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国际长老训练
言者的话，如同留意照在暗处的灯，直等到天发
#2:儆醒预备，好为着主即将第二次来临
亮，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在这不多的年日里，
得以被主预备好12/14-20
让我们作爱主、事奉主的人，天天复兴、得胜，
OL Summary:
让世界过去，预备自己，全心等候主再来。』
Ⅰ.“来临”（巴路西亚）在原文的意思是“同在”； Ⅳ.主在马太二十五章一至十三节的话是关于儆
基督的来临将是祂与祂子民同在的时候；祂的巴 醒的比喻:
路西亚要开始于大灾难之前男孩子和初熟果子的 A.童女象征信徒生命的一面；信徒是国度的子民，
被提，结束于大灾难末了祂和圣徒一同在地上的 乃像贞洁的童女，在黑暗的世代里为主作见证
显现｡
（灯），并从世界走出去迎接主；为此，她们不
Ⅱ.我们需要看见主即将第二次来临的兆头:
仅需要圣灵的内住，也需要圣灵的充满/信徒从
A.这世代末了（末了三年半大灾难即将开始时） 他们的灵里，照耀出神的灵所发的光；为要让神
最大的兆头，乃是国度的福音传遍整个居人之地｡
圣的光得以照进人内里的各部分，神的灵作为油，
B.主的来临另一个大的兆头，是无花果树所代表 必须浸润（调和）作为灯芯的人的灵，并与人的
的以色列奇迹的复国；这无花果树是给信徒这世 灵一同“焚烧”/因此，信徒成了世上的光，如同
代终结的兆头｡』
灯照耀在这黑暗的世代里，为主作见证，使神得
C.在主再来的那日子以前，必有背道的事，并且 着荣耀｡
那不法的人，就是敌基督，要显露出来/因此，我 B.“愚拙的拿着她们的灯，却没有带着油；但精
们能看见以赛亚五章二十节应验在那些相信谎 明的拿着她们的灯，又在器皿里带着油”｡
言的人身上：
“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 C.得着油，接受更多那灵最好的一条路，是借着
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 默想神的话，好在祷告的灵和气氛中与祂有亲密
D.今世末了的三年半大灾难要开始时，敌基督要 的交通｡
把那行毁坏的可憎偶像，就是他自己的像，设立 D.“愚拙的对精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
在圣殿里，叫人敬拜那像和他；这表明在主回来 我们的灯要灭了。精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我们
以前，神的殿要被重建｡
和你们用的，不如你们到卖油的那里，为自己买
E.洪水以前的挪亚世代被邪恶的生活所麻醉，其 吧”。
光景描绘出主的来临和大灾难以前，世人生活的 E.愚拙的童女器皿里没有带着油，主耶稣来时也
危险光景｡
没有预备好，她们将错过婚筵；我们是否及早被
F.主再来的一种兆头是许多信徒的信心都失掉了 提进入婚筵，在于我们是否天天买那灵｡
—“人子来的时候，在地上找得到信心么？”
F.儆醒就是终日被那灵充满；我们若让那灵浸透我
G.主再来的另一种兆头是：“只因不法的事增多， 们全人，我们就是儆醒的人，为着主的再来预备自
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
己并被主预备好｡
H.末世和主再来的一个兆头是过度积攒钱财— G.我们每天需要儆醒，付代价买那灵（就是金油），
“你们在末后的日子积蓄财宝”。
使我们能用那灵供应众召会，作耶稣的见证，并得
Ⅲ.我们要被主提取，就必须是为着祂即将的来 主赏赐，有分于羔羊的婚筵｡
临儆醒并预备好成为祂新妇的人，好使我们能在
大灾难之前被提:
A.被提的意思就是被接到主的同在里；我们要被
接到主的同在里，今天就必须是在祂的同在里｡
B.我们要成为爱主的显现（祂的回来）的人，就
必须宝爱祂今天向我们的显现，显明｡
C.被提取的那一个人是在生命上成熟的，另一个
人则不是；成熟是一生之久的事；为着主的来临，
我们需要爱祂到极点，并在一切事上长到祂里面，
借此预备自己，使我们在祂显现时可以成熟而被提｡
D.预备好被提，乃在于借着祷告被基督充满到极
点，使我们在生命上长大成熟｡
E.儆醒之意，即小心，不大意，天天防备有会跌倒
之可能；儆醒者必是不信靠自己，不自信的人｡
F.主要像贼一样，隐密地临到那些爱祂的人，把
他们当作宝贝取走；基督在信祂的人是宝贵的，
我们的渴望是让祂以祂自己这无上的宝贝，我们
的珍宝，来充满并浸透我们，使我们成为珍贵的
人，甚至就是珍贵本身｡
G.特别在这末后的日子，我们需要儆醒并留意申

CP1:这世代末了最大的兆头，
应用:新人、青少年、大学生篇
乃是国度的福音传遍整个居人之地
FN“见证”:国度的福音是对万民（外邦人）作的
马太 24:30 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这地 见证。在这世代结束以前，就是大灾难以前，这
的各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能力和 见证必须传遍全地。
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而来。
新人和年轻人们需要认识到，这时代的末了
OL1:这世代末了（末了三年半大灾难即将开始时） 近了，要有负担，将这国度的福音传给身边的人。
最大的兆头，乃是国度的福音传遍整个居人之地｡ 为福音祷告，和弟兄姊妹一起出去传福音。
14 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
科学报告警告人们说，如果全球变暖像现在
后末期才来到。
这样持续下去，2100年北极就会消失，生态系统
OL2:主的来临另一个大的兆头，是无花果树所代 将无法适应这样激烈的变化。这世代末了最大的
表的以色列奇迹的复国；这无花果树是给信徒这 兆头，乃是国度的福音传遍整个居人之地。国度
世代终结的兆头｡
的福音主要是由地方召会来传。因为，国度的福
32-33 但是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 音是神经纶的福音，强调神的属天的掌权和主的
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照样， 权柄。19世纪后半，借着英国向整个居人之地传
你们几时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那夏天近了， 了“强调罪得赦免恩典的福音”。但是，并没有
正在门口了。
完全地传扬国度的福音。因此，通过读恢复本圣
从主在大灾难前，头一次提去得胜信徒的时 经和生命读经等话语，理解神的经纶、建造基督
候起，主的“巴路西亚”就开始了。从那时起， 的身体的地方召会的弟兄姊妹，必须传国度的福
主的“巴路西亚”，就是主来临的同在，最少再 音。
过了三年半，才“显现”出来。这个显现，圣经
为了成就这个预言，需要
称作主“巴路西亚（同在）的显现〔epiphaneia， ❶地方召会繁荣壮大，开展，设立在各个主要的
依皮反尼亚〕”。所以主的再来，有一段时间是 城市。
“巴路西亚”（同在），有一个时候是“依皮反 ❷地方召会的弟兄姊妹起来，将国度的福音传遍
尼亚”（显现）。
日本的整个居人之地。
国度的福音，包括恩典的福音，不仅把人带 ❸年轻人起来，强化并继续召会的见证。神户召
进神的救恩，也把人带进诸天的国。恩典的福音 会全体弟兄姊妹起来，传国度的福音，使主日聚
重在罪的赦免、神的救赎和永远的生命；国度的 会人数从185人（2020年9月~11月的平均值）扩增
福音重在神属天的管治和主的权柄。在这世代结 到200~到300人、再到500人。在相近的主要城市，
束之前，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 西宫市、尼崎市、明石市、姬路市等得不到开展
如启六 1~2 第一印之白马所表征的。因此，这传 的话，便无法成就关于福音的预言。
扬乃是这世代终结的兆头。
人的里面，有罪的问题的解决和神对人的心
国度的福音传遍全世界这事成就时，我们就 意（团体的彰显神、代表神）。说到罪的问题，
该领悟，末了的三年半即将开始。在这传扬以前， “做好事”、“教育”、“道德”、“念经”、
许多其他的事将已发生。但这些事不是这世代终 “拜佛”等等，都不能让人从罪中得救。因为没
结的兆头，因为提到这些事时，主说末期还没有 有流血是不可能赦罪的。主耶稣明明没有罪，却
来到。因此，国度的福音传遍天下，将是这世代 因为人的罪，代替人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因此，
终结独一的兆头。
信入主，和主联结的人就得蒙赦罪，被基督的义
无花果树乃是代表以色列国的。在太二一 遮盖。
18~20，以色列国这棵无花果树，因没能结果子给
说到神的心意，人需要享受基督、被祂充满、
主用，就遭了主的咒诅而枯干了，就是亡国四散 在召会生活中和弟兄姊妹们一起大大地彰显基
了。但圣经预言说，犹太人还要复国，就是这里 督、代表神的权柄、支配神的仇敌撒旦。
所说，无花果树树枝发嫩长叶所象征的。
带着将国度的福音传给亲戚、朋友、邻居的
负担祷告。为了主预言的成就祷告，这时候圣灵
就会开始做工。为了福音出去的话，你就成了神
的同工，会得到神的祝福。
祷告：“哦主耶稣，我也感到世界的终结越来越
近了。现在我需要有负担，将国度的福音传给我
周边的人，以及我所居住的神户市、西宫市的人
们。为了福音，和弟兄姊妹们一起祷告，出去传
福音。圣灵充满我，加强我。为了持续强化召会
的见证，成全我们这些年轻人成为迎接主的再来，
转移时代的器皿。”

CP2:主再来的另一个兆头，就是不法猖獗。儆醒
预备，能在大灾难前被提
OL1:在主再来的那日子以前，必有背道的事，并
且那不法的人，就是敌基督，要显露出来。
帖后2:3 …那日子以前，必有背道的事先来，并
有那不法的人，就是灭亡之子，显露出来。
7 因为那不法的奥秘已经发动...。
OL2:主再来的另一种兆头是：“只因不法的事增
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
OL3:末世和主再来的一个兆头是过度积攒钱财
—“你们在末后的日子积蓄财宝”。
OL4:我们要被主提取，就必须是为着祂即将的来
临儆醒并预备好成为祂新妇的人，好使我们能在
大灾难之前被提。
启3:10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话，我也必保守你免
去那将要临到普天下，试炼一切住在地上之人试
炼的时候。
照帖后二4看，“圣地”必是指圣殿。所以将
来敌基督必是把那行毁坏的可憎偶像，设立在圣
殿里，叫人敬拜，而那偶像也必是他自己的像。
这就叫我们知道，从前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将
来还要被建造起来，到了末了的三年半要开始的
时候，也就是大灾难要起头的时候，敌基督要在
其中设立他的像。一有这些事，主再来的日子可
真是近了。
〔提后三1~5〕是末世的写真，…也可说都是
主再来的预兆。…在这末世的日子，人除了爱自
己，就是最爱钱财。…再就是自夸、狂傲、毁谤
神。…今天的人，谁也不肯受约束，都是打起自
由的牌子来，卤莽行事，为高傲所蒙蔽。爱宴乐
不爱神，更是今天的一种特征。…这些都是主再
来的预兆，都该提醒我们，叫我们儆醒预备，等
候主来。
主快再来之前，有一个清楚的预兆，就是在
这一段时间里，有许多人要空前地积攒钱财。…
从来没有那么多的财富，会像主要再来之时那么
多的。…人不仅享受物质的东西，并且放纵情欲
的事也特别多。…我在这里说这些话，…乃是要
告诉全世界的弟兄姊妹：主的再来近了！我们要
趁着钱财还有用，还在自己手上的时候，花费在
主身上。
取去的意思是在大灾难之前被提，这是主来
临的兆头，也是给犹太人的兆头。看见两个人在
田里工作，以及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是十分有
意思的。在田里工作和推磨，都是为着吃。我们
的吃和世人的吃有区别。世人读书、工作，我们
也读书、工作。然而，世人已被麻醉了。…我们
不过是尽我们的本分以谋生。…我们维持我们的
生存，为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成就神的定旨。

应用：在职者・研究生篇
提后 3:1 但你要知道，末后的日子必有艰难的时
期来到；
2 因为那时人要成为爱自己者、爱钱财者、自夸
者、狂傲的、毁谤者、违背父母的、忘恩负义的、
不圣的、
3 无亲情的、不解怨的、好说谗言者、不能自约
的、性情凶暴的、不爱良善者、
4 卖主卖友者、卤莽行事的、为高傲所蒙蔽的，
宁愿作爱宴乐者，不愿作爱神者；
5 有敬虔的外形，却否认了敬虔的能力；这等人
你要躲开。
提前 6:6 然而敬虔又知足，便是大利了；
7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来，也不能带什么
去；
8 只要有养生与遮身之物，就当以此为足。
9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试诱、网罗和许
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溺在败坏和灭亡中。
10 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受迷
惑，离弃了信仰，用许多苦痛把自己刺透了。
作为在职者的你，请注意不要陷入爱钱财而
在信仰中迷茫。你应该流汗，勤奋工作，尽自己
的义务。这不仅是为了在经济上扶持家庭，更是
为了人的生存目的--“传国度福音，喂养新人，
建造召会”。决不能想着变得有钱，要奢侈。这
邪恶的愿望是让你灭亡，被破坏。
请你在公司里，为主的见证尽可能出人头地，
奉献更多财物。但是，不可以爱钱财为动机而试
图这样做。另外，要照主给的度量做。在主的限
制下，应该制定职涯计划，不可随着情欲无限制
地发展。如果主把你留在专业职上，就这么做吧。
主对您的衡量标准可能是专业人员，或者
Manager，或者 Director，或者高管，或者总经
理。无论如何，请你学习按照主的尺度度量前进，
蒙祝福。
林后 10:13 我们却不要过了度量夸口，只要照度
量的神所分给我们尺度的度量夸口，这度量甚至
远达你们。
FN“度量”:使徒是勇敢的，但不是没有界限的。
这表明他是在主的限制之下。他的夸口是照着度
量的神，管治的神，所分给他的度量夸口。
祷告：“在终结的时代，这世上的人们前所未有
地被金钱所捆绑，积蓄财富。但在主里的我是为
了尽自己的义务而勤奋工作，照主给我的度量，
尽可能地向上迈进。这不仅是为了在经济上扶持
家庭，也是为了扶持召会的经济需要。请让我不
要跟随不法的奥秘，掉入爱钱财，在信仰中迷茫。
我要取用恩典，走十字架的路，成就神的旨意。”

CP3:为了主的再来预备，让基督做人位，
付代价买油让器皿里带着油
太 25:1 那时，诸天的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她们
的灯，出去迎接新郎。
4 但精明的拿着她们的灯，又在器皿里带着油。
8 愚拙的对精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
的灯要灭了。
10 不料，她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_那预备
好的，同他进去赴婚筵，门就关了。
没有人知道〔主〕什么日子、什么时辰回来。…
你若没有在生命上儆醒，你就要受到一些时代性的惩
罚。…我们见祂时将如何？我们必须预备好。我们是
童女，正出去迎接那向着我们而来、最令人喜悦的一
位新郎。在马太福音这卷严肃的书里，祂不让我们知
道祂何时来。
祂不让我们知道，
意思是我们必须儆醒，
随时都在操练。
我们都带着灯作发光的见证，正从世界走出去迎
接我们的新郎。…这灯应当发光照耀，所以这灯需要
油。在预表上，油表征神的灵，我们需要那灵作焚烧
的油。我们正出去迎接祂，作发光的见证，所以我们
需要焚烧的油，焚烧的灵。同着灯，还有器皿。愚拙
的童女有油在她们的灯里，就是在她们的灵里；但她
们的器皿里，就是她们的魂里，没有额外的油。我们
应当在出去迎接祂并为祂作见证的光景里。为这目
的，我们需要更多的油，更多的那灵，所以我们必须
买油。这额外的油绝不会像礼物一样送给你，你绝不
能平白地得到这分油。你需要买油。
在你的所是里积蓄储存额外的圣灵，不是隔夜
即成的工作。…使你全人有正确的构成，并不是一天
或甚至一年的事，乃是一生之久、每日的事。
太二五 8〔指明〕…复活之后，愚拙的信徒发现
自己缺少神的灵，需要充满神的灵。…他们的器皿，
他们的魂，他们里面没有额外的灵。〔愚拙的童女〕
求精明的童女帮助，分点油给她们。
“精明的回答说，
“恐怕不够我们和你们用的，不如你们到卖油的那
里，为自己买吧。”（25:9）。我们不该忘记这对话
是在所有信徒复活之后发生的。…〔许多信徒〕在一
生中一直都缺少那灵，但他们沉迷且麻木了。他们复
活时，要发现这个短缺，但那时已经太迟了。

应用：服事者篇
25:4FN“器皿里带着油”:人是为着神造的器皿，人
的个格是在他的魂里。因此，这里的器皿象征信徒的
魂。五个精明的童女不仅在她们的灯里有油，也在器
皿里带着油。灯里有油，表征她们有神的灵住在她们
的灵里；器皿里带着油，表征她们有神的灵充满，浸
透她们的魂。
10FN“预备好的”:我们应当预备好，让器皿里一直有
油，让神的灵一直充满我们全人。为着主的来临（巴
路西亚），我们应当天天儆醒并预备。
9FN“不够”:没有人能替别人得着圣灵的充满。
25:11 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
我们开门。
12 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
12FN“我不认识你们”:这里的不认识是指不承认、不
称许，如在路十三25者。愚拙的童女，她们的灯是点
着的，也出去迎接主，死后也复活，并且被提；但她
们出代价去得圣灵的充满，出得太迟。为此，主不承
认、不称许她们，不许她们有分于祂的婚筵。她们失
去这时代的赏赐，但没有永远失去救恩。
你作为一个服事者，在殷勤服事的同时，需要
追求生命的长大。需要心向主敞开，让圣灵从重生
的灵扩展到魂的各个部分。换句话说，不只是享受
基督作生命，还需要否认魂的人位，以基督作人位。
不凭自己的魂来决定事情，而是应该以基督为人位，
凭着基督活出基督。许多时候，你只考虑自己的感
受不考虑主的感受。不要考虑自己想不想去，而要
考虑基督去不去，请学习让基督作人位。这样的话，
作为容器的魂就可以带油了。
例如，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服事的安排需要
改变。你不要以自己喜欢或不喜欢，或者对自己是得
还是失为标准去判断，请学习让基督作实际的人位。
所谓买油，是指否认魂的人位，让基督作人位。这就
是作向主完全敞开的器皿接受主。
祷告：“就像第25章的五位精明的童女一样，愿被神
的灵的充满，渗透到魂里，拿着灯又在器皿里带着油。
不仅以基督作生命的享受，如果不否认自己魂的人
位，不以基督作人位，就无法在器皿里带油。愿不凭
自己的魂来决定事情，而是以基督为人位，凭着基督，
活出基督，为着主的再来而预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