 不關前面或平安或艱難有如何的日子等候我,我今日在我所遇的矛盾、問題、或叫我難過的事情裏,多多操

練"以不變的主為滿足"的秘訣, 以備前面的時光! 

 

2)務要學習並要掌握"24小時凡事上的以馬內利"= 把凡事當作敎材! 若我們要像大衛和保羅一樣在凡事裏享受

主的恩惠和慈愛,必要像他們一樣要掌握"能在凡事上察驗到主的美意,發現主的恩惠和慈愛"的秘訣。那就是他

們兩位所掌握"用福音來建殿而成為基督身體, 並認識聖靈"的奧秘,也是亞伯拉罕的祭壇、摩西的會幕、大衛的

帳幕、以西結要重建的聖殿, 也就是主耶穌所講"三日內要再建立"<約2:19>而得着聖靈洗<約1:33, 7:38, 14:16-27, 

20:22>的奧秘。基督福音告訴我們: ①我們是基督的身體、神的兒女、聖靈的殿, ②已得了永遠的應許(以瑪內

利和四大福音化), ③也已得了神在凡事裏的美意(叫我們愛神愛人的旨意); 藉此叫我們得了①兒子的靈(聖靈)<

羅8:15>、②榮神益人建國的靈(聖靈)<徒1:8>、③指敎我們的靈(聖靈)<約14:26>。然後,福音告訴我們叫我們必

要以"祭壇(禱告/崇拜)、肢體、事奉"為中心過七日和每一天七個生活現場的生活。保羅在<以弗所書>的敎導

裏有這"在基督裏建殿而明白聖靈"的系統,他能隨時隨地享受"不消滅聖靈的感動<帖前5:19>,不叫聖靈擔憂<弗

4:30>,靠聖靈<弗6:18>,順着聖靈而行<加5:16>"的秘訣就在於建殿而得着基督身體。大衛也一樣的, 他能隨時隨

地享受主的同在、引導、保護、供應、成全, 也都是從他懂得建立"大衛的帳幕(建殿)"並認識了聖靈而來的。

他① 深知了自己的蒙召蒙愛<撒上16:6-13>, ② 也確信了主賜給他永遠的應許<撒下7:1-17>, ③並明白了神的美

意(真理、律例、法度、典章、敎訓、訓辭、命令)<王上2:1-4, 詩19:7-14>。筆者在反覆强調的那①②③的內容

和其程序、其程序和彼此的連結、並反覆確認, 是在建殿和認識聖靈上非常要緊的, 一個也不能缺少。 

 

⇒ 我們如此建殿, 認識聖靈之後, 必要把凡事當作敎材地每天要操練"隨時凡事上, 與主交通, 與主同行"上的奧

秘。特別在禱告的操練上多多下工夫, 在禱告中多多認識聖靈, 也要操練敵擋魔鬼詭計的秘訣, 也要掌握天國顯

現的奧秘。在操練的過程中, 我們會發現其秘訣都在於"明白主的美意而喜愛順從, 並保守心懷意念, 也時常檢

討自己而洗淨"的奧秘裏。 

 

3)總動員所有的聯絡網和門路, 無論得時不得時務要傳揚全備以瑪內利福音! 恢復上面所講"建殿而認識聖靈、

與主交通、同行"的以瑪內利生活, 和成全"榮神益人建國、四大福音化、傳福音/宣敎"的應許是彼此不能分開

而講的。因爲沒有恢復主的目標, 就無法得着主在凡事裏的美意和引領; 沒有恢復主的引領, 也就無法見證以馬

內利主。像保羅一樣, 能享受"明白主的美意而聖靈充滿", 才能作到"口唱心和地讚美主"的<弗5:15-21>; 並且我

能聖靈充滿也是主的作為, 為我這聖靈充滿的人敞開傳福音的門路的也是主的作為。那些眞正享受福音的能力

和益處(叫人能出地獄入天國, 叫人能出黑暗入光明, 叫人能享受天上、地上、永遠福氣)的人, 才能感到"對萬民

有福音的債", 也能看重傳福音和宣敎事工的重要性和帶來的祝福, 而自然而然會無論得時不得時傳福音。若我

是個飢渴慕義要恢復基督的人, 若是個常想傳揚福音的好處的人, 若是個能分辯叫人與神同行的純眞福音和宗

敎的不同並且爲時代的基督敎會代禱的人, 就在這救恩歷史最後時刻大收割的日子裏, 我所擁有的條件、關係

和聯絡網, 是非常重要的, 是含着主永遠的計劃和基業的了。在我所愛的、所遇見的、所代禱的人中, 有無數神

一樣所揀選寶貴的聖民和時代的精兵。今日我如此的蒙恩, 是必來自於經過過去各種哀慟的事而恢復八福人的

心靈。因此, 我一生的經歷和蒙恩, 是在傳福音宣敎的事工上帶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的, 當我們經歷那些哀慟事情

並蒙恩的時候, 主已在我聯絡網和遇見裏, 爲我豫備了許多需要同樣福音答案和見證的人群。過去在我哀慟的

條件裏所得的恩典和得醫治的見證、過去所經歷過的失敗和蒙恩得安慰得能力的見證、在我人際關係裏所遇

過的矛盾和蒙恩恢復的見證、今日靠聖靈如何在凡事上經歷主的見證, 都要成為當代無數神民的安慰、醫治、

能力和祝福。從我們認眞裝備以瑪內利福音的答案和系統, 享受以瑪內利福音的好處, 並好好兒整理豫備我的

見證的時候開始, 我們就會看見: 神爲我敞開許多傳福音的門路, 並我生命的疆界繼續不斷地會擴張的光景。 

 

⇒ 在這網站時代, 我們的生命聯絡網是會連結於全世界的, 並且我們會作到正確又細密也又快又豐盛功效的傳

福音工作。並且不但會用我自己的信息和見證, 也會用許多其他敎會、機構、神僕和肢體的視頻、信息和見

證。我所掌握的全備福音信息和所得的見證、網站和我生命聯絡網, 就是在這末日大收割的禾場和在主手中的

快鐮刀。只要我們願意, 我們就能領受主的恩膏和重用, 我就能發揮我的無限潛力。我們要堅定直到主再來我

要榮神益人建國(四大福音化)而活, 並且建立一套我無論得時不得時傳福音的系統和門路(我生活的運作和網站

的各種社交媒體), 認眞參與末日大收割禾場裏的工作, 最重要的還是認眞服事時常與我同在的家人、敎會肢

體、公司的同事和親友而得着美好的見證。 



4) 在主所賜獨一無二的條件、關係、角色、崗位、使命上,盡心盡力服事人,追求和睦和聖潔! 主預言人子快要

再來的時刻<太24:1-44>之後,不是叫聖徒都去外國或別的地區傳福音,乃是叫聖徒不要驚惶, 謹守警醒禱告, 要好

好兒說管理家裡的人, 按時分糧給他們<太24:45>;"成爲聰明的童女, 時常豫備油(靠福音和聖靈而活)"<太25:1-

13>; "發揮所領受的職 和恩賜忠心良善的事奉主"<太25:14-30>,"安慰、幇助、服事在傍邊在哀慟裏的人"<太

25:31-46>。使徒彼得提醒聖徒說,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愼自守,警醒禱告"後,就强調說, "最要緊的

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

般恩賜的好管家"<彼前4:7-10>。他在<彼後1:1-15>也强調說, "得與神的性情有分"的成聖最高的階段, 就是"用神

的愛來愛衆人的"。神的一切美意, 就在於愛神愛人。主從未向我們要求作超過我們能力的事, 神叫我們的是只

要我們願意我們就能作到的。我們在任何情況裏都能得着神最大的稱讚和祝福, 我們在凡事上都能得着最大的

成功, 因爲我們在任何情況裏"愛神愛人"是能作到的。我們不要作偉大的事, 乃要作重要的事。我們不需要强

迫配偶和兒女們蒙恩, 我們用神的愛來愛他們, 盡我的本份並積極幇助、服事、祝福他們, 神就向他們施恩而叫

他們蒙恩。我在凡事上能明白神美意而蒙得神的幇助的秘訣就在此, 我和我家蒙主大恩的秘訣就在此, 我能祝

福列邦萬民的秘訣也就在此。特別在這末日, 人人都專顧自己、違背父母、忘恩負義、無親情、不解怨、好說

讒言、性情兇暴、不愛良善的世代<提后3:1-7>, 我們一人能願意作到"活出基督榮美良善的美德"來, 我們就會

看見我的禱告和代禱很快蒙神大大的應允。 

 

5)每天,擧手爲主所托付給我的生命和末日聖民代禱! 神說,"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設立守望的,他們晝夜必不

靜默。呼籲耶和華的,你們不要歇息,也不要使祂歇息,直等祂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爲可讚美的"<

賽62:6-7>。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是最忠心良善的守望者,祂正在神寶座右邊爲祂的衆聖徒代禱,並且我們都知道祂

的代禱100%都蒙父神的悅納而得着成全。"主耶和華若不將奧秘指示他的僕人衆先知,就一無所行"<阿3:7>;"耶

和華與敬畏他的人親密,他必將自己的約指示他們"<詩25:14>。神在每一個世代都興起了守望者, 將耶穌基督在

神寶座右邊代禱的內容向他們的心靈裏顯明,叫他們爲神民神國禱告了,並且透過他們的禱告成就了偉大的事工;

尤其在這末日世代神已揀選了當代的守望者,要大大地重用他們的禱告。已經恢復了上面1)~4)的生命和生活的

聖徒,就是當代的守望者,在他們心裏所得的所願和禱告題目就是主在他們心靈裏顯明的<羅8:34, 26>,他們的禱

告必蒙應允,並且會帶來天上、地上、未來很大的變化<啓8:3-5,但10:10-14>。我為所愛的配偶兒女、父母兄

弟、肢體朋友的代禱,必保護他們,也會祝福他們; 我爲當代神民和神僕的代禱,必蒙神的應允而帶來大能天使天

軍的作為,捆綁仇敵大龍的勢力和作為,神民得着安寧保守,神民傳福音和宣敎事工的門路快快打開,世界各地會

興起許多主所豫備的精兵,迅速完成末日大收割的工作。 

 

⇒ 我個人定時禱告裏的代禱和敎會肢體連鎖禱告, 實際地保護我們所愛的和代禱的肢體、家庭、團契, 也實際

地幇助、祝福他們。我們旣然知道了這事實, 不可以犯"停止爲以色列禱告的罪"<撒上12:23>。我們要忠心作到

守望者的使命, 每天我們要爲主所托付給我獨一無二"我的七個禾場聯絡網裏的生命和事工"代禱。並且代禱的

時候, 特別要注意"有否主向我顯明實際地幇助他們的內容"而要服事他們, 並且不可以失去信心而帶着着急和

灰心的心爲他們代禱, 乃是堅信主的應許, 你要有根有基地察驗主對他們生命裏的恩愛和將必成全的事。這樣

享受禱告中蒙應允, 我們才能代禱之後, 帶着感恩、盼望、喜樂的心服事他們, 等候他們蒙恩的日子。 

 

6) 要操練單純的生活! 這世界不是我們永遠要活的地方,我們永遠的本鄕就在天上,我們地上的日子就是客旅、

寄居、短暫的時光; 但我們也不可輕看地上的時光而浪費光陰,因為我們永遠的基業和冠冕是在這地上有限的

日子裏,用主托付給我們的條件和恩賜要得而帶過去的。我們在地上的日子很快要過去, 也有可能我們還存留

在地上的時候主突然會再來。主說, "你們要警醒, 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哪一天來到"<太24:42>。當我們突然

聽到天使長呼籲和吹響號筒的聲音的時候,會看見主從天降臨, 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然後我們和他們

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帖前4:13-18>。主又說,那時,"在房上的, 不要下來拿家裡的東西;在田裡的,也

不要回去取衣裳"<太24:17-18>。"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

"<彼後3:10>; "受造之物都要廢去,(惟有)使那不被震動的常存"<來12:27>。當那日,我奪取現在的肉身(塵土)換穿

復活榮耀身體的時候, 我能帶着什麼"不被烈火銷化而常存"的東西?我們知道那常存的,就是我們成聖而恢復基

督美德的生命和一生所得被記念在生命冊上的基業,那就是我們為要榮神益人建國所獻上的生命、禱告、事

奉、時間、能力、財物和拯救、造就、牧養、培養出來永遠肢體的生命。我們不可以將恩賜埋葬在地裏,也不

可以將財物積攢在地上, 也不可以追求屬地的成功、地位、權勢和名譽。我們要成爲聰明、忠心、良善的好管



家,好好兒管理主托付給我的一切, 並且要預備心隨時要離開世界,或迎接主再來。<提前6:6-10>說,"敬虔加上知

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為我們沒有帶什麼到世上來, 也不能帶甚麼去, 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但那些想要發財

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裡, 叫人沉在敗壞和滅亡中。貪財是萬惡之根"。<雅5:1-3>說, 

"你們這些富足人啊, 應當哭泣, 號咷, 因為將有苦難臨到你們身上... 你們在這末世,只知積攢錢財"。我們堅定終

身目標,無論得時不得時傳揚基督福音的好處,時常關注有沒有主所托付要關懷的靈魂的同時,也要要操練單純

的生活。不但要操練單單以今日有一套衣服、一碗食物爲滿足,也要操練:在任何植物也可以喫喝,在任何地方

也可以睡,在任何條件裏也可以享受以馬內利豐盛的恩典而能口唱心和地讚美主。 

 

7) 在恢復上述六樣生命生活的狀態裏, 要天天過"盡忠於一天的使命而將明天交托主"的生活! 我們不知道主何

時再來, 所以我們堅定人生的終極目標, 得着榮神益人建國的生活系統, 一天一天忠心良善的要擔當一天的使命, 

並且等候主隨時再來。末日蒙召守望者的一天事奉裏帶含着神永遠的計劃和使命。使徒彼得說, "有一件事你

們不可忘記,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彼後3:8>。主非常看重我們在地上的一日, 我們在一天的時光

裏能得着一千年的基業和賞賜。有時我們一分鍾的禱告叫我得着"改變我永遠日子的亮光", 也會帶來保護並祝

福無數神民的功效, 有時我們五分鍾簡單的勸勉和安慰會帶來一個人的永遠時光和那人聯絡網裏無數人的蒙

恩。我們在地上七十年從未遇見過同樣的一日, 我們每天遇到新天新事和新恩, 所以我們要每天要期待主所作

奇妙偉大的事。然而, 我們不需要太謹愼或緊張的生活, 乃要在一天生活裏察驗主所托付的使命後, 時時刻刻靠

聖靈所賜的智慧和恩典享受擔當主所托付的使命, 也歡歡喜喜地服事人, 與人一同享受主恩就好。在這末日, 我

們會日月聽到領人驚惶的事情, 我們在今天所遇的事奉上好好兒操練時刻都享受主恩而緊緊地跟隨主的秘訣, 

並且務要每天夜晩休息之前檢討自己一天的生活, 並且要得着洗淨而更新的生命, 也要得着主的安慰和稱讚而

感恩讚美, 並要得着對明天榮耀的期待和盼望。 

 

最後囑咐的一句話: 通常多想多講末日末世的人, 很容易被陷於"厭世、逃世等的消極的想法和生活運作"裏, 因

此,我們特要謹愼觀察我們心靈的狀態而要避免那種結果。我尙未完成使命之前, 不能離開世界回天家, 主再來

的日子也繼續會耽延; 最要緊的是現在、在這裏、在這人、在這事裏的使命, 並且在其使命中主所預備的恩賜

和賞賜。我們要愛惜光陰,明白主在凡事裏的美意,歡喜快樂的跟從主,口唱心和地讚美主,見證主<弗5:15-21>! 

 

禱告:親愛的主啊,我們到處聽到敗壞、災難、戰爭的消息,到處看到末日的光景。我們正在看見: 在這網站時代, 

世界迅速來往,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一同商議,宗敎合一,抵擋神和神的受膏者耶穌基督和祂的敎會;從無底

坑裏上來的獸和蝗蟲用“屬世、人爲、成功、神秘”等的假道混亂主的福音真理,牢籠敎會的信徒,叫信徒擔負

罪惡,被各樣的私慾引誘,常常學習,終久不能明白“使人凡事上與神同行”的福音真道。主啊, 藉此我們知道: 

你已在門口,你駕雲降臨,我們被你接提的日子很快來到;並且你用你手中的快鐮刀,正在迅速進行拯救和審判的

兩種大收割。感謝你!你將你所作的事,不向我們隱藏,使我們警醒謹愼而預備我們的心,並能在成聖、操練、事

奉上都能得着更多的動力。主啊,在如此混亂並要等候將要來臨末日各種患亂的時刻,我們要更完美地操練而掌

握“時刻蒙受你的保護、恩膏、使用”的秘訣,以備前面更激烈爭戰的日子。求主開起天門,將你所應許的春雨

降下在我們心靈裏,使我們能成爲更有能力的見證人;求主在我們生命聯絡網裏迅速成全你所應許四大福音化的

善工。阿們! 

 

本週禱告題目 

1.我能看到再要來的主今日“正在門口”的光景麼?我可以說明其證據麼(神的話成全在今日的光景)?我可以歡

喜快樂地被主取提麼?我正在如何預備那最後的日子?到如今我的生命和日子得了哪些永遠常存的內容(重生、

成聖、禱告、事奉、傳福音、生養屬靈兒女)? 

2.我明白一天一天主賜給我的使命, 並且忠心事奉主、服事人麼?我心被恩感地領受了主賜給我獨一無二的條

件、關係、角色、崗位和使命麼?每天在自己的角色上察驗主的美意麼?靠主的恩典而服事衆人麼?每天盡君尊

祭司的職份和權柄,用代禱保護、祝福神所托付的生命和事工和全世界的聖民麼? 主喜悅我的日子,天天稱讚並

加添恩賜和賞賜麼? 

3.我已掌握了“在最後末日的患亂中能得勝”的秘訣麼? 無論遇到何等嚴重的逼迫和患亂,我仍然會走“榮神

益人建國”的道路麼?在那種情況裏,主將會如何地保守我,堅固我,使用我的呢?爲此,今日我如何預備我的心,如

何與主交通,如何操練我的生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