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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17                  攻破仇敵堅固營壘的禱告            (打破黑暗勢力的秘訣-3)  

   

        

   主已完全得勝,掌管天上地上永遠的權柄,同時住在我們每一個聖徒的生命裏,也運行在我們中間。主

爲每一個聖徒預備了永遠的産業和生命的聯絡網,也將四大福音化的應許賜給了每一個聖徒,並在每一個

生命裏、家庭、敎會、聯絡網裏天天成就。雖然,在這成就的過程裏,我們會遇到仇敵魔鬼的敵擋,但那些

爭戰會叫我們更認眞地依靠主,叫我們得着更美好的見證,也叫主的應許更迅速、更豐盛地蒙得成全。今

年,2016年我們在應許蒙應允的過程裏,將要面對許多的爭戰。但,在主基督裏,我們的爭戰是已得勝的。

主勸勉我們:先確保全然的得勝後,日日享受得勝!   

 

   當我們靠基督之名斥責魔鬼的同時,黑暗勢力是被打破的;但有些事情則在黑暗勢力全然潰滅前,還得

經過一段時間和過程。在那過程裏,有時我們會看見事情和情況好像變得更壞更糟;此時我們不可忘記:其

實,那些情況都只不過是魔鬼潰滅之前"重重地抽瘋"的現象而已。但,我們必要關注的事,是:在那魔鬼重

重地抽瘋的過程裏,魔鬼必用各樣的詭計來欺騙我們;所以,我們唯有依靠聖靈,透過基督福音賜給我們的

答案和權能,我們才能得勝,並叫魔鬼速速地逃跑。  

 

   凡眞信神的話的聖徒,都能很淸楚地看到:魔鬼在整個歷史裏"敵擋基督和基督身體(以色列/敎會)"的

作爲;也會看到:從過去一百多年以來,魔鬼的作爲比以前百倍千倍地厲害,並在過去十多年裡厲害的程度

已達到極點。去年2015年在整個世界所發生"令人驚愕"的事情,要比前年2014年多的百倍了;由此可以預

測:2016年將必發生更嚴重的事情。看得見的所有現象,就能反映其背後所看不見世界(靈界)的光景;人類

言行的敗壞就是魔鬼在人心(靈界)裏之作爲的反映。然而,在如此的情況裏,我們屬基督的聖民是同時可

以預測到:在2016年,基督百倍千倍的權能將必透過"警醒謹守,守望吹號"的聖徒大大顯明,而在這救恩歷

史最後的階段裏,主基督得着"未得聖民"的大收割作爲要速速成全。主已將"得勝的答案、天國的鑰匙、

福音眞理和聖靈"都賜給我們了,因此,我們只要警醒謹守福音和聖靈向我們顯示神的美意,守望保護祝福

自己和神民的禱告,無論得時不得時透過各種傳福音的管道吹號,我們就在每一個脚步裏都能與主一同享

受那"已得勝"的得勝,並且也會看到:我們蒙恩一來晝夜所盼望的那四大福音化的應許百倍地蒙得成全!  

 

  《啓示錄》,是主耶穌所啓示關於2000年末世救恩歷史的預言。主以七敎會、七印、七號、七碗啓示了

這期間所要發生的事情。七敎會是啓示在2000年中將要出現七種聖徒或敎會的樣子。七印是啓示末世

2000年的義意和內容,乃是基督在撒但手中拯救祂的子民。七號是啓示在其救恩歷史中神對人的敗壞要顯

現的審判和警告,特別我們要關注後面三個號被吹時在人類中要出現的"禍哉"。筆者認爲:第一個禍哉,已

發生在過去一百多年裏(魔鬼透過進化論和無神論的謊言欺騙了整個人類,也攻擊了基督敎會);第二個禍

哉,是發生在過去十多年前直到如今(魔鬼透過網站科學,叫整個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敎勢力聯合

起來,一同來攻擊基督敎會,而使敎會失去分別爲聖,很快的世俗化);而第三個禍哉,卽將要發生,乃是指七

碗倒出來整個世界的滅亡,然後,耶穌基督要施行最後的審判。  

 

 

** 讀經:啓8:13-9:4,9:12-15,10:8-11,11:1-6 

 

 《啓8:13-9:4》我又看見一個鷹飛在空中,並聽見他大聲說:"三位天使要吹那其餘的號。你們住在地上

的民,禍哉!禍哉!禍哉!"(這是指:末日要發生三種與前面四種警告(四號)大有不同的災殃)第五位天使吹

號,我就看見一個星從天落到地上,有無底坑的鑰匙賜給他。(這就說明:還沒到神所許可的時間,魔鬼在

末日要帶來那"禍哉"性的災殃不可發生)他開了無底坑,便有煙(假道/謊言=進化論/無神論/共産主義)從

坑裡往上冒,好像大火爐的煙(其欺騙的勢力非常急促);日頭(福音眞理)和天空(屬靈環境)都因這煙昏暗

了。有蝗蟲(欺騙人的魔鬼)從煙中出來,飛到地上;有能力賜給他們(謊言的能力實在是很大,使人失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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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好像地上蠍子的能力一樣,並且吩咐他們說,不可傷害地上的草和各樣靑物,並一切樹木(傷害的對象,

不是有形的物體,乃是人的心靈),惟獨要傷害額上沒有神印記的人(沒有羔羊基督的印記和聖靈的印記的

人=不信基督福音的人)。這第一禍哉,必改變整個人類的心靈狀態和整個世界;筆者認爲:這"禍哉"從十

九世紀末已開始發生,至今正在猛烈進行着;那就是"進化論、無神論、唯物論"和"科學第一主義、人本主

義"。沒有另一改變比人心靈的改變是更大的改變;沒有另一災禍比人心不再信神是更大的災禍。 

 

 《啓9:12-15》第一樣災禍過去了,還有兩樣災禍要來。(是指:第六號和第七號被吹時要發生的災禍)第

六位天使吹號,我就聽見有聲音從神面前金壇的四角出來,吩咐那吹號的第六位天使,說:"把那捆綁在伯

拉大河的四個使者釋放了。"伯拉大河,是指:敎會與世界彼此分辨的界限。亞伯拉罕遵從神的呼召,離開

本地、本族、父家而到神所指示之地時,就是過了這伯拉大河,因此他和他的後裔被稱為"希伯來人(過河

的意思)"。凡蒙神呼召的聖徒,都要過河或過海或過水(洗禮),這是意味着"與世界分別爲聖"。第二個災

禍,就是敎會失去了基督十字架純眞的福音,不再與世界分別,不能再發光作鹽的事了。當敎會失去基督的

生命、使命和能力時,人們就無法從罪和死的律裏被拯救出來。四個使者,是指:東西南北的使者;他們得

了釋放,是指東西南北彼此迅速來往;筆者認爲,是《但12:4》預言"必有多人來往奔跑,知識就必增長"的

成全,乃是整個世界彼此來往聯合而建立"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並那兩個獸《啓13章》和"沈

淪之子/不法之人"《帖後2:1-12>的出現。我們已經看見了:人類歷史來到20世紀末期(1994年),網站時代

已經開始了,並且進到21世紀後更急速地發展,整個世界已經成了一個團契了。那四個使者就被釋放;他

們原是預備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時,要殺人的三分之一。筆者認爲:這是指:整個世界的敎會和敎會裏

的人們中,三分之一沒有生命的人會離開敎會。 

 

   ** 《啓示錄10-11章》啓示:在救恩歷史快要結束的期間,地上有兩個充滿有基督生命和能力的敎會(猶

太人基督徒和外邦人基督徒),他們是蒙神呼召的守望者;他們因信神的預言(神的話)很淸楚分辨時代,而

警醒謹守(像那預備燈油的五個童女),爲自己和家人、肢體、親友並爲時代守望禱告,也努力傳揚福音(吹

號)。在這末日之末極其黑暗的時期,神必透過那些"警醒謹守,守望吹號"的聖徒,顯出祂的大能,並要完成

最後大收割的救恩善工。 

 

 《啓10:8-11》我先前從天上所聽見的那聲音又吩咐我說:"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開的小書卷

取過來。"我就走到天使那裡,對他說:"請你把小書卷給我。"(小書卷,是指關乎在末日在地上發生之事

的預言,也可以說是指基督福音和神的旨意)他對我說:"你拿著吃盡了,便叫你肚子發苦(明白時代的黑暗

而非常哀痛),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飢渴慕義尋求神的美意的聖徒,當他明白神美意之時的喜樂)。"我

從天使手中把小書卷接過來,吃盡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後,肚子覺得發苦了。天使對我說:"你

必指著多民、多國、多方、多王再說預言。"(凡明白神對時代的旨意的聖徒,必自然而然的爲時代守望

禱告,也必傳揚福音)  

 

 《啓11:1-6》有一根葦子賜給我,當作量度的杖;且有話說:"起來!將神的殿和祭壇,並在殿中禮拜的人都

量一量。傳道人必要能分辨聖民和世人生命的有所不同,並且必要建殿(得着基督生命思想系統和生活運

作原理)而要明白聖靈,也要以祭壇、肢體、事奉爲中心展開傳福音事工。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

因爲這是給了外邦人的;他們要踐踏聖城四十二個月(四十二月,就是三年半,是指以色列民最後七年的'

後三年半'《但9:24-27》,也是指神所定那大敵基督逼迫敎會的一段時間)。我要使我那兩個見證人,穿

著毛衣,傳道一千二百六十天。"(一千二百六十天,也是三年半;是那七年中的'前三年半',乃是猶太人基

督徒和外邦人基督徒可以有能力地傳福音的期間)他們就是那兩棵橄欖樹,兩個燈臺,立在世界之主面前

的。(是指:《撒迦利亞書4:1-14》的預言)若有人想要害他們,就有火從他們口中出來,燒滅仇敵。凡想

要害他們的都必這樣被殺。(傳福音者口裏出來的話,就是從神口裏出來的話語,都必要成全;信從的必得

永生和永生福樂,敵擋的必要面對神的審判)這二人有權柄,在他們傳道的日子叫天閉塞不下雨;又有權柄

叫水變爲血,並且能隨時隨意用各樣的災殃攻擊世界。(神透過傳福音者,必要將曾經透過摩西和以利亞

顯明的權柄和能力顯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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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這末日之末,魔鬼欺騙的作爲已達到極點!  

 

    以神的預言和歷史的應驗來看2016年,我們就會淸楚看見魔鬼在這時代,在人心和整個世界裏的作爲。

因此,我們會更認眞地警醒謹守,也會得着全然得勝的答案和秘訣,而能保護並祝福自己和自己所愛的人。   

  

   1)魔鬼的權勢,都來自於牠的謊言:謊言的權能實在是很大,謊言能偷竊人的財産、感情和寶貴的時光,

能殺害人的生命,能將人帶到永遠的地獄和刑罰裏,也能毁壞夫婦、父子、兄弟、親友的關係。魔鬼撒但

歷史歷代繼續:  

 

   ①遮蓋眞理的光:以進化論、無神論、異敎等的假道欺騙人  

    

   ②比假道更可怕的,就是:用神的話欺騙人:神對亞當說:"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2:17》;魔鬼將那句

話變改而說:"不一定死"《創3:4》。牠用神的話試探了耶穌基督,也欺騙了法利賽人、撒都該人、祭司長

等,使他們在神的話裏更嚴重的跌倒。今日,也同樣用神的話誤導我們基督徒。  

    

   ③觸動人的私慾:人被魔鬼欺騙是因爲生命裏有私慾。夏娃被魔鬼欺騙後,"見那善惡果好作食物,也

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創3:6》。保

羅說:末日在敎會裏許多人的跌倒,都是由於那些假道配合於他們的私慾。《帖後2:9-12》說:"這不法的

人來,是照撒但的運動,行各樣的異能、神蹟和一切虛假的奇事,並且在那沈淪的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的

詭詐;因他們不領受愛眞理的心,使他們得救。故此,神就給他們一個生發錯誤的心,叫他們信從虛謊,使一

切不信眞理、倒喜愛不義的人都被定罪。"  

 

   2)末日,牠在基督敎會裏的欺騙作爲  

 

   ①許多山羊湧進敎會:主說:"天國好像人撒好種在田裡,及至人睡覺的時候,有仇敵來,將稗子撒在麥

子裡就走了。"《太13:24-25》主預言末日而說:"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樣。"《路

17:26》,"人子來的時候,遇得見世上有信德嗎?"《路18:8》保羅說:"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擔負罪

惡、被各樣的私慾引誘常常學習、終久不能明白眞道。"《提后3:1-7》2016年的今日,自稱爲基督敎徒的

人是歷史歷代最多的,但其中到底會有多少百分比的人是"眞重生而已活在神的國"的人呢?然而,今日在敎

會裏的人,他們人生的目標、關心、興趣、追求與世人其差異不多;很多敎會裏的人,他們的思考、判斷的

方法與世人也都一樣:"不靠聖靈而靠自己"。  

    

   ②許多假先知起來傳播假道:主說:"(在末日),有好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太24:11》。使徒保

羅說:"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朶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並且掩耳不聽眞道,

偏向荒渺的言語。"《提后4:3-4》2016年的今日,在敎會裏傳講神的話的人中,有許多人是"尙未遇見神,

不懂如何靠聖靈,因此不明白神的旨意"的。因此,他們無法傳講使人"活出基督"的純眞福音;他們所傳講

的信息誤導人,把人帶到"成功、神秘、戒律、人爲、形式"等的偏差裏。  

    

   ③逼迫信從純眞福音眞理的聖徒:主說:"僕人不能大於主人。他們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們"《約

15:20》。在敎會裏,沒有生命(不屬基督的山羊或豺狼)而把權的宗敎領袖,必逼迫有生命而傳揚純眞基督

福音的基督徒;因爲有眞正遇見基督、活出基督、見證基督的基督徒會證明那些宗敎領袖的假冒偽善和不

是。世界和異敎也必逼迫那"傳揚唯有基督才是使人得救的道路、眞理、生命"的基督徒。 

 

   ④弄瞎信徒的心眼,叫他們雖然聽了純眞的福音,也不明白並不順從:雖然,有些人是在"傳揚純眞福音

"的基督團契裏,但他們是"根本不愛神,不尋找神,不順從神"的生命,因爲無法勝過那自己生來就有的私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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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今生的驕傲),所以常常所聽的眞道對他們生命不能帶來什麼功效(重生、成

聖、順從神)。 

 

   3)血氣不能勝過牠,唯有神的話和聖靈才能打破牠的權勢和作爲!魔鬼的勢力無論如何地强,牠的詭

計無論如何地厲害,只要我們按主所賜給我們的方法打仗,我們就必得着主的保護,也必在任何情況裏都能

得勝有餘。屬靈爭戰絶不可以血氣打(靠人的知識、能力和熱心),唯有以"穿戴全副軍裝(信基督眞理而成

爲基督身體),靠着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的屬靈方法,才能叫我們在任何情況裏都得勝有餘。時代越黑,我

們越要以"靠基督福音,靠禱告,靠聖靈"的方法生活。我們必要以光趕逐黑暗,以眞理趕逐謊言,以聖靈勝

過血氣,以恩愛勝過憎恨,以捨去勝過要抓住的人,以厭惡、避開、潔淨勝過試探;都要以"我死主活(察

驗、依靠、順從、交托)"之法面對各樣各種的挑戰。 

 

   謊言無論如何有偷竊、殺害、毁壞人的能力,只有人知道了"自己所信的就是謊言"的同時,那謊言就失

去一切的能力。我們的眞正問題不是那些我們所遇的問題本身,乃是"我們心靈受到魔鬼透過那些問題欺

騙、暗示、控告的影響"的問題,並是"不知道隱藏在那問題裏的神美意"的問題。無論我們遇到何種問題,

在那問題裏已有主爲我們所預備的答案,我們只能明白主的旨意而順從、依靠、交托,就能看見聖靈保

護、引導、賜能力給我們,也會看到問題很快得着解決,並且我們的生命又會加添神所賜新的恩賜和賞

賜。在這末日,因自己所遇有些哀痛的事,非晝夜禱告繼續尋找神不可的人,就是有福的人了。在魔鬼的欺

騙如此利害的時日,那些隨着世界的潮流生活也沒有遇到問題的人,是卻處在很危險地步的人了。 

 

 

2. 唯有福音和聖靈的能力才能打破魔鬼一切欺騙的勢力!  
  

   神叫末日的守望者先喫那"小書卷"(以基督福音和預言認識神在這末日的旨意和作爲)《啓10章》,然

後叫他們能作到像摩西和以利亞般權能的傳福音事工《啓11章》。那蝗蟲和騎馬者的能力是在口裡和尾

巴上《啓9:10,19》;他們的那蟄人和殺人的權柄就從他們口裏和尾巴出來的謊言上。但那謊言不能傷害"

額上有神印記(福音眞理、羔羊和聖靈的印記)"的聖徒《啓9:4》;不但如此,"若有人想要害他們(吃盡了

小書卷而在額上有神印記的聖徒),就有火從他們口中出來,燒滅仇敵"《啓9:5》。魔鬼一切"偸竊、殺

害、毁壞人"的權柄,都是按著牠邪惡的意念所作的說謊。牠甚至用神的話來欺騙敎會裏的人;因此,若在

不認識基督福音的精義之下讀聖經,人是很容易走到祈福、神秘、戒律、人爲、形式等的宗敎偏差裏。在

敎會裏,許多讀聖經的人卻變爲敵擋基督的法利賽人、文士、撒都該人(祭司長)和長老們的原因就在此。

因他們的宗敎生活會招來七個鬼,後來的光景比沒有宗敎生活時更不好《太12:43-45》。使徒保羅强調

說:"若傳福音給你們,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加1:8》。然而,當一個人終於明白

了基督福音的精義,與基督同死同復活而得了聖靈,魔鬼撒但不但不能欺騙他,更是怕他口裏出來的眞理

(聖靈的火)。因他口裏所發出來的福音信息能打破魔鬼謊話的權柄,也能拯救在魔鬼管轄之下作奴僕的許

多聖民,而能完全潰滅魔鬼一切的勢力。 

 

   我們就是這末日時代蒙神揀選的守望者!過去和現在我們所遭遇許多的挑戰和問題,就是神呼召我們的

管道,也可以說是魔鬼在守望者身上的特別攻擊,也可以說是將必成爲我們拯救人時所要用的答案和見

證。主再來的日子越靠近,黑暗國度敵擋基督的勢力也會越猛烈,我們這末日守望者要面對的挑戰和爭戰

必越多也越大。因此,在這2016年,蒙召的守望者,在自己個人、家庭、地區、世界福音化的事奉裏將會遇

到許多棘手的問題。然而,我們必要記住:黑暗勢力無論如何地猛烈,捆綁人的光景無論如何地嚴重,黑暗

勢力對我們守望者的攻擊無論如何地厲害,我們絶不要面對黑暗勢力本身,乃要把我們的眼光繼續集中於"

主基督在我們所遭遇的挑戰和問題所賜給我們的福音答案"上。因爲,打破整個黑暗勢力的秘訣,就在於"

認識福音的精義,明白神的旨意,而撕破魔鬼的謊言"。那麼,什麼叫"基督福音的精義"?就是使人明白神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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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對祂兒女的心、使人恢復與神永遠的關係、使人能看見神而跟從神的核心內容,也是魔鬼在人心裏最欺

騙的內容。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如下五個福音的精義。 

 

   1)基督福音所顯明"神與我們的父子關係",能打破魔鬼一切的欺騙!魔鬼欺騙人的一切焦點就集中

在"使人不明白神是阿爸父,使人得不着兒子的靈"上。因爲兒子與奴僕、兒子與虔誠的基督敎徒,是完全

不一樣的;唯有兒子才能坦然無懼、自由自在地面對父神,唯有兒子才能在軟弱的時候更能蒙得父神更大

的憐憫,也唯有兒子才能蒙受神所擁有一切的産業和福份。當一個人明白了自己原是永生神的兒女的同時,

他生來魔鬼一直捆綁他的捆索完全被打破。從那時開始,他不會再怕神,而會愛神;不會再怕死,而會活在

永生裏;也不會再愛世界,而會享受天國,預備天國,等候天國。他能以神兒子尊貴的身份了解自己的一切

條件、關係和經歷,而能發現神在他一切條件裏的美意。唯有基督福音,才能向我們揭開那奧秘中的奧秘:

原來神是我們的阿爸父,我們是祂所愛永遠的兒女;唯有基督福音使我們得着聖靈所賜"兒子的靈"《羅

8:14-17,約1:12-13》。→ 2016年,打破黑暗勢力的秘訣,就在"堅信我們與神父子關係,也在這基礎上明

白神在爲我們所安排一切事情上的美意"!當我們幫助被許多問題捆綁之人的時候也一樣,我們能打破"魔

鬼在那人身上的權柄"秘訣,就是"使那人明白他就是神所愛的兒女,並幫他尋找神揀選他、愛他的證據"。 

  

   2)基督福音所顯明"神的義",能打破魔鬼一切的控告!魔鬼在人身上的權柄,就在於"人所犯的罪惡和

人不知如何解決罪"的把柄上。凡尙未解決罪的問題、尙未脫離罪和死的律的人,是絶無法脫離魔鬼晝夜

的控告和神的審判《啓12:10》。亞當的後裔,無論如何地善良,都無法脫離罪和死的律;因爲罪的定義就

是"不跟從神,不榮耀神",並且生來不認識神的人都不能跟從神、榮耀神。唯有基督福音,才能叫我們從罪

和死的律永遠完全得釋放,不再受定罪和審判《羅8:1-2》。因爲基督在我們還在罪中之時爲我們代受審

判代受死了,也與我們一同復活了,並且我們透過與基督同死同復活已經成了祂永遠全然公義的身體了,因

此聖靈內住在我們這重生的生命裏必保護、醫治、引導和成全我們。雖然,我們有時會軟弱甚至會跌倒,

但聖靈必會指責、管敎和洗淨我們。聖徒成聖、成長、被恩膏的秘訣,並不在於我們的完全,乃是在於"經

過失敗之後的悔改和蒙得赦免並得洗淨",也在於蒙得赦免之後心被恩感地親近主和跟從主。基督福音的

精義就在這奧秘裏,若我們不明白,就不得已要成爲魔鬼的俘虜,而會失去自由,更不能恢復"神兒女的聖潔

"。→ 2016年,我們打破黑暗勢力的秘訣,就在於"確認神在基督裏給我們成全永遠的義,在完全自由和聖

潔裏繼續追求成聖(恢復基督),晝夜檢討自己而悔改、洗淨並眞實地更新"!也要幫助那些"雖然在基督裏,

但尙未全然享受基督的義,而常被控告"的聖徒。  

  

   3)基督福音所顯明"愛神愛人"的原理,能打破魔鬼一切破裂關係的作爲!神是愛,神一切美意的總綱

也就是愛神愛人;基督福音向我們揭開了神對我們永遠、無限、無條件的大愛;在愛裏我們才能脫離懼怕;

在愛裏我們才能眞正榮耀神、祝福人,並且在愛裏我們才能發展與神與人的關係,在愛裏我們才能發現神

在我們每一個條件裏的恩惠和慈愛,而能享受神爲我們所安排那豐盛榮耀的福份。因此,魔鬼攻擊我們的

重點,就在"叫我們失去神的愛,看不見神的愛,叫我們不愛神愛人"。並且,魔鬼欺騙我們不明白"何謂眞正

的愛";愛是從神而來的,在神的愛裏人才能作到"愛"的。譬如:人與人彼此相親相愛而敵擋神,是不能算爲

"愛"的。因此在離開神、以人爲本(Humanism)的人愛、人情、人義,不但不是"愛",乃是"罪"了。我們與

神之間"愛"的關係破裂的同時,我們一切的關係也都一起破裂了;沒有神愛的夫妻、父子、親友之間的愛,

是越愛將必遇到越痛苦的結果(病死的時候)。當我們透過基督福音恢復父神的愛,也恢復了愛神愛人,就

是打破魔鬼撒但欺騙的權勢;當我們給人淸楚敎導這"基督永遠至聖的愛"之時,我們就能打破那助長破裂

關係魔鬼欺騙的勢力,而能拯救、醫治、保護和祝福,許多在那惡性循環的關係破裂中痛苦的人們。→ 

2016年,魔鬼撒但在我們所擁有的關係裏會作許多矛盾、分裂、憎恨和不管等的作爲;我們打破黑暗勢力

的秘訣,不在於努力改變別人,乃在於改變自己:我們自己先恢復"神對我那永遠不變的大愛",也恢復愛神

愛人的心,喜愛親近主、跟從主,也要憐憫人、寬容人、祝福人、幫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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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基督福音所顯明"神對兒女永遠的應許",能打破魔鬼一切的詭計!雖然,很多信徒認眞追求虔誠、

事奉主的生活,但他們不懂神已賜給他們和他們後裔那永遠的應許,也不懂如何以應許來看見神在凡事上

的引導和成全。因此,他們無法享受"確信神的帶領,確信神所賜的智慧"所帶來的權能,也不能見證神如何

保護、恩膏、使用他們的見證。魔鬼的欺騙就在這裏。福音的精義,就在於"使人恢復神,恢復神的作爲,

恢復神的能力"。使徒保羅說:"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爲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

叫我們行的。"《弗2:10》那"神叫我們行神所預備的善",就是:活出以馬內利基督,而成爲家人、肢體、

親友、萬民的祝福的。那就是神原來創造亞當夏娃時給他們的應許(生養衆多),他們墮落後,神在基督裏

重新賜給亞伯、挪亞、亞伯拉罕以及所有聖徒的應許(永約/舊約/新約)《加3:29》,就是以馬內利和四大

福音化。我們要知道:若沒有恢復以馬內利,我們就無法活出基督來成全四大福音化;若沒有堅定四大福音

化的應許爲自己的終身目標,也無法淸楚察驗神在凡事裏的美意而享受以馬內利;以馬內利和四大福音化

的應許,是不能分開講論的。有使命的聖徒,在事奉中會遇到許多的矛盾和問題;若得不着"抓住應許而得

着神帶領的證據",他們就會在所遇的問題中無法保持剛强壯膽而得勝的事奉。→ 2016年,我們守望者在

禱告、事奉中得勝的秘訣,就在於"在任何問題中,都抓住'神必成全賜給我關乎我和我所愛之人蒙神大恩

的應許'(四大福音化)的信心,也得着神隨時的帶領和幫助(以馬內利)"。也要以應許的眼光來看待家人、

肢體,使他們也能掌握"以應許判斷一切事"的秘訣。  

 

   5)基督福音所顯明"察驗、順從、依靠、交托"的神爲事奉法,能打破魔鬼一切的干擾!聖徒信主之

後,最大變化應該是過有主的生活方法。信主之前,我就是我自己的主;因此,凡事都是自己做決定、推

動、供應,自己也要負責到底。但,信主之後,我已認識了賜應許、引導、供應和負責的主,所以必要以"察

驗、順從、得着、依靠和交托"的方式生活,凡事上都要靠主思考、判斷、決定、說話和作事。有主的聖

徒,才能喜歡禱告,並且在禱告中得蒙主的引導、智慧、能力、安慰、稱讚、恩賜和賞賜。聖徒的一生,是

因爲有主,而他的禱告成功,一切都會成功;禱告失敗,必要遭遇糊塗、無能、無果。然而,敎會裏許多人,

是在"不太喜歡禱告,禱告了也得不着主"的狀態裏。在平安的日子裏,他們的生命是留在放縱或宗敎生活

的狀態裏;遇到問題的時候,他們就認眞禱告,求神幫助他們;開始認眞事奉了,也總是留在"人爲"的事奉

裏。很多敎會的問題,不是從初信者而來,乃是從熱心事工者的盲目、誤解、人爲的事奉而來。魔鬼的欺

騙就在這裏了。一個聖徒,從眞正願意恢復"有主(神爲)的生活方法",正式開始尋找具體方法的時候,他就

終於從魔鬼一生弄瞎他心眼的捆索裏得釋放;然後,當他掌握了"如何建殿(恢復基督),如何靠聖靈"的奧秘,

也掌握了如何靠聖靈察驗、順從、依靠、交托神的時候,魔鬼不能再弄瞎他的心眼了。從此以後,他會越

來越喜愛禱告,也會享受禱告中蒙應允,越來越會掌握24小時凡事上爲神同行的奧秘。→ 2016年,魔鬼弄

瞎、暗示、欺騙、試探、控告的作爲將會達到極點,但我們打破黑暗勢力的秘訣,不在於別處,乃在於多多

學習並掌握"24小時,察驗、順從、依靠、交托神"的秘訣,並在所作的事情上要帶着神所喜悅的確信;如此

我們就會發現魔鬼的攻擊在我身上根本是起不了任何作用。今年,我們要爲我們的家人、肢體和當代聖民

代禱,也要集中於求主使他們能掌握"察驗神的純眞、善良、可喜悅的旨意,而能活出基督"《羅12:1-2》

來,並且要努力傳揚以馬內利福音信息。 

 

  

3.在這末日,魔鬼欺騙人的勢力無論如何地猛烈,當我們恢復以馬內利福音的時候,在我們和我們

所愛之人生命裏干擾的勢力自然被打破;同時,主賜給我們四大福音化的應許,在我們生命聯絡網

裏迅速蒙得成全。阿們!  
 

   在這末日時代,神必興起許多以馬內利福音的精兵(守望者);透過他們顯出大能,而要完成救恩大事工!

我們能聽見而明白以馬內利福音,並且心裏得負擔要爲當代聖民能恢復"活祭生命和事奉"代禱,也努力傳

揚"信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以馬內利福音信息,這就證明我們是這末日"蒙神呼召的守望者"。魔鬼的詭

計和作爲無論如何的厲害,已經永遠得勝的主基督打破魔鬼撒但的方法是很簡單;因爲魔鬼的權能都來自

於牠的謊言,所以主基督"以基督福音的眞實情報暴露魔鬼撒但一切的謊言",魔鬼的勢力就自動地被潰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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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主叫所呼召的門徒喫盡小書卷(裝備基督福音)《啓10章》,然後透過他們的禱告顯出牠的大能(《啓

11章》摩西和以利亞的禱告能力),而要潰滅撒但的營壘,並要拯救、醫治、堅固祂的子民。主將四大福音

化的應許賜給了我們每一個人,同時也將許多將要蒙恩的聖民安排在我們的生命聯絡網(七個現場)裏;今

年,我和我所愛的家人、肢體、親友迅速蒙恩的秘訣,就在於我們的"學習基督,恢復基督,活出基督,見證

基督"。今年,無論遇到何等難解的問題,我們不需要喪膽灰心,因為那些難題就是主要賜給我們福音答案

的材料,也是打毁魔鬼的堅固營壘並能迅速展開傳福音門路的鑰匙;我們就在那問題裏仰望主,主必把最美

好的答案和見證賜給我們。 

 

** 若我們能作到下面列出四樣事情,在這末日無論發生何事,我們都必與主一同享受絶對的得勝!這

就是今年的主題,"警醒謹守,守望吹號"。 

 

    1)我們要加强大綱二所提出"五個基督福音的精義"!那五樣內容,就是使徒保羅在《弗6:10-18》所

講"全副軍裝"。尙未"靠着聖靈,隨時多方禱告"之前,我們必要先"穿戴全副軍裝"。尙未靠聖靈禱告之前,

必先要"建殿",就是我們要恢復主耶穌基督的生命思想系統和生活運作原理;沒有建殿的人,不能淸楚認識

聖靈而依靠聖靈。    

 

   2)要多多操練而要掌握"靠聖靈、趕鬼而活在神的國"的秘訣!靠聖靈,就等於靠基督福音;我們的禱

告,絶不可以像外邦人一樣無根無基地祈求;必要面對與我同在的父神,也要按着父神已告訴我的事實(眞

理)和應許禱告,並要得着父神的旨意和帶領,也要順從。"父神賜給我們的心,絶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

强、仁愛、謹守的心。"《提后1:5》。我們靠聖靈(福音)趕鬼(詭計)的禱告,必要禱告到"使我得着剛

强、仁愛、謹守的心"。在禱告中恢復了那種心,我們就知道:我已在神的國裏,在蒙受施恩寶座恩典的狀

態裏;也會知道魔鬼已經逃跑了。我們的心靈,就是使我們看聖靈和邪靈作爲的鏡子。 

 

    3)每天早晩,爲自己、家人、肢體、親友和這世代的聖民代禱!主賜給我們一座"只屬於我、獨一無

二的王國(七個生活聯絡網和現場)",也將君尊祭司那榮耀的職份和中保禱告的權柄(保護權和祝福權)賜

給我們了。我們爲所愛之人所作中保的禱告和傳福音事工必發出能力,也必帶來功效。我們必要忠心擔當

這神聖的職份。同時,我們要能認辨主所愛、將必施恩的生命;那就是①八福人《太5:1-11》,②我所愛的

家人、肢體、親友,③在我心裏有負擔代禱、傳福音的人。我們也要深信主應許的話語:"你們奉我的名禱

告,我必成全"《約14:14,15:7,16:24》。所以,不管我們代禱之人生命的反應如何,我們爲他們的禱告要

堅持到底,也要忠心到底,主必豐盛榮耀的成全。阿們!另外,凡屬神的國的聖民都必要爲這末日世代和末

日的基督敎會(聖民)代禱。每天,我們會看到神在這時代世界各地所作"兩種大收割(拯救和審判)"《啓

14:14-20》的消息。我們必要早晩的爲當代禱告,並在每次聽到消息時也要禱告。我們每天的如此禱告,

在"見證基督,招聚聖民,建立永國"的榮耀善工上是絶不可缺少的;有了那禱告,呼召才能得成全的!   

 

   4)無論得時不得時,多多傳揚以馬內利福音信息和見證!傳福音包括:期待、祝福、代禱,活出基督,

傳揚福音信息,作見證,勸勉,安慰人,服事人;傳福音的現場就是神爲我所安排七個禾場。爲此禱告的時候,

每天會看見聖靈在我心靈裏的感動和帶領。在這網站世代,我們能得着許多傳福音的門路,除了我們自己

的信心和見證以外,還可以用網站裏許多蒙恩傳道者、見證者的信息和見證。每一個聖徒,都按神所安排

給每一個人的條件要得着"對自己最適合的24小時、七日傳福音生活運作系統";特別,都要在以祭壇、肢

體、事奉爲中心生活的運作系統得着合乎自己的傳福音系統,是必須要件了。在自己的親人(配偶兒女、

父母兄弟)尙未蒙恩、尙未飢渴的時候,我們每天要爲他們代禱、服事他們,同時,還是要以已飢渴慕義的

八福人和肢體爲中心展開傳福音工作。在這樣作的時候,我自己的親人蒙恩的時間表會迅速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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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禱告:親愛的主啊,願我們年初的禱告能速速鬆開凶惡之繩,解下軛上的索,使被欺壓的得自由,折斷

一切的軛!願我們的生命盡快恢復基督權能的禱告,我們的呼求能差遣天使天軍相助,為我們攻破仇敵堅固

的營壘,使主所賜關乎我們和我們所愛之人的應許速得成全!主啊,今日我們活在因你的話所創造、所帶

領、所成全的時空裏,你的話,就是你本體的顯露,是你聖靈的吹氣,是你能力的顯現,也是你美意的成全。

你話一出,事就這樣成了。我們的生命因你的話而造;因此你的話甦醒我們的靈魂,明亮我們的眼目,快活

我們的心腸,滋潤我們的百體,促進我們與人的關係,更興旺我們所做的一切事了。主啊,我們今日所遇一

切的問題,都是因為不信從你的話而來!我們被騙了!我們的心眼被弄瞎了!我們的私慾很容易接受虛妄的

暗示和欺騙!主啊,感謝你,你用福音眞理的大光照耀我們的生命,使我們淸楚看見自己被蒙蔽,被欺騙的光

景,而能脫離黑暗進入光明的國度。主啊,仇敵惡魔無時不刻的偷竊、殺害、毁壞人的權勢,乃源自牠歪曲

眞理的謊言;因此我們能攻破牠堅固營壘的能力,不是從血氣的爭戰而來,乃是從"明白事實,分辨你的旨意

並順從"而來。主啊,當我們帶著清潔的心,正直的靈並合乎你心意的禱告才能使我們恢復"順從你"的生命

和生活。求主幫助我們完全拆毁過去被騙的錯誤思想系統,重新建立基督眞實的思想系統!願我們的禱告

能除滅生命裏所隱藏一切的私慾,使到我們愛主所愛、惡主所惡!願我們的禱告能得着基督謙卑溫柔的靈,

好叫我們所傳的福音眞理能被神所愛的靈魂羨慕和接納!願我們的禱告能得著剛强、仁愛、謹守的心,好

叫我們在任何情況裏都能享受以馬內利的安息,並能發出義人禱告所帶來的大能和功效。願你成全我們所

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