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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主宰、人类历史里的神圣历史以及世界局势与神为着开展祂恢复的行动（诗438、745）
Ａ．主宰的权柄，乃是指神完全且无限的权利、权柄、能力和地位。

Ⅰ．我们要看见神主宰权柄的异象，且对神主宰的权柄有清楚的看见并正确

Ｂ．神是主宰一切者，祂在一切之上，在一切的背后，也在一切之中。

的认识，这是极其重要的：

Ｃ．神完全有能力，照着祂的心愿并照着祂永远的经纶，完成祂所要的。

关于世界局势与主行动的
特别交通＃2

罗9:19 这样，你必对我说，祂为什么还指责人？有谁抗拒祂的旨意？。20 人哪， Ｄ．我们要象耶利米一样，改变我们的立场和角度，从自己转向神，并承认神永远的所是和祂永
你是谁，竟向神顶嘴？被塑造者岂能对塑造他者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21 窑匠

远不变的行政。

难道没有权柄，从同一团泥里，拿一块作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作成卑贱的器

哀 5:19 耶和华阿，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

皿么？22 若是神愿意显示祂的忿怒，彰显祂的能力，就多用恒忍宽容那些可怒、 Ｅ．启示录这卷书乃是神行政的书，揭示那为着全宇宙中神圣行政之神的宝座。
预备遭毁灭的器皿，23 且要在那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彰显祂荣耀

启 4:2 我立刻就在灵里；看哪，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5:1 我看见坐宝座

的丰富；

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

但4:1 尼布甲尼撒王晓谕住在全地各族、各国、各方言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

１．我们需要领悟我们是神的造物，祂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是祂的造物，不

安。2 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3 祂的神迹何其伟大，

该抗拒祂的旨意，或向祂这创造者顶嘴。

祂的奇事何其有能！祂的国是永远的国，祂的权柄存到万代。34 那些日子过后，我
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理性复归于我，我便颂赞至高者，赞美尊敬那永活者；
因为祂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祂的国存到万代。35 地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
但在天上的万军和地上的居民中，祂照自己的意旨行事；无人能拦住祂的手，或对

Ｆ．罗马九章十
九至二十三节说
到神的主宰：

祂说，你作什么呢？

２．罗马九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启示，神照着祂的预定，主宰地将我们造成祂的
器皿，祂的容器。
提后2:20 但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
作为卑贱的；
３．神在祂的主宰里有权柄，将祂所拣选并呼召的人作成蒙怜悯的器皿，以盛装
祂，使祂的荣耀得显明。

Ⅱ．圣经启示照着神经纶的宇宙历史—人类历史里的神圣历史：

Ａ．在宇宙中有两个历史：人的历史（属人的历史）和神的历史（神圣的历史）
；前者如

弥 5:2（伯利恒以法他阿，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为我而出，

同外壳，后者如同外壳里面的核仁。

在以色列中作掌权者；祂是从亘古，从太初而出。
）

Ｂ．神在人中间的行动，与人类历史的演进息息相关。

但 2:31 王阿，你观看，看见一个大像。这像巨大，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样子甚是

Ｃ．在小申言者书中，属人的历史由约珥书一章四节所提的四种蝗虫所说明并表征；而神

可怕。32 这像的头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33 腿是铁的，

圣的历史见于三章十一节基督和祂的大能者，得胜者。

脚是半铁半泥的。

珥 1:4 剪蝗剩下的，群蝗来吃；群蝗剩下的，舔蝗来吃；舔蝗剩下的，毁蝗来吃。3:11

34 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35

四围的列国阿，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阿，求你使你的大能者在那里降临！

于是铁、泥、铜、银、金，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

Ｄ．圣经相当详细地启示了在属人历史里的神圣历史。

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36 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

Ｅ．神圣的历史，神在人里的历史，是从基督的成为肉体到祂的升天，成为赐生命的灵，

要讲解那梦。37 王阿，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能、力量、荣耀，都赐

然后继续于祂住在我们里面，借着神生机的救恩，使我们成为基督的新妇。

给了你；38 …你就是那金头。39 在你以后必另有一国兴起，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 启 22:17 那灵和新妇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
就是铜的，必掌管全地。
。40 必有第四国，坚强如铁，像铁一样能打碎克制百物；铁怎样 取生命的水喝。
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照样打碎压制列国。41 你既看见那像的脚和脚指头，一半是窑匠

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是混杂的；你既看见铁与陶泥搀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坚硬； Ｆ．我们都在人类的历史里出生，却在神圣的

１．我们的生活若是在世界里，我们就

42 那些脚指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43 你既看见铁与陶泥搀杂，那国的

只是活在人类的历史里。

历史里重生；现在我们要考量：我们是活在神

民也必人种搀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搀合一样。44 当那列王在位的日子， 圣的历史里，还是仅仅活在人类的历史里：

２．我们若活在召会中，就是活在神圣

天上的神必兴起一国，永不败灭，国权也不留归别民，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

約 3:3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

的历史里；因为在召会生活中，神的历

到永远。45 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铁、铜、泥、银、金，

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1:12 凡接受祂的， 史就是我们的历史，因此，我们和神有

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发生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可信的。

就是信入祂名的人，祂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

同一个历史，就是神圣的历史。罗 6:6

的儿女。13 这等人不是从血生的，不是从肉体

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祂同钉十字架，

的意思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意思生的，乃是从

使罪的身体失效，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

神生的。

仆，

Ａ．我们都需要有清楚的看见，由此来考量世界局势。
Ｂ．世界局势是在神主宰的安排下；神预先定准时期和疆界。
Ⅲ．世界历史的事件一直是
在神主宰的安排下，为的是
让神完成祂的定旨：
使徒 17:26 祂从一本造出万
族的人，住在全地面上，并
且预先定准他们的时期，和
居住的疆界，

Ｃ．神为着完成祂的定旨，安排了世界局势；我们看见这事，历史就有意义。
弗 3:9 并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但 2:20 但以理说，从亘古直到永远，神的名是当受颂赞的，因
为智慧、能力都属乎祂。21 祂改变时候和时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与智慧人，将知识赐与通达人。
Ｄ．人类历史上一切的大事，都配合神在这地上的行动。但 4:17 这乃是…这决定乃是众圣者的吩咐，好叫活人知道，至高者才是人国的掌权者，要
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
Ｅ．召会既是出于人类，我们这些神所拣选的人，就需要对历史有上述的观点；因此，我们要有正确的召会生活，就必须认识世界局
势。

罗 8:28 还有，我们晓得万

Ｆ．无论我们说到神的成为

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

肉体、福音的开展召会生活

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

的兴起或新妇的预备，就着

的人。

世界局势而言，神行动的这

提后 1:9 神救了我们，以圣

一切方面都需要适当的环

召召了我们，不是按我们的

境：

行为，乃是按祂自己的定旨
和恩典；这恩典是历世之前，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１．为使基督的职事得以完成，需要罗马帝国的建立，以提供环境，使救赎能在其中完成，福音能在其中
开展。
２．罗马帝国是为着福音，德国是为着改教，英国是为着福音和真理的开展；现今美国成了主恢复的中心，使主的恢
复能从这里开展到各大洲。
３．神要用美国开展祂的恢复，使主可以回来。
启 11:15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国，祂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19:7
我们要喜乐欢腾，将荣耀归与祂；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Ｇ．我们若一直留意今天这地上所发生最新的事，就会看见神支配着在美国领导下的整个世界局势，以开展祂的恢复。太 24:14 这国度的福音要
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28:18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1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
门徒，将他们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20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无论是什么，都教训他们遵守；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
Ｈ．我们需要更警觉神对世界大事的主宰安排，更关切我们所处的关键时刻，也更有负担为着神在当前世界局势中的行动。
太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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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 ①因着神的主宰与怜悯，我们被作成达到荣耀的贵重器皿
在罗马九章二十二节保罗接着说，
“若是神愿意显示祂的忿怒，彰显祂的能力，就
多用恒忍宽容那些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
”对这我们该说什么？我们无话可说。
神是窑匠，祂有权柄。人类不过是泥土。
保罗接着说，
“且要在那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彰显祂荣耀的丰富；
这器皿就是我们这蒙祂所召的，不但从犹太人中，也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
〔23 ～ 24〕这在于神的主宰权柄。神有权柄不但从犹太人中，也从外邦人中，将
祂所拣选并呼召的人，作成蒙怜悯的器皿盛装祂，使祂的荣耀得显明。照着祂的主
宰权柄，祂已预备我们得这荣耀。我们被祂的主宰权柄所预定，作祂的容器。这是
我们对神功用的极点。这是神照着祂的主宰权柄而有之拣选的目标。
如果我们对主漠不关心，就有不尽责任的危险；但我们若热心追求主，就必须谨
慎，不要夸耀自己的属灵追求。…倘若我们容让某件消极的事朝着主发展，这将会
带来严重的后果。神可能不会更改这个结果；反之，祂会容许它继续下去。正如祂
不向法老施怜悯，反而让他任凭己意，为要在他身上显示祂的权能。
中高中生篇：
你蒙怜悯被作成为达到荣耀的贵重器皿。你决不可因此而高傲。因为那不是因为
你很好，而是完全因着神的主宰与怜悯。因为你是为着神的心意而被拣选的器皿，
所以，你需要为了实行祂的心意担负责任。
a. 每天，呼求主名，祷读主话享受主，被主充满
b. 在学校各种各样的活动中，维持喜乐，大大地彰显基督
c. 来聚会，与圣徒一起享受基督，彼此勉励
d. 对召会的儿童和福音朋友有负担，祷告，邀约到召会生活，照顾
e. 学生的本分是学习，所以要在学习上经历基督，渐渐地提高成绩，为大学考试
和将来的就职打下良好的基础
f. 不逃避作为上述贵重器皿的责任，依靠恩典在担负责任上成长。这样，你就可以达
到对神有用的极致。
g. 今日，如果不信、逃避责任、变得消极，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要知道 “今天的
训练远比明天的训练容易”。
来 3:7 所以，正如圣灵所说的，“你们今日若听见祂的声音，8 就不可硬着心，
像在旷野惹祂发怒时，试探祂的日子一样；12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
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将活神离弃了。13 总要趁着还有称为“今日”
的时候，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就刚硬了。

②认识对世界局势神主宰的安排，为着神的行动有负担
二百多年前，主在美洲大陆用一班人建立了一个民主立宪的国家，在这里人民有
完全的自由讲说他们的信仰。你不信主的主宰权柄兴起并保守这国家，使我们能在
这里自由地讲说我们从圣经所看见的？只要我们是守法的公民，我们就有这自由。
为这样的国家，赞美主！
美国的地位与情形实在不是偶然的。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说，神“预先定准他们
的时期，和居住的疆界”
。时期是我们的神定准的，疆界是祂划定的。已往祂怎样预
备罗马帝国、德国和大英帝国，如今祂照样预备美国。为了什么目的？…我们必须
充分地传扬福音。我们必须教导圣经，努力带人充分认识真理；为此我们需要尊重
并明白神的话。我们也必须照着圣经聚在一起，过正当的召会生活。
然而，有这三件事还不够。我们还必须为着神经纶的中心异象。我们必须活基
督，被祂充满，并有作我们每日的生活，作召会生活实际、真实的内容，使我们成
为祂活的身体来彰显祂。这样，每个地方召会就都是金灯台，新妇也要预备好来为
着新郎。
在职青年篇：
过去，因着罗马帝国，可以安全地大范围地移动，这非常有助于保罗的福音开展。
另外，德国为着宗教改革被兴起，大英帝国为着福音和真理扩展到全世界而被兴起。
今天，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主正兴起美国在全世界扩展恢复。
主正在兴起世界局势推进神的经纶。日本是个岛国，所以有闭关锁国的文化。明
治维新以后，因着与外国的交流激增，持续发展，成为了发达国家。但是，到 21 世
纪为止，住在日本的外国人数非常少，居住在日本的几乎都是日本人，这种特殊的
情形在发达国家是无法看到的。到了 21 世纪，作为政策上人口减少对策的一环，政
府推进了接受外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外国人。现在在城市，可以看到不仅是中
国人、韩国人、还有非洲人和各个国家的人都是因着这个政策的转换。在很多日本
企业也为了推进多样化而雇用外国人员工，教育日本人员工接受他们的文化。这样
的日本政策的转换有助于日本地方召会的发展。因为召会是一个新人，没有日本人、
中国人、韩国人、非洲人、欧美人等的区别，因为基督是所有的肢体，在所有的肢
体里面。
在职青年的你，要理解在召会生活中新人的实行会扩大你的度量，有助于公司的
多样化的推进，可以带来职业上的成功。那是为了使你作为在主里的信徒，成为在
职生活中刚强的复活的见证人，使你的在职生活有助于召会的建造。

BSG 在约翰福音第 4 章中的里程碑: by 神大 BSG OB/OG
4:3 祂就离开犹太，又往加利利去，4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5 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
一座城，… 6 …耶稣因行路疲累，就这样坐在井旁，那时约是午后六时。7 有一个

切。主耶稣摸你的良心时，你不要找借口，要单纯地认自己的罪。那会消除你喝活

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给我水喝。8 原来祂的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二、第三、第四、第五个丈夫，没有一个能满足她，于是她又试了一个。她不断更

9 撒玛利亚妇人对祂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原

换丈夫，足以证明她无论喝了多少“这水”
，仍旧干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

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10 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

主这话是真的！20 节妇人的问题，是对错的问题。但主没有回答对或错，而是把她

请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祂，祂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转到她的灵（21～24 节）
。对错是属于善恶知识，而人转到自己的灵是属于生命。

11 妇人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从那里得活水？

约翰福音启示了生命会满足各种各样人的需要。在第 4 章，启示了只有生命可以成

13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14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
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入永远的生命。15 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

为人真正的满足。如果你提供知识，人们不会团结一心。不如先回到灵里，呼求主

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里打水。16 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然后到这里

不仅解除你的干渴，还会成为你里面的泉源，涌流而出，滋润周围的人，使人齐心

来。17 妇人回答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18 因为你

协力。人会乐意地聚到有滋养的地方。

水的障碍，使你喝活水而得满足。
在 18 节，撒玛利亚妇人试了第一个丈夫，喝了那“水”
，并不满足。然后再试第

名，喝生命水，得到真正的满足。然后，一边操练灵一边与主一同考虑情形。这水

有过 1 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所说的是真的。
19 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申言者。
20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倒说，敬拜的地方必须在耶路撒冷。21 耶稣说，
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那时你们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23 时
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祂，因为父寻找这样
敬拜祂的人。
24 神是灵；敬拜祂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
13 节的水象征物质事物的享受和从属世娱乐中得到的享乐。这些都不能解除人深
处的干渴。人无论喝了多少物质的属世的“水”
，还会再渴。这些“水”喝得越多，
干渴越增加。
对于大学生来说，喝酒、看电影、旅行、去 USJ 玩就是喝这水。这些娱乐不一定
都是不好的，但是即使喝了干渴不仅不会解除，反而会增加。比如，大学生去喝酒，
和朋友前辈一起度过快乐的时光，想要消除压力。但是，实际上去了后，不仅不能
消除压力，很多时候谈一些不喜欢的话题，不感兴趣的话题，压力反而更加增大。
这样的事不是偶尔发生的，而是因为“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
16 节主耶稣的话是指撒玛利亚妇人不道德的历史，摸她的良心，使她为自己的罪
行悔改。喝活水的方法就是认自己的罪。有些罪可能是向人隐藏的，但是主知道一

诗歌：经历基督-因祂满足 日语・中文：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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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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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fills my every needs.
O Lord, I am your vessel
which only You can fill;
All sychar’s wells exhausting,
I’m thirsty still.

My very
world
be; Jesus,
2.I’ve
chosen
thetoLord
Myfills
very
to be,
He
myjoy
every
needs.
With Him my heart, though aching,
Has still a song to sing.
With Him, I need no reason
To shout exultantly,
For all my jubilation
From Him does spring.

© Oh Jesus Christ! He is the One for me!
My heart’s abiding at the source of every sweetest thing.
Oh Jesus Christ! He all my heart doth fill;
With Him, I have no other plea,In Him my heart is sti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