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界局势与主的恢复应时的话：#１：世界局势
作为神在地上行动的指标，自基督升天到这世代末了
之世界史的异象，为着预备主的回来传布主恢复的真
理，以及分辨“这时期的兆头”而在祷告上坚定持续
7/20-26
OL Summary:
Ⅰ.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灵里，使我们能成为在地上有神
的心的人，就是能得着天向我们开启，以看见神关于
世界定命之异象的人
Ⅱ.世界局势是神在地上行动的指标：
A.人人类历史上一切的大事，都是神为着祂在地上的
行动而安排并调配的；神既然在这地上有一个目的要
完成在人身上，祂当然有主宰的权柄安排人类历史的
局势；例如，为着开展祂的恢复，并为着祂恢复的最
后阶段—建造基督的身体作为对新妇的预备—神主宰
的预备、保守并祝福了美国。
B.整个世界局势连同其“产难”乃是为着完成以色列
的重新立国，并为着完成宇宙新人的完全生产
C.但以理二章大人像的异象，乃是“末后日子必发生
的事”（28）的异象；这是一个预言，说明主为着完
成祂的经纶，所主宰安排之人类政权的历史（31~35）：
金头（36~38）相当于七章三至四节的头一个兽，表征
尼布甲尼撒，即巴比伦的创建者和王。/银的胸膛和膀
臂（二39上），相当于七章五节的第二个兽，表征玛
代波斯。/铜的肚腹和腰（二39下），相当于七章六节
的第三个兽，表征希腊，包括马其顿。/的腿和半铁半
泥的脚（二33），相当于七章七至八节的第四个兽，
表征罗马帝国连同其末了的十王/虽然罗马帝国的形
态和外表已经消失，但罗马帝国的文化、精神和素质
今天仍继续存在；在大灾难开始时，罗马帝国的形态
和外表将在敌基督手下得着恢复
D. 但以理二章里大人像十个脚趾所预表的十王连同
他们的国，将在复兴罗马帝国的末一位该撒敌基督之
下联合一起；这一切都要发生在欧洲：今天不法的奥
秘在列国和人类社会中运行；这不法要达到高峰，集
大成于不法者敌基督/敌基督将是撒但的权势，撒但的
化身；他将逼迫并毁坏神的子民—敬畏神的犹太人和
相信基督的基督徒/敌基督要使神的殿和神的城毁坏、
荒凉；他要将真理抛在地上/敌基督将有领悟事情的敏
锐洞察力，并将向至高者说顶撞的话/敌基督要折磨至
高者的圣民；我们必须抵挡并反对撒但那渐渐的、一
连多日的、屡次的、天天的折磨人的策略/在末了的世
代，撒但和敌基督要得着人的魂作他们活动的凭借
E. 基督同祂的得胜者—团体的基督—作为神所凿的
石头显现时，要击打十王连同敌基督，因而使整个大
人像从脚趾到头被砸得粉碎
F. 在敌基督和人类政权的集大成被砸碎发生前，主的

恢复必须扩展到欧洲，并在那里扎根；在但以理二章
大人像之异象的终极应验上，欧洲比任何其他国家和
种族都更关键和重要—砸碎大人像的两脚，就是砸碎
整个人类的政权
G. 团体的基督—基督同祂得胜的新妇—来击败敌基
督并砸碎人类政权的集大成之后，要变成一座大山，
充满全地，使全地成为神的国；这国要终极完成于新
耶路撒冷，就是神圣历史终极完成的一步
Ⅲ. 羔羊神揭开的头四印给我们看见，自基督升天到
这世代末了之世界史的异象（参四1~2，五1~14）；这
四印给我们看见，在祂升天之后（可十六19~20），立
即有一场四马竞赛，持续经过整个召会时代，直到基
督回来：
A. 第一印包括白马与骑马者，表征福音的广传：只有
弓，没有箭，表征为着和平的福音得以构成，基督的
争战已经结束了，并且得胜了；冠冕表征福音已经戴
上基督的荣耀为冠冕/“出去，胜了又要胜”，表征福
音一直同基督出去，征服了各样的抵挡和攻击/传扬基
督荣耀福音的得胜者，成了骑白马的人
B. 第二印包括红马和骑马者，表征战争的普及：
“红”
表征流血，“一把大刀”表征打仗的武器。
C. 第三印包括黑马和骑马者，表征饥荒的蔓延：天平
是用来称贵重物品的秤，但这里用来称食物，表征粮
食短缺；一升麦子，是劳工一天很好的报酬，三升大
麦，也是劳工一天很好的报酬，表征粮食短缺，价格
昂贵。
D. 第四印包括灰马和骑马者，表征死亡的播散：灰色，
表征遭受灾害袭击之人的面色；阴间随着死亡，表征
阴间接收并拘留死所杀害的人。/有权柄赐给死亡和阴
间管辖地的四分之一，用刀剑、饥荒、死亡、地上的
野兽去杀害人。
Ⅳ. 主恢复之真理的传布，要预备主的回来，好带进
以色列和整个创造的恢复和复兴：
A. 紧接基督升天之后，福音、战争、饥荒和死亡这四
件事，便像四个骑马的骑在四匹马上，开始奔跑，一
直持续到基督回来：国度福音在整个居人之地的广
传、奔跑和竞赛，是在人类历史里神圣历史的核仁/
国度的福音，就是启示录六章一至二节里第一印的白
马所表征的，要在这世代结束以前，就是大灾难以前，
传遍全地，对万民作见证。
B.我们传的不是部分的福音，乃是全备的福音，包括
从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的每件事，就是神永远经纶
的福音，也就是神要借着祂法理的救赎并凭着祂生机
的救恩，将祂自己在基督里作为那灵，分赐到祂所拣
选的人里面，使祂在众地方召会中建造祂的身体，以
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作祂的新妇，祂的妻子，使祂

得着永远的彰显
C.事实上，福音包括所有神圣的真理；整本新约就是
福音，新约这福音是由旧约所预表；因此，我们可以
说，福音乃是包括整本圣经。
D. 神在这世代唯一的目的，是要使福音广传，好使召
会作基督的身体得以建造，以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
E. 愿主使我们有负担学习福音神圣的真理，并为着主
的恢复，将这些真理传布到各处。
Ⅴ.在当前世界的情势中，我们需要分辨“这时期的兆
头”而在祷告上专一奉献自己并坚定持续：
A.我们需要领悟我们正在“产难”当中，并且“神的
国近了”，因而祷告圣经最后的祷告—“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整本圣经结束于我们对主再来的渴望发
表成为祷告；基督的再来乃是与祂的子民同在。
B.我们需要祷告，充分地领悟神对人类历史的看法，
看见借着战争、饥荒和死亡，福音正在加速传扬，甚
至扩展到极致，并看见我们需要得着神到最完满的地
步，以完成祂神圣经纶的目标：撒但背叛神以后，已
经被神定罪，甚至受神判刑；但神按祂的智慧和主宰
的权柄，还未在撒但身上执行祂的审判；神仍然给撒
但有限的时间，让他作些事，好应付一些消极的需要，
以完成神的经纶/约伯记给我们看见，神透过撒但这
“丑恶的工具”所作的，就是要借着剥夺和销毁，把
约伯拆毁；神在约伯身上施行剥夺和销毁，好将他拆
毁，使神能得着约伯，好叫他更多得着神；我们外面
的人被毁坏，好使我们里面的人日日得更新/约伯记末
了告诉我们，约伯至终看见了神；/我们越看见神、认
识神并爱神，就越厌恶自己，越否认自己。
C.按照所罗门在王上八章四十八节的祷告，我们祷告
总需要向着圣地，预表基督是神分给信徒的分；向着
圣城，表征在基督里神的国；并向着圣殿，表征神在
地上的家，召会：但以理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
三次祷告；
召会的通知和交通：
① 关西在职者网络相调聚会：
7/19（主）PM8:30-9:30 在 zoom 举行。在职青年
的弟兄姊妹请一定将时间圣别出来来参加聚会。
Zoom ID 396 624 0674 密码是 3131。
② DVD 训练：
7/23（周四、祝日）是训练的开放日。主题为《耶
利米书和哀歌的结晶读经》。这一天即使没有申
请的弟兄姊妹也可以加。地点分为本山和六甲两
处举行。第一堂 8：30-10：00,第一堂 10：15-11：
45。请提前五分钟入座。

Crucial Point⑴:
在灵里理解、配合世界局势里神圣的行动
启 1:10 当主日我在灵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
音如吹号说。
但 2:32-33 这像的头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
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
的。
6:3 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所以显然超乎其余
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
OL1: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灵里，使我们能成为在地
上有神的心的人，就是能得着天向我们开启，以
看见神关于世界定命之异象的人。
OL2:人类历史上一切的大事，都是神为着祂在地
上的行动而安排并调配的；神既然在这地上有一
个目的要完成在人身上，祂当然有主宰的权柄安
排人类历史的局势；例如，为着开展祂的恢复，
并为着祂恢复的最后阶段—建造基督的身体作
为对新妇的预备—神主宰的预备、保守并祝福了
美国。
OL3:今天不法的奥秘在列国和人类社会中运行；
这不法要达到高峰，集大成于不法者敌基督。
OL4:敌基督要折磨至高者的圣民；我们必须抵挡
并反对撒但那渐渐的、一连多日的、屡次的、天
天的折磨人的策略。
OL5:在末了的世代，撒但和敌基督要得着人的魂
作他们活动的凭借。
启示录不仅强调神的灵是七倍加强的灵，为
着神加强的行动；也强调人的灵，作我们领略并
回应神行动的器官。唯有（我们的）灵能回应（神
的）灵。本书是由四个主要的异象组成：①众召
会的异象；②世界之定命的异象；③大巴比伦的
异象；④新耶路撒冷的异象。约翰是在灵里看见
这四个异象…我们要看见本书的异象，也必须在
灵里。
世界局势最近有了许多重大的改变。世界局
势总是主在地上行动的指标，这是一个历史的事
实…神经纶的完成与世界的局势很有关系。
世界的局势，特别是欧洲的局势，已经改变
形态，符合圣经里的预言。我们若清楚这事，就
知道我们是在哪里，我们该作什么。罗马帝国的
文化、精神和素质继续存在，但这帝国的形态和
外表已经消失。然而，罗马帝国的形态和外表将
要在敌基督的手下得恢复。

应用：新人、青少年・大学生篇
新人和年轻人们，我想你们都学过世界史。
但是你可能没有听过，人类的世界史里面有神圣
的历史存在，世界史是外面的壳，神圣的历史才
是里面的核。
为了理解世界局势里神圣的行动，请你操练自
己里面的灵。人的灵是能回应神的灵的唯一器官。
由于冠状病毒的影响，学生们基本上是在网
上上课，公司职员们在家办公的情况也变多了。
周围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这种状况
下，优秀的企业会考虑到在家办公是合理的工作
方式，对职员对公司都是有益的。冠状病毒没了
以后也要好好利用在家办公。
你作为信徒，在冠状病毒后的召会生活当
中，要操练自己的灵，理解那灵的行动，你应当
考虑如何使福音和召会的建造得以往前。那样的
话，那灵会向你说话，光照你。这时候如果你悔
改、认自己的罪的话，那灵就会加强你的灵。例
如，主可能会光照你的个人主义。你如果对付你
的个人主义，便可以在变化的路上往前。你所享
受的基督，因为是身体的生命，自然会使你对新
人关心，使你顾到新人。但是，个人主义会中断
这自然的流。这样的话，你就会渐渐地失去对基
督的享受。你的个人主义会大大地限制，甚至破
坏你的用处。你要警戒这不法的奥秘，从个人主
义和高傲中蒙拯救。绝不可把你的魂卖给撒旦。
弗6:13 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在邪
恶的日子能以抵挡，并且作成了一切，还能站立
得住。
祷告：“哦，主耶稣，我要操练自己的灵，有必
要去重新考虑我周边环境的变化。以这次冠状病
毒为契机，理解主是怎样带领我的学习生活、职
场生活、召会生活的。我享受的基督乃是身体的
生命，是会自然地流到学校、职场的周围的人的
生命。我向你认妨碍这个流的个人主义、高傲等
罪。请让我做一个涌流生命的神圣器皿。阿们！”
Crucial Point⑵:
冠状病毒死亡的灰马是加速福音白马的配角
帖后 2:8 那时这不法者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
祂口中的气除灭他，并用祂来临的显现废掉他。
但 2: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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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
启 6:1-2 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
我观看，
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声音如雷，说，你来。

我就观看，看哪，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
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去，胜了又要胜。
OL1:在敌基督和人类政权的集大成被砸碎发生
前，主的恢复 必须扩展到欧洲，并在那里扎根；
在但以理二章大人像 之异象的终极应验上，欧
洲比任何其他国家和种族都更 关键和重要—砸
碎大人像的两脚，就是砸碎整个人类的政权。
OL2:羔羊神揭开的头四印给我们看见，自基督升
天到这世 代末了之世界史的异象；这四 印给我
们看见，在祂升天之后，立即有一场四马竞赛，
持续经过整个召会时代，直到基督回来。
第一印包括白马与骑马者，表征福音的广
传。弓带 着箭是为着打仗的。但这里只有弓，
没有箭，指明箭已经射出， 除灭仇敌；也指明
为着和平的福音得以构成，基督的争战已经结束
了，并且已经得胜了。
冠冕表征福音已经戴上基督的 荣耀为冠
冕。我们今日所传的福音有一个冠冕，这 冠冕
乃是基督的荣耀。我们传福音时不该觉得羞耻，
而该觉得 荣耀。传福音是荣耀的事。那些传福
音的人成了骑白马的人。。
啓示録 6:2 所说，“出去，胜了”，表征福
音一直同基督出去，征服了各样的抵挡和攻
击。…我们信徒…必须 骑在白马上，扩展福音。
应用：服事者篇
冠状病毒的死亡灰马与福音的白马竞争。这
场竞争将加速白马，帮助福音从胜了又胜有力进
击。为了让你经历福音白马的得胜，你需要在灵
中凭着信，积极地传福音。但是，变得不信而害
怕冠状病毒，不传福音就可能进入仇敌撒旦的圈
套，无法经历得胜。武汉的弟兄姊妹，在冠状病
毒肆虐的时候，穿着预防感染的衣服，一边发口
罩，一边去传福音。你也在注意不要感染的同时
参加召会的福音开展传福音，就一定能经历基督
的得胜。
神户召会以冠状病毒为契机，强化召会的福
音架构，以活力排作主日聚会，人人尽功用，满
了照顾和福音的需要。愿你与基督和召会一同前
进，蒙祝福！
提后4:2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预备
好...。
林后2:14 感谢神，祂常在基督里，在凯旋的行
列中帅领我们，
祷告：“哦主耶稣，我要警惕撒旦不法的奥秘，
不要自高自大，陷入个人主义。并且积极地传福

音。在冠状病毒灰马和白马的竞争中，我们若不
传福音，冠状病毒就会成为主角。我们要把冠状
病毒留在配角的位置上，积极传扬福音，以福音
为主角。请在召会中带领我胜了又要胜。阿们！”
Crucial Point⑶:为传国度的福音、读恢复版圣经，
同时警惕不法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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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19:11 我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
的，称为忠信真实…。
13-14 …祂的名称为神的话。在天上的众军，骑着
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着祂。
OL1: 主恢复之真理的传布，要预备主的回来，好带
进以色列和整个创造的恢复和复兴。
OL2: 我们传的不是部分的福音，乃是全备的福音，
包括从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的每件事，就是神永远
经纶的福音，也就是神要借着祂法理的救赎并凭着祂
生机的救恩，将祂自己在基督里作为那灵，分赐到祂
所拣选的人里面，使祂在众地方召会中建造祂的身
体，以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作祂的新妇，祂的妻子，
使祂得着永远的彰显。
OL3: 在当前世界的情势中，我们需要分辨“这时期
的兆头”而在祷告上专一奉献自己并坚定持续。
OL4: 撒但背叛神以后，已经被神定罪，甚至受神判
刑；但神按祂的智慧和主宰的权柄，还未在撒但身上
执行祂的审判；神仍然给撒但有限的时间，让他作些
事，好应付一些消极的需要，以完成神的经纶。
在今天世界局势的三个影响因素中，远东和美
国已经被主的恢复所占有并得着；欧洲却仍然需要
主的恢复在那里生根并长大。我希望大家将这交通
带到主面前祷告。我们该对主说，“主，这些日子
是这时代的终结；主，在这些日子里重新挑旺我对
你的爱。”
神的智慧就是要使这个时代，就是从基督升天
到祂回来，成为福音传扬的时代。今天地上的一切
事物，都是为着福音的传扬。…今天是福音传扬的
时代。基督升天以后的世界历史，就是福音传扬的
历史。…而且我们传的不是部分的福音，乃是全部
的、完整的、全备的福音。…全备的福音包括从马
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的每件事。在这些日子，我们
所传的乃是全备的福音，包括今天的召会、来世的
国度，以及永世的新耶路撒冷。今天无论发生什么
事，连对我们的反对在内，都有助于福音的传扬。
这就是头四印的异象。…骑在第一匹马上的…，乃
是基督荣耀福音的传扬。…其他三匹马都是帮助这
一匹马奔跑赛程。我们…是与骑第一匹马的在一

起。我们有不带箭的弓，因为我们已经赢得胜利，
在和平中传那和平的福音。哈利路亚，这荣耀的福
音传扬一直奔跑，遍及全地。赞美主，我们在第一
匹马上！
今天，为着主的恢复和复兴，需要传布解明的神
圣真理。…我们若有负担去欧洲，我们必须昼夜花
时间研读我们所出版的真理。
应用：在职青年・大学院生篇
恢复版圣经的序文：
翻译圣经，除基于对圣经原文之明了外，也在于
对圣言中神圣启示的认识。历代圣徒对神圣启示的认
识，也是基于他们所得之亮光，逐渐前进的。本译本
所根据者，乃此类认识之集大成，加上附注，可谓二
千年来，各方圣徒对神圣启示认识之结晶，希能继往
又开来。
本译本每卷书的主题、纲目，乃以史事为根据，
并以灵意为发表。注解重于真理的启示、属灵的亮
光、以及生命的供应，过于历史、地理和人物的解
释。串珠不仅指引到相同的辞句与史事，更根据属
灵的启示，指引到有关的事物和经言。
国度的福音，完全的福音必须由恢复中的众地
方召会来传扬。在主恢复中的你和我都有责任追求
恢复版圣经和生命读经以及属灵书报，
而传扬完全
的福音。
撒旦在他有限的时间里，用他所有的力量，用不
法的奥秘，在人（包括信徒）身上做功。你需要警惕
不法的奥秘，学会谦卑和被保护。并且你要积极学习
真理，宣扬国度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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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藉着
相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祷告：“哦主耶稣，在主恢复的我们有责任传扬
国度的福音和完全的福音。另一方面，撒旦的不
法奥秘正在蔓延，正吞吃有些信徒。我惧怕在我
的职场或大学院生的日常生活中照着肉体生活。
这样的话就会成了撒旦的食物。为了被全备的真
理构成，我每天都要追求恢复版圣经。那是为了
我照灵而活，并传扬国度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