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ITERO#8: 在末后的日子对神有时代的价值，
以转移时代1/25-31
OL Summary:
Ⅰ.神的渴望乃是结束这个时代，并带进国度时代；要
作这事，祂必须得着时代的凭借:
A. 我们都该仰望主并祷告，使我们对神有时代的价
值；我们必须自问要作什么以结束这时代，并带进下
一个时代—国度时代；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候，所以需
要特别的基督徒来作特别的工作。
B.凡只能说“去”而不能说“来”的人，是没有效用
的，也就是说，他们对神没有时代的价值/我们要前来
达到三者：到至圣所，到施恩的宝座，到神自己这里；
不要退缩，乃要前来｡
C. 男孩子被提到天上，撒但被摔到地上，以及天上宣
告国度来到了，表明神得着男孩子，乃是祂最大的时
代行动，因为这要结束召会时代，引进国度时代｡
D.男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将是在一千二百六十天之
前，一千二百六十天就是三年半（四十二个月）的大
灾难时期｡
E.我们活在这时代是最享特权的，我们能为神作得最
多；神是光，要使我们看见道路，但内住的基督作我
们的力量和能力，要使我们能行走这道路；要被神使
用，就必须付极大的代价｡
Ⅱ. 因为召会并没有达到神的目的，神就拣选一班得
胜者，他们能达到神的目的，并成功神的要求；这是
男孩子的原则:
A. 宇宙光明的妇人，代表神全体的子民；至终，创世
记三章十五节里女人的后裔要扩大，包括得胜的信徒，
就是神子民中较刚强的部分，由男孩子所表征｡
B. 复活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乃是女人那变了形
像的后裔，分赐到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伤蛇的头，
使我们成为女人团体的后裔，得胜的男孩子，执行神
对古蛇的审判，并作神时代的凭借，以转移时代，引
进神国的实现｡、
C. 诗篇二篇八至九节，启示录二章二十六至二十七
节，与启示录十二章五节指明，作为神受膏者的主耶
稣、召会中的得胜者、以及男孩子，要用铁杖辖管万
国，因此证明主耶稣、得胜者、和男孩子乃是一；主
这位领头的得胜者，乃是男孩子的头、中心、实际、
生命和性情，而男孩子作为跟随的得胜者，乃是主的
身体｡』
D. 借着主在十字架上的死，古蛇撒但受了审判，被赶
出去；那个审判和判决最终要由得胜者作为男孩子，
就是女人团体的后裔来执行；得胜的信徒和撒但争战，
实际上就是执行主对撒但的审判，至终使撒但从天上
被摔下去｡
E. 男孩子是由得胜者所组成，他们代替召会站住，站
在全召会所当站的地位，替召会作事｡
F. 男孩子的被提乃是一个战略，使撒但在天上不再
有地位；我们必须被提，执行神对祂仇敌的审判，使
神的需要得着满足｡
G. 构成男孩子的信徒，
胜过魔鬼
（控告者，
毁谤者），
就是神的对头撒但，乃是因羔羊的血，并因自己所见
证的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

H. 男孩子的全人被基督的成分所浸润并浸透，因为
他们天天得加强到他们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得以把祂
自己建造到他们心里，他们为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
所滋养，并且穿上基督作神全副的军装｡』
Ⅲ. 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但因有尼希米这真正的得
胜者，神仍能有祂时代的行动；他乃是对神有时代价
值之人的榜样:
A. 尼希米记的要点乃是：重建耶路撒冷城及其城墙，
乃是继续神选民中间祂见证的恢复，以完成祂的经纶，
也是城内神殿的防卫和保护｡
B. 当我们认识并享受基督作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有
召会作为神的殿；我们若往前，认识祂作头的身分，
殿就要扩大成为城，就是神的国｡
C.尼希米记表明，今天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需要有正确
的进取/摩押人和亚扪人的首领对尼希米为以色列人
求好处甚为恼怒；摩押人和亚扪人是罗得不纯洁之扩
增的后代，他们恨恶并藐视以色列人/面临反对者的嗤
笑、藐视和凌辱，尼希米乃是非常纯洁且进取的，他
并不胆怯/积极进取的人从神得着帮助；如同尼希米
一样，使徒保罗与神联合，并体认神在这联合中的协
助。
D. 尼希米不活在他天然的人里，乃活在复活里；他是
进取的，但他的进取伴随着其他特征/作为一个爱神的
人，尼希米在交通中祷告神、接触神；为着城墙的重建，
尼希米站在神的话上，并照着神的话祷告。
E. 省长尼希米在王的地位上，在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以
完成神经纶的事上，居心纯全；他乃是神子民中间领头
之人应该如何的榜样/尼希米不象以色列和犹大许多
的王；他不自私，不寻求自己的利益，也不放纵性欲。
F. 尼希米虽是首领，但他全然没有野心；这由他在重
新构成以色列国的事上，承认自己需要以斯拉以神的
话重新构成神的子民这事实所指明｡
G. 尼希米是人类历史上完美的首领，上好的首领，也
是一个长老该如何的最佳榜样；我们，尤其是众召会中
领头的人，思想他的榜样，的确是值得的；这要叫我们
也成为得着神并将神涌流给人的榜样，以转移这时代｡

CP1:接受救恩的头盔，抵挡撒但的攻击，
应用:新人、青少年・大学生篇
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新人和年轻人们，请成为神眼中“有时代价
得恩典，作应时的帮助
值的人”，这是作为神转移时代的凭借，被神使
OL1:我们都该仰望主并祷告，使我们对神有时
用的人。你的人生中有这样转移时代的机会，是
代的价值；我们必须自问要作什么以结束这时
多么的惊喜！无论你选择哪一种人生，请将成为
代，并带进下一个时代——国度时代；这是一
得胜者作为人生规划的中心。
个特别的时候，所以需要特别的基督徒来作特
得胜者是可以抵挡撒但攻击的人。撒但无论
别的工作。
何时，白天或夜晚，都在你的心思中，注射胁迫，
启12:5 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 烦恼，担心等消极的思想。但是你要在主里得着
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和祂的宝座那里 加强，接受救恩的头盔，从撒但的攻击中保守自
去了。
己的心思。撒但在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公司同
OL2 我们要前来达到三者：到至圣所，到施恩的 事和上司、夫妇之间、家长和孩子之间作工，让
宝座，到神自己这里；不要退缩，乃要前来。
彼此失去信任。例如，你对合不来的同学，在群
希伯来10:22 并且在心一面，我们已经被基督的 里说他欺负你；对那个同学来说，因为你对他带
血洒过，脱开了邪恶的良心，在身体一面，也已 着强烈的恶意，所以不得不攻击你。最终导致两
经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真诚的心，以十分确 个人的敌意越来越强。
信的信，前来进入至圣所。
以弗所6:17 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
OL3:男孩子被提到天上，撒但被摔到地上，以及 救恩的头盔。
天上宣告国度来到了，表明神得着男孩子，乃是 FN“救恩的头盔”这是为着遮盖我们的心思、思
祂最大的时代行动，因为这要结束召会时代，引 想，抵挡那恶者射到我们里面的消极思想。这样
进国度时代｡
的头盔，这样的遮盖，乃是神的救恩。撒但把威
当神对某一件事的态度改变时，祂就有一个 吓、忧虑、挂虑和其他叫人软弱的思想，注射到
时代的行动。每一个时代的行动都带进神的新路。 我们的心思里。神的救恩就是我们抵挡这一切所
神最重要的时代行动是在启示录十二章。祂要结 拿起的遮盖。这样的救恩，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
束这个时代，带进国度时代。
中所经历那拯救的基督。
男孩子的被提结束召会时代并引进国度时
你要坦然无惧的更加积极地来到至圣所、施
代。男孩子使神能有所行动。
恩的宝座、神这里，和主交通。撒但是谎言之父，
神的心意是要受造之物来对付堕落的受造 他说的所有都是虚伪的。你一定不要被虚伪的话
之物。照着祂的定旨，全召会都该对付撒但；然 欺骗。但是，神的话是真理。你要带着神的话，
而，召会堕落了，所以需要得胜者兴起来。神的 为了和主交通，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
定旨得以在得胜者身上成就，是因为他们与祂同 希伯来4:15 因我们并非有一位不能同情我们软
工。我们在整本圣经都能看见得胜者的原则。
弱的大祭司，祂乃是在各方面受过试诱，与我们
希 伯 来 书 的 著 者 告 诉 我 们 要 “ 来 到 （ 前 一样，只是没有罪。
来）”。…原文这辞在希伯来书里用过好几次： 16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四 16，）“前来进入 为要受怜悯，得恩典，作应时的帮助。
至圣所，”（十 22，）“来到神面前”和“到神
你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恩典，作应时的帮
面前来”（七 25，十一 6。）我们应当来到三个 助。例如，弟兄们争论的时候，为对方着想和同
地方，就是到至圣所，到施恩的宝座，到神自己 情作为应时的帮助，供应给我们，让我们从不和
这里。不要退缩，乃要前来。
中蒙拯救。姊妹们感情用事，不讲道理的时候，
作得胜者主要的还不是为着逃避灾难。我们 理解事物本质的智慧就成了应时的帮助而得供
需要看见被提对主有什么价值，而不是对我们自 应。
己有什么价值。男孩子的被提是一切时代行动中
你一定不要灰心、退后。要被鼓励，坦然无
最大的，因为这行动除去人的能力和撒但的能力， 惧的来到至圣所，往前。
把国度带进来。我们是活在最有特权的时期；我 祷告:“哦主耶稣、我因为很多失败和软弱，经常
们能为神作得最多。光给我们看见道路，但力量 感到失望。但是我不能灰心，我要取用主的宝血，
和能力使我们能以走路。我们现今要被主使用， 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来到施恩宝座前，
你会给我得恩典，作应时的帮助。这种恩典，就
就必须付大的代价。
是主耶稣作我所有的实际的需要。主啊，使我不
后退，坦然无惧的往前。阿们！”

CP2:对圣经的话有强烈的胃口，个人的，每时
应用：在职青年・大学院生篇
每刻与主交通，成为女人(召会)中的男孩子
在末了的时代，主在呼召得胜者。男孩子（一
OL1:借着主在十字架上的死，古蛇撒但受了审判， 群得胜者）被提后，撒但就无法在天上，要从天
被赶出去。那个审判和判决最终要由得胜者作为 上被摔下去。一群得胜者要了结历世历代以来的
男孩子，就是女人团体的后裔来执行。
一直持续的争战。他们乃是被神用来转换时代的
启12:7 天上起了争战，米迦勒和他的使者与龙 器皿。
争战，龙和它的使者也争战，
你若要成为一群得胜者、男孩子的一部分，
8 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
就更多读圣经、更多与主交通、更多传国度的福
9 大龙就被摔下去，它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 音、更多服事。在消极的一面、我们要戴上救恩
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它被摔在……地上。 的头盔，拒绝一切来自撒但的威胁、烦恼、忧虑、
OL2:男孩子是由得胜者所组成，他们代替召会站 提议等。因为日本人非常认真，所以非常容易接
住，站在全召会所当站的地位，替召会作事。
受来自撒但的提议和威胁。你完全可以不必考虑
OL3:男孩子的被提乃是一个战略，使撒但在天上 一切来自撒旦的提议。只需要拒绝即可。
不再有地位；我们必须被提，执行神对祂仇敌的 弟兄的见证:我在得救之前，一直听来自撒但的
审判，使神的需要得着满足。
消极的提议和威胁，总是常常软弱。得救之后不
OL4:构成男孩子的信徒，胜过魔鬼（控告者，毁 久，我便得知这是来自撒但的控告。以前，我是
谤者），就是神的对头撒但，乃是因羔羊的血， 活在日本人文化中的认真里，总是接受来自撒但
并因自己所见证的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自 的威胁、忧虑，形成了总是很软弱、消极、非常
己的魂生命。
神经质的性格。
10 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们神的救恩、能力、
比如，撒但总是在我耳边轻声细语说:“谁也
国度、并祂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 不会对你有所期待，就算努力也无济于事，只要
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们的控告者，已 过好懒惰散漫的生活就好了”，“他虽然称赞了
经被摔下去了。
你，但那并不是对方的真心话。其实他在背后批
11 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并因自己所见 判你”。我接受了这些话，变得更加软弱。但是，
证的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 读了圣经之后，里面虽有警告的话，但更多的是
你若要作男孩子的一部分，就必须吃得多， 充满了积极的话、鼓励的话、祝福的话。我通过
长得多，并且长得更强壮。用实际的话来说，就 读圣经，意识到自己的感觉和圣经的不一样。我
是必须多祷告，多花时间与主在一起，多吃主的 知道了内心消极的感觉，其实不是来自我自己而
话，多经历主，在生命里多有长进，多对付消极 是来自撒但。
的事。别人说闲话，你不说闲话；别人不祷告，
从那以后，我听了来自圣经的话和职事的信
你祷告得更多。虽然你不该脱离妇人（召会）， 息里的神的愿望、神的行动、神永远的经纶，并
但你该与别人有所不同。妇人是一般的，但属男 开始积极地回应。
孩子这一部分的人，却有几分特别。在主的恢复 约书亚 1:9 我岂没有吩咐你么？你当刚强壮胆，
中，有许多亲爱的弟兄姊妹是平平常常的，他们 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那里去，
的胃口很小，不愿意多吃。但你若要在男孩子里 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有分，就不该是平平常常的，必须要出众、清明、
在 1986 年台湾全时间训练前，在台湾各地
慎重。你得有好胃口，并且时时刻刻与主有个人 有鼓励参训的许多聚会。在那些聚会中，听见了
直接的对付。……你是不是在男孩子里面，就看 许多台湾大学的学生和医生的弟兄姊妹奉献的
你对神的心意、神的行动以及神永远经纶的反应 见证。撒但对我说，“他们的见证是非常棒，但
如何。你若日以继夜地往前，直到将自己完全彻 是你没有什么可以奉献给主的。”但是我拒绝了
底摆在神的经纶里，这样你就可能成为男孩子的 撒但的提议说：“魔鬼撒但，我虽然一无所有，
一部分。
但我把自己的身体奉献给主，把自己的心和灵奉
男孩子的被提不光是个人的问题，被提更是 献给主，讨主喜悦。撒但，退去！” ，并从自卑
为着要了结历世历代以来的那一个争战。……但 感中得释放。
是，男孩子一被提，就不只不让它（龙）再大下 祷告：
“主啊，在末了的时代，主在呼召得胜者。
去，并且要把它从天上摔下去。
为着要成为答应主呼召女人中刚强的部分，也就
是男孩子，我要戴上救恩的头盔。不照着日本人
的认真听撒但的控告。而是完全拒绝撒但的话。
更多祷告，更多与主同在，更多吃主的话，更多
经历主，并在生命中长大。盼望能成为男孩的一
部分。”

CP3:尼希米乃是非常纯洁且进取的，他并不胆
应用：服事者篇
怯。积极进取的人从神得着帮助
作为召会服事者的你，请向尼希米的进取学
OL1: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但因有尼希米这真正 习。
的得胜者，神仍能有祂时代的行动；他乃是对神 尼2:17 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祸患，耶
有时代价值之人的榜样。
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
OL2:尼希米记表明，今天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需要 来罢，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
有正确的进取。摩押人和亚扪人的首领对尼希米 18 我告诉他们，我神美善的手怎样帮助我，也把
为以色列人求好处甚为恼怒；摩押人和亚扪人是 王对我所说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就说，我们起来
罗得不纯洁之扩增的后代，他们恨恶并藐视以色 建造罢；于是他们奋勇作这善工。
列人。面临反对者的嗤笑、藐视和凌辱，尼希米 19 但和伦人参巴拉、作臣仆的亚扪人多比雅、和
乃是非常纯洁且进取的，他并不胆怯，积极进取 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
的人从神得着帮助。
你们作的是什么事？你们要背叛王么？。
尼希米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亲自使我 20 (请看左中的圣经节)
们亨通；所以我们作祂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 购买会所的见证（前篇）:我们为了主的需要，进
们却在耶路撒冷无分、无权、无记念。
”
（尼2:20）。 取地购买了会所。每次买会所，都从神得到了很
这答复指明尼希米并不胆怯，反而非常进取。任 大帮助。1999年夏天购买了本山会所的土地，
何胆怯的人，都无法作神的仆人。仇敌发怒，大 2000年4月会所建成了。当时聚会的人数只有15
大恼恨，嗤笑犹大人，藐视他们的建造。尼希米 人左右，建造会所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夫
信靠神，祷告神使〔仇敌〕的凌辱归于他们自己； 妇进取地致力于建会所的时候，岳父帮助了我们
这样，犹大人建造城墙，城墙就都连接起来，高 约一半的金额。感谢主。鱼崎会所是2004年11月
至一半，因为他们用心作工。今天无论我们多么 购买的。鱼崎会所购买的契机是一位台湾留学生。
受讥诮并藐视，我们都该有心建造，也该进取。 他向父母借钱，为之后要来的留学生买了公寓，
OL3:尼希米不活在他天然的人里，乃活在复活里； 并奉献了出来。我被这件事感动了，在主的催促
他是进取的，但他的进取伴随着其他特征。作为 下寻找会所，常用的房屋中介给我们介绍了上市
一个爱神的人，尼希米在交通中祷告神、接触神； 前的一处房子。第二天的星期六，带着主要的弟
为着城墙的重建，尼希米站在神的话上，并照着 兄姊妹去看房时决定当场购买。这所房子是当时
神的话祷告。
小泉政权大力推进的银行不良债权处理物件，是
列王上8:48 他们若……全心全魂归向你，又向 花费了2.5～3.0亿日元建造的，但只用7000万日
着自己的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 元就买到了。通过留学生、小泉政权和房地产公
所建造的殿，向你祷告。
司，神帮助了我们。六甲的学生中心花了1.6亿日
OL4:省长尼希米在王的地位上，在重建耶路撒冷 元。鱼崎会所的时候从银行借了7000万日元，
城墙以完成神经纶的事上，居心纯全。他乃是神 2005年取得宗教法人后，就不能从银行贷款了。
子民中间领头之人应该如何的榜样。他不自私， 我们很为难，但最终还是以台湾两个小舅的名义
不寻求自己的利益，也不像诸王一样放纵性欲。 从台湾的银行贷款。2008年花6300万日元购买了
OL5:尼希米虽是首领，但他全然没有野心；这由 土地。还款给台湾时，由于日元升值获得了汇兑
他在重新构成以色列国的事上，承认自己需要以 差额，5000万日元以4000万日元还了。另外，在
斯拉以神的话重新构成神的子民这事实所指明。 殴阳弟兄的帮助下，参加了台湾的同工聚会，交
OL6:尼希米是人类历史上完美的首领，上好的首 通了学生中心的需要。这之后，收到了台湾各召
领，也是一个长老该如何的最佳榜样。
会的许多奉献款。也有JGW和日本其他地方的支
持。而且，2009年开始建的时候，发现了文化遗
产，埋藏的罐子，所以推迟了半年才完工。结果，
我有了收集资金的时间。感谢神的大的帮助。下
周交通续篇。
太6:19 不要为自己积蓄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
蛀、锈蚀，也有贼挖洞偷窃；
20 只要为自己积蓄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蛀、
锈蚀，也没有贼挖洞偷窃｡
祷告:“主耶稣啊，在神户教会各区都有会所，现
在我们能在这里享受丰富的召会生活，是因为像
尼希米一样的弟兄姊妹进取地建了会所，并为此
奉献。我也以建造之心，进取地为了需要奉献上
财物。纯洁而进取的人会得到神的帮助。天上的
神必亲自使我们亨通，所以我们作为祂仆人的，
要起来建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