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命记结晶#6 在那地的生活和那地的结果—召会作为 B. 我们在一切聚会中，应当总是有话可说，作为向神
和与会者所献的甘心祭：
殿，神的居所，并作为城，神的国2020/3/30-4/5
Overview: 我们应该过能享受美地所预表之包罗万有 1. 我们来聚会之前，应当对主有经历，对主的话有享
受，
并且在祷告中和主有交通，
使我们有出于主的东西，
的基督的生活。我们需要过个人享受在基督身上经营
借着这些，我们就能为聚会预备自己。
的生活。这是为了我们在来到聚会中的时候，把个人
经历的基督带来，彼此一起享受基督(Ⅰ,Ⅱ) 。在每 2. 到了会中，我们就不需要，也不该等候灵感，乃该
运用灵，使用受过训练的心思尽功用，摆上我们所预备
天早晨晨兴的时候，不仅要团体的享受基督，也有必
要与主有个人的亲密的交通。我们需要彻底的认罪 ， 的，使主得着荣耀和满足，并使与会者得着益处，就是
得着光照、滋养和建造。
保持与主交通，需要在神的话语上花时间 (Ⅲ) 。到
Ⅴ. 我们需要天天时时享受作为美地之基督那奇
了会中，我们就不需要，也不该等候灵感，乃该运用
灵，使用受过训练的心思尽功用，摆上我们所预备的， 妙、美妙、无法测度、无限无量且包罗万有的丰富：
A. 在哥林多后书，流奶与蜜的美地乃是基督自己
使主得着荣耀和满足，并使与会者得着光照、滋养和
这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具体化身，赐给我们作神圣
建造(Ⅳ) 。我们要经历作为美地之基督的丰富，就必
的恩典，给我们享受:
须受我们的灵所控制、
管制、指引、推动并引导(Ⅴ) 。
林后12:9 祂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
当我们为着我们在聚会生活中能团体地享受基督，而
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极其喜
在日常生活中个人享受基督，神就在我们中间，我们
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也就是祂的居所和祂的国。
Ⅰ. 我们需要看见怎样在神眼中过一种生活，使我
13:14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
与你们众人同在。
们能享受美地所预表之包罗万有的基督。
Ⅱ. 我们需要过一种在基督身上经营的生活，就是个人 1. 我们要经历作为美地之基督的丰富，就必须受
享受基督的生活，好使我们能团体地享受祂，为着建造基 我们的灵所控制、管制、指引、推动并引导。
督的身体，作活神的殿，就是活神的家：
2. 我们要经历作为美地之基督的丰富，就必须活在
A. 神的旨意乃是要我们享受基督。
基督的人位、同在、面光中：
B. 我们必须寻求在每一个处境中享受基督并经历祂。 ａ. 我们要据有那作包罗万有之地的基督，就必须
C. 每逢我们来聚会敬拜主，我们不该空手而来；我 被祂的人位，就是祂的同在所管制。
们来的时候，必须双手满带着基督的出产:
b. 因着保罗活在基督的人位里，他就经历基督的不
申16:16 一切的男丁，…，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 改变、温柔与和蔼、真实、能力、恩典以及在他里面
所选择的地方朝见祂。他们不可空手朝见耶和华；
说话的那一位。
1. 我们必须出产祂够多，才能有余剩的丰富留给穷 3. 我们乃是借着圣灵的破碎和构成的工作，接受
人和缺乏的人，给祭司和利未人，且把最好的给主自 基督作恩典，就是美地的实际，借此我们里面的人
己。
就为神圣三一所重建。
周三
2. 带着基督来敬拜神，乃是与神所有的儿女团体地 B. 当我们的经历达到享受基督作包罗万有之地的
来敬拜祂，彼此分享基督并与神同享基督。
阶段，基督对我们乃是无限的伟大；祂是美好宽阔
林前 14:26弟兄们，这却怎么样？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 的地，这地的量度乃是阔、长、高、深：
时候，各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 出3:8 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从
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为建造。
周一 那地出来，上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
Ⅲ. 我们若要作得胜者，就需要在作我们美地的基督身 弗3:18 使你们满有力量，能和众圣徒一同领略何
上经营，好赢得基督作我们的享受
为那阔、长、高、深，
A. 每早晨我们必须把自己真诚地奉献给主，只为 1. 基督的量度是宇宙的量度。
着一个简单的目的，就是享受并经历祂。
2. 要领略基督的量度，我们需要众圣徒。
B. 每一天我们需要花时间私下、隐密地与主同在，与 3. 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必须是三度的，像一立方
祂有亲密的交通。
体：
C. 我们需要每天清晨在主的话上享受祂，好使我 a. 我们经历基督必须来、去、上、下，使我们至终
们每天有新的起头。
对祂有扎实、“立方”的经历；这样的经历既不倒
诗119:147-148 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 也不破。
语。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为要默想你的话语。 b. 在会幕和圣殿里的至圣所分别是十肘和二十肘
D. 我们需要彻底地对付罪，使我们与主之间没有 的立方体
任何故事。
c. 基督是宇宙的立方体，召会生活今天也是立方
约一1: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 体。
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d.至终，整个新耶路撒冷就是至圣所，作为永远的
E. 我们需要过祷告的生活，时刻维持我们与主的交 立方体，三面的量度都是一万二千斯泰底亚。周四
通。
Ⅵ. 我们享受基督作美地包罗万有的丰富，其结果乃是
F. 我们需要赎回光阴，下功夫被神的圣言浸透并泡 召会作为殿，就是神的居所，并作为城，就是神的国：
透。
弗2:21-22 在祂里面，全房联结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
G. 我们需要赎回光阴，借着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 你们也在祂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
凡事谢恩，而在灵里被充满。
周二 A. 地连同殿和城，是神计划的中心：
Ⅳ. 我们聚在一起，展览我们所经营的基督，也就是我们 1. 地是基督自己；殿和城是基督的丰满，就是召
所享受并经历的基督：
会，基督的身体。
A. 神子民对神真正的敬拜，乃是当人人都满了基督， 2. 殿使神得着彰显，城使神得以掌权；这成就神
因基督而发光，并展览他们所经营的基督。
永远的定旨。

B. 当我们为着我们在聚会生活中能团体地享受基 新的一月和新的一日。每一年我们能有三百六十五
督，而在日常生活中个人享受基督，神就在我们中 个新的开始；我们若三百六十四天都失败了，仍有
间，我们也就是祂的居所和祂的国：
一次机会过成功的一天。今天我们可能失败了，但
1. 当我们享受基督到这样的程度，召会聚会就要 感谢主，明天仍然在这里等着我们。明天早晨我们
满了神，一切的活动要将神传达并传输给人，使人 将会有另一次机会，有一个新的开始。每二十四个
得着神的注入。
小时就有一个新的机会，让我们有新的开始，并让
2. 当我们享受基督到这样的程度，我们就会彼此 我们得更新。有新的开始不是很困难，而是很容易
顺服，基督的权柄也要在我们中间。
的。只要早一点起床，说， “哦，主耶稣。哦，主
弗5:21 凭着敬畏基督，彼此服从：
耶稣。”你不必大声呼喊吵到别人。只要说，“哦，
彼前5:5 你们众人彼此相待，也都要以谦卑束腰。 主耶稣。”这样说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有时我醒来
周五
后，忘记马上呼求主；这成为我的一个大亏损。我
C. 神的家，就是使祂得着彰显的居所，主要的方 一发现这个，就说，“主耶稣，赦免我忘记了你。”
面乃是说出神的同在（神的家表征基督、召会、新
然后我们需要祷读一小段主的话，任何一处圣
耶路撒冷和我们的灵）：
经，2至四节。我们能借着祷读，用主的话并在祂的
1. 神的家是神同在的地方，神的同在就是神的荣耀， 话里享受主。我们每天早晨应该这样作，好有美好
神的荣美，和神的丰富。
的新起头。……在清晨，我们不必花很长的时间在
诗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 话中享受主。十到十五分钟就足够得滋养，在新的
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祂的荣美，在祂 一天有新的起头。我们需要实行这个。
的殿里求问。
应用：新人、初高中生、大学生篇
2. 神的家是启示和神应允的地方。
新人和年轻学生们请每天早上呼求主名，用10
3. 神的家是我们隐藏的地方。
～15分钟祷读主的话，训练每天早上能有一个好的
4. 神的家是我们可以被栽种、发旺、结果子的地方。 起头。这件事并不难，但你需要努力让这件事成为
5. 神的家是泉源之地。
你的生活习惯。医生建议每天早上好好吃早餐，以
6. 神的家是我们得着加力的地方。
保持健康。同样地，圣经也规劝你每天早上靠主的
7. 神的家是我们与神调和的地方。
话得到滋养和加强，然后开始日常生活。这件事会
8. 神的家是神作我们分的地方。
产生很大的不同，所以每天早上要注意晨兴，并且
D. 神的城，就是神的国，使祂得以掌权，其主要的 一定要实行。
方面乃是说出神的权柄：
在早晨的开始，如果没有被主的话语滋养、更
1. 神的城是坚固的城，是大君王的城。
新、增强，你就会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发脾气，或者
2. 在神的城里有一道河，其支流使人快乐。
被烦躁的情绪所填满。例如，很多人一开始都是因
诗46:4-5 有一道河，这河的支流，使神的城快乐； 为朋友和老师的闲言碎语而情绪低落，才开始不上
这城就是至高者支搭帐幕的圣处。神在城中；城必 学的。反应过度，生气，或者陷入苦恼。这些都是
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
因为里面没有滋养和力量。你可能没有逃学，但原
3. 神在其中自显为高台。
则是一样的。在宇宙中有爱你并且鼓励你的神，以
4. 她使仇敌惊奇丧胆。
及让你颓废、爱发脾气、自大而让烦恼的事来充满
5. 她是全美的。
你的仇敌撒旦。为了到神的这一边，受神的鼓励，
6. 她是神喜悦的目标。
每天晨兴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7. 审判的宝座设立在神的城中。
祷告：“哦，主耶稣，每天早晨呼求主的名，用主
8. 主从其中赐福给人，也从其中受颂赞。
的话来受滋养，有新的开始。在学生本分的学习中，
E. 我们享受基督这地的终极结果，乃是经过过程之 或者在职者本分的工作中，为了让我能Going up，
三一神与蒙祂重生、变化、荣化的三部分人，成为神 我的里面需要力量和智慧。晨兴之后，和主一起学
人二性的合并，作神永远的居所和国度。
周六 习或者工作，这和没有主同在的情况下只靠自己的
Crucial Point⑴:每天晨兴之后，在日常生活中 力量来工作和学习，有很大的不同。我为了能Going
保持与主的交通，过 Going up 的生活。
up，需要求主和我在一起。希望我能实行每一天的
OL1:我们需要过一种在基督身上经营的生活，就是 晨兴，与主一起过向上的日常生活。阿门！”
个人享受基督的生活，好使我们能团体地享受祂， Crucial Point⑵:在召会生活中，二度的经历基
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作活神的殿，就是活神的家。
督，再进到三度的经历，以达到建造
OL2: 我们必须出产祂够多，才能有余剩的丰富留 OL1: 我们要经历作为美地之基督的丰富，就必须
给穷人和缺乏的人，给祭司和利未人，且把最好的 受我们的灵所控制、管制、指引、推动并引导。
给主自己。
OL2: 我们要经历作为美地之基督的丰富，就必须
OL3:每一天我们需要花时间私下、隐密地与主同在， 活在基督的人位、同在、面光中。
与祂有亲密的交通。
OL3: 当我们的经历达到享受基督作包罗万有之地
OL4: 我们需要每天清晨在主的话上享受祂，好使 的阶段，基督对我们乃是无限的伟大；祂是美好宽
我们每天有新的起头。
阔的地，这地的量度乃是阔、长、高、深。
OL5:我们需要彻底地对付罪，使我们与主之间没有 OL4:要领略基督的量度，我们需要众圣徒。
任何故事。我们需要过祷告的生活，时刻维持我们 OL5: 我们经历基督…至终对祂有扎实、“立方”的
与主的交通。我们需要赎回光阴，下功夫被神的圣 经历；这样的经历既不倒也不破。
言浸透并泡透。
……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必须是二度的或“平面”
我们也必须每日清晨在话中享受主，有新的起 的，这非常重要。我们对祂若只有“线”的经历，
头。照着神在祂创造里的原则，祂命定有新的一年、 最终这条线会一直走到极端。所有极端的人都是

“走单线的”，在单一的“线”上经历基督。你若 权柄也要在我们中间。
适当且正常的经历基督作阔和长，就不至于走极端。 OL4:神的家，就是使祂得着彰显的居所，主要的方
在对基督的经历上，不要在窄而长的“线”上走得 面乃是说出神的同在（神的家表征基督，召会，新
太远，乃要以“平面”的方式经历祂作阔和长。借 耶路撒冷和我们的灵）
着不断经历基督作阔和长，我们的经历要像织得结 OL5:神的城，就是神的国，使祂得以掌权，其主要
实的“地毯”，而不是细长的“线条”。
的方面乃是说出神的权柄。
我们要经历基督的宇宙量度，就需要召会生活。
这一个神的殿需要扩大。它怎能扩大呢？它是
我们需要与身体的众肢体一同经历基督。我们尤其 借着基督作神的权柄而得扩大的。我们不仅需要基
需要召会的聚会，因为我们在聚会中得着平衡。
督作我们的享受，我们也需要基督作神的权柄。这
我们对基督的经历，需要从二度进到三度，从 是极其真实的。当你我照着我们所指出来的方法一
“平面”进到“立方体”。立方体是扎实的。在会 同享受基督的时候，基督权柄的实际就在我们中间。
幕和圣殿里的至圣所都是立方体。…当我们成为一
在这样的享受中，从这样的享受而出来的结果，
立方体时，我们就既不倒也不破
我们就必十分顺服神，也彼此顺服。我们要满了顺
应用：服事者篇
服。你能信当我们这样享受基督之后，我们还能彼
当你经历包罗万有的基督并往前时，你应该经 此吵架么？你能信在这样的享受里我们能彼此恨
历一个二度的，甚至一个三度的基督。比如有人对 恶么？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组成一支军队来与仇敌
福音有负担，积极地传福音。但是对于新人的牧养 争战，而我们在军队里却彼此相打，这是可能的么？
和成全没有什么干劲。如果只有福音的经历，那么 …没有顺服，就没有军队。当我们享受基督到这一
你对基督的经历就有可能是一条线。如果是这样的 个地步时，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彼此顺服。我们不可
话你就不能在主中安定下来。婴儿一出生，母亲就 能是不顺服的。真正的爱是在顺服里。当我们彼此
马上用母乳喂养婴儿。生是一件很难的事，虽然很 顺服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彼此相爱。真正的爱
棒，但如果只生没有养的经历的话作为母亲就失去 并不存在于我的口味，我的拣选，或我的喜好中，
资格了。养比生更费力，需要很长时间。
乃是在我的顺服中。…基督的权柄把神的居所，神
你需要随着宝宝的成长，要求、成全他们。神 的殿扩大了。
的爱不是无能的爱，不是溺爱，而是成全的爱。日
有时在一个地方召会中，我们感觉到神的同在，
本人多是天然的好人，以天然的爱来爱人的人很多， 但没有感觉多少神的权柄。我们感觉到神在他们中
所以不擅长在召会生活中对新人有要求。如果你被 间，但另一方面缺了神圣的秩序。这意思是在那个
神的爱充满，而不是天然的爱，用神的爱爱新人， 地方召会中，有殿的实际，但没有多少城的实际。
为了在爱里成全你在喂养的同时可以要求新人。与 在别的召会中，我们不但感觉到神的同在，也感觉
兄弟姊妹配搭，正确培养新人是作为线和面，再加 到神圣的管治和属天的权柄，那就是城。…没有殿，
上成全，就变成了三度，以达到建造。
没有城，就没有桥头堡，让神回来恢复地。
住在鱼崎姊妹之家的新人姊妹，因为没考上想
应用：在职青年・大学院生篇
进的大学，就考虑就职。她来到主面前祷告，最后
你自己在职场和研究室，对基督的经历是为了
决定在KIC研究生考试申请截止日期的前一周报考 把召会作为家，作为城去建造。这个异象告诉你以
KIC。每天都和服事的姊妹一起祷告和交通。在职 下两件事：
的责任者弟兄在双休日几乎随时随地帮助她写入 ①即使你个人经历到了基督耶稣，那也不仅仅是为
校申请书。之后，在考试前的一周，服事的姊妹一 了你个人，而是为了召会的弟兄姊妹。你必须摒弃
直陪她练习面试。最后姊妹合格了。面试中被问到 个人主义。
的问题都是练习过的。感谢主。三个服事的弟兄姊 ②你应该勤于在日常生活中经历主。这不仅能拔高
妹一边帮助作考生的姊妹，一边交通要爱主和召会。 你的职场生活和研究生活，还会有利于建造召会。
要求她在合格后要感谢主和弟兄姊妹、奉献时间来
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的结果，首先召会作为神
服事主。新人姊妹得救之后，被喂养住在姊妹之家， 的家，住所得以建造。作为神的家、住所的召会的
并被鼓励通过研究生考试在服事方面往前。服事者 重点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指，
们在供应的同时，要求、餵养并成全。
①神的荣光，神的绚丽，神的丰富。
祷告：“哦，主耶稣，我要经历基督的阔，长，高， ②这里有神给与我们的启示和回答。
深。经历基督从线到面，从面到立方体。在传福音 ③这是我们的藏身地。
方面，也有三个方面，即生、养、教(成全)，以至 ④这是我们栽培、繁荣昌盛、结果子的地方。
建造。在召会生活中，我需要凭着与兄弟姊妹的交 ⑤这是有泉水的地方。
通，得着平衡。
⑥这是我们被增强的地方。你可以在召会生活中有
Crucial Point⑶:被祝福的秘诀……在神的家
份于这些美好的祝福。
享受神的同在，在神的城服从基督的权柄
通过对基督的享受，你可以彼此顺从，基督的
OL1:我们享受基督作美地包罗万有的丰富，其结果 权柄就在召会生活中彰显出来。召会作为神的城、
乃是召会作为殿，就是神的居所，并作为城，就是 神的国，重点是神的权柄。神的城，
神的国。
①其中有一条河，其水流使神的城流淌着喜乐。
OL2:当我们为着我们在聚会生活中能团体地享受 ②对敌人来说是可怕的。
基督，而在日常生活中个人享受基督，神就在我们 ③其中设有审判的宝座。
中间，我们也就是祂的居所和祂的国。
④这是主祝福人，主被高举称赞的地方。
OL3:当我们享受基督到这样的程度，召会聚会就要 留学生姊妹的见证：三月份我从KIC的大学院毕业
满了神，一切的活动要将神传达并传输给人，使人 时，被选为优秀学生（日本人3名，留学生1名）。当
得着神的注入。并且，我们就会彼此顺服，基督的 时入学的时候成绩比较差，能成为优秀学生真的多

亏了主耶稣和弟兄姊妹。在这里分享我成功的秘诀： 的四分之一，用刀剑、饥荒、瘟疫、地上的野兽去
①住在姊妹之家，留在神的家，在召会生活中，积 杀害人。
极参加聚会，享受主，出去传福音。
1 节 FN“揭开”: 羔羊揭开七印，是紧接在基督升
②有困难的时候，向带领的姊妹敞开心扉，进行交 天之后。基督借着成为肉体、钉死十架并复活，就
通，寻求帮助，单纯地听从他们的指导。当初为研
完全够资格在祂的升天里揭开七印所包含神经纶
究生论文——开发自我检查抑郁症的软件下了不
少工夫，但是中途自己因为压力有些焦躁不安。和 的奥秘。
姊妹交通后，姊妹劝我换个题目。我单纯地听从了 2 节 FN“白马”: “白”表征清洁、纯一、公义并
姊妹的话。那之后，我的研究得到了祝福，顺利地 可蒙称许。白马象征福音的传扬，不论对人对神，
进行了下去。最后，说日语的姊妹帮我检查了研究 都是清洁、纯一、公义并可蒙称许的。
生论文。
2 节 FN“骑在马上的”：头四印包括四匹马以及骑
③努力学习，刻苦钻研。
在马上的，犹如一场四马竞赛。四个骑马的都不是
④由于经济上的需要，拿到了奖学金（大学院前辈 真人，而是人位化的事物。显然骑第二匹马（红马）
的弟兄姊妹帮助了我），同时勤勉于打工生活。哈 的，是战争；骑第三匹马（黑马）的，是饥荒；骑
利路亚！
第四匹马（灰马）的，是死亡。根据历史事实，骑
祷告：
“哦，主耶稣，我的在职生活虽然繁忙，但是
要热爱、渴慕召会生活。召会是神的家，有神的同 第一匹马（白马）的，必定是福音，而非指有些人
在。在这里有神的荣光，绚丽，也有神的启示和回 所解释的基督或敌基督。紧接基督升天之后，福音、
答。召会作为神的城，有神的权柄。在这里设有审 战争、饥荒和死亡这四件事，便像四个骑马的骑在
判的宝座，敌人畏惧这里。神的城是神经纶的目标。 四匹马上，开始奔跑，一直持续到基督回来。从第
我要常常喜乐留在召会里。哈利路亚！”
一世纪开始，经过了这二十个世纪，福音不断的广
校园福音的交通⑵启示录 6：1～8
传，同时战争也不断的在人类中间进行。战争常是
启示录是圣经最后一卷，是全本圣经，整个
造成饥荒，饥荒便带来死亡。这些都要持续到这世
神圣启示的结束、完成和总结。大多数神圣启示
代的末了。
的真理，种子都撒在圣经头一卷的创世记里，在
2 节 FN“弓”
：弓带着箭是为着打仗的。但这里只
以后各卷，特别在新约各卷，逐渐生长发展，收
有弓，没有箭，指明箭已经射出，除灭仇敌，并且
成乃在启示录。
已经得胜，使和平的福音得以构成。如今争战已经
本书的启示主要的是由表号组成，表号就是
结束，和平的福音得以和平的宣扬出去。
有属灵意义的象征，如象征众召会的七灯台，象
2 节 FN“冠冕”：冠冕是荣耀的标记。福音已经戴
征众召会使者的七星等。甚至新耶路撒冷也是一
上“基督的荣耀”为冠冕。
个表号，表征神的经纶终极的完成。因此，本书
2 节 FN“胜了”：或，征服了又要征服。历代以来，
是一本表号的书，借此使我们明白启示。
福音无论传到那里，都征服并胜过了各样的抵挡和
约翰的福音书是一本表号的书，表征基督如
攻击。
何来作我们的生命，以产生召会，就是祂的新
4 节 FN“红马”：这里的红表明流血；红马象征战
妇。约翰的启示录也是一本表号的书，显示基督
争的进行，而战争完全是流血的事。
现今如何照顾召会，以及祂要如何来审判并据有
4 节 FN“从地上夺去太平”：“从地上夺去太平，”
这地，并带召会，就是祂的新妇，进入神完满的
“使人彼此相杀，”以及“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
经纶里。(启示录 1:1 的注解)
都清楚的指明战争。
6:1 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我观看，就听 5 节 FN“黑马”：这里的黑是指饥荒，表明饥饿之
见四活物中的一个，声音如雷，说，你来。
人的面色。黑马象征饥荒的蔓延，使人面色发黑。
2 我就观看，看哪，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 5 节 FN“天平”：天平是用来称贵重物品的秤，但
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去，胜了又要胜。
这里用来称食物，如 6 节所说的，可见粮食短缺。
3 羔羊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 6 节 FN“油和酒”：油和酒是为令人喜悦。在饥荒
你来。
时，油和酒总是缺乏而变得贵重。在饥荒期间，油
4 我就观看，看哪，另有一匹红马出去，骑在马上 和酒应当保存，不该蹧蹋。
的得了权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 8 节 FN“灰马”：或，青灰。表明遭受灾害袭击之
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
人的面色。灰马象征死亡的残杀，造成一片灰死的
5 羔羊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 景象。
你来。我就观看，看哪，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 8 节 FN“阴间 ”：阴间是在地底下的地方，不得救
手里拿着天平。
的死人，魂要留在那里，到复活后在白色大宝座前
6 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仿佛有声音说，一个银币买 受审判。审判以后，不得救的人要被扔在火湖里，
一升麦子，一个银币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 直到永远。阴间好比暂时的拘留所，火湖好比永久
7 羔羊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的声 的监狱。在这里阴间随着死，接收死所杀害的人。
音说，你来。
8 节 FN“瘟疫”：或，死亡。
8 我就观看，看哪，有一匹灰马，骑在马上的，名 结论：红马，黑马和灰马是帮助白马的配角。现在，
字叫作死，阴间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管辖地 召会必须焚烧福音的灵，使白马得着加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