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界局势与主的恢复应时的话：
#5:答应神的呼召作祂时代的凭借，
就是祂的得胜者，以转移时代
8/17-23 OL Summary:
Ⅰ. 每当神要有一个时代的行动，一个转移时代的行动，
祂必须得着祂时代的凭借；我们对神必须是有时代价值
的人：
A. 我们需要来看，我们要作的是什么，好带进下一个时
代；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候，所以需要有特别的基督徒作
特别的工作。
B. 主恢复的原则见于但以理（“神是我的审判者”）、
哈拿尼雅
（
“耶和华曾以恩慈赐与”
或
“蒙耶和华恩宠”
）
、
米沙利（“谁是神所是的”）以及亚撒利雅（“耶和华曾
帮助”）；“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在胜过撒但的诡计上完
全与神是一；他们是转移时代的人，将神的百姓从被掳
的时代转移到归回以马内利之地的时代，为着建造神的
殿和神的城，使神得着彰显并掌权：在神眼中，得胜者乃
是“珍贵的人”，甚至就是“珍贵的本身”，就是神所用
以转移时代的人/基督这独一的得胜者包括了所有的得
胜者；这独一的得胜者住在我们灵里，使我们成为祂的
得胜者。
C. 主需要兴起转移时代的人，以恢复神的彰显和权柄；
在堕落的人类中间，神的彰显被人破坏，祂的权柄被人
否认；但以理和他的同伴真实让神借着他们得着彰显，
并且真实在神的权柄之下。
Ⅱ. 但以理有同伴，能一同绝对奉献给神，并从跟随撒
但的世代分别出来归给神：
A. 凡能给神使用来转移时代的人，都必须是拿细耳人—
自愿奉献的人，绝对且彻底地圣别归给神。
B. 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虽然仍很年轻，但他们却作为“相
反的见证”站住，与安提帕在别迦摩召会中所作的相似
Ⅲ. 但以理借着神的话语，联于神的心意：
A. 但以理不仅是常读神话语的人，而且还是与神的话联
得起来的人：
当但以理从耶利米书读出来，神定规以色列
人被掳七十年，到了七十年期满，神就要回头恩待以色
列人，就立刻禁食祷告。
B. 我们必须在祷告的灵和气氛中读神的话，而从神的话
摸着神的心意；然后，我们必须马上把自己联在那个心
意上；圣经应该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也应该联于圣经。
Ⅳ. 但以理是祷告的人，有美好的灵，他是在诸天之国
（诸天管治）的实际里，活在神的管治之下的人：
A. 但以理六章的中心乃是人的祷告以执行神的经纶；人
的祷告好像轨道，为神的行动铺路；除了祷告之外，没有
别的路可以把神的经纶带到完满和完成；这是本章的内
在秘诀。
B. 人与神合作最高的表现就是祷告；神是借着人作祂忠
信祷告的管道，在地上执行祂的经纶。
C. 祷告乃是主恢复的命脉；撒但越要阻挠我们的祷告，
我们越该祷告：但以理是活在神面前的人，他倚靠祷告
来作人所不能作的事，倚靠祷告来明白人所不能明白的
事/他祷告说“我们的神啊，现在垂听你仆人的祷告恳求，
为主的缘故使你的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
Ⅴ. 但以理是一个牺牲自己，有殉道之灵的人：
A. 但以理的同伴有真实殉道的灵；他们以性命为代价，

为主这独一的神站住，抵挡偶像敬拜，被尼布甲尼撒下
令扔在烈火的窖中。
B. 但以理冒着性命的危险祷告；总长和总督意图毁灭但
以理，而他们背后之撒但的意图，乃是要切断神用以执
行祂经纶的祷告管道。
C. 凡是给神用来转移时代的人，只怕一件事，就是怕得
罪神，怕失去神的同在。
Ⅵ. 我们要作今天的得胜者成为神时代的凭借，以转移
时代，就必须赎回光阴，歌罗西四章五节说“要赎回光
阴” 以弗所五章十六节也说“要赎回光阴”：
A. 我们可以把这两节译为“赎回机会”；我们学习事奉
主的人，绝不能让元首感觉我们对祂的指示和引导是麻
木的；我们需要让主训练我们属灵的感觉和属灵的眼光，
使我们一有机会，就有感觉，并充分利用。
B. 在主所定规我们的日子中，也许昨天乃是我们一生最
大的日子，但昨天还是平平常常地过去了；这个叫作失
去了机会；没有一天神没有为我们有所安排的。
C. 也许主给我们一个意思，要我们去寻找某个人；这个
人也许是主能大用的人但是那一天我们因怕热、懒惰，
竟没有去。
D. 我们有一天到主的面前，我们一生一世所认为满意的，
那一天我们可能要变作懊悔；我们赶不上神的定规，我
们是一个愚昧的人；我们没有忠信地活基督，长基督，彰
显基督，并在各方面繁殖基督，为着祂身体的建造。
E. 但以理十一章三十二节下半说，
“唯独认识神的子民，
必刚强行事”。这意思就是说，神的子民必定开疆拓土；
我们越认识神的旨意，就越能抓住机会；认识神的人，绝
不奉行故事。
F. “你们看见神祝福常受弟兄作工，他的长处就是不放
松每一个机会，难得有一个机会不被他用的。一有机会
他就应用”。
G. 我们的事奉，如果是合乎神的心意的话，也可以一日
顶得许多日的，但如果是在神旨意之外，所花去的时日
祂都不算；在神的国之外，没有一个人是神所雇用的，尼
布甲尼撒满意于自己所作的，这是巴比伦的原则。
H. 但是感谢主，祂还给我们一个安慰，就是约珥书二章
二十五节所说，蝗虫所吃去的那些年，神要补还我们；我
们如果旷废年日，那么十年也许只能算一天，但我们如
果赎回光阴，也可能一日抵上十年。
I. 诗篇九十篇十二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
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八十四篇十节说，
“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天上的日
子不是以二十四小时来计算的；神的算法是另一种的算
法。
Ⅶ. 今天要成为有活力的路，乃是答应主的呼召，作得
胜者；得胜者乃是有活力的人，有活力的人（活而有活动
的人）乃是祷告的人：
A. 我们形成新排的目的，乃是要得着成群的得胜者；这
就是为何我们称这些排为“活力排”；全时间训练也是为
着产生得胜者，他们拼上去，要征服撒狄的死沉，老底嘉
的不冷不热，以及主在约翰十五章论到萄葡树与枝子所
对付的不结果子。
B. 我们若要有活力，就需要与主并与有心寻求的圣徒，
有亲近、亲密且彻底的交通；我们需要主引导我们到一

些同伴那里，我们可以和他们一同劳苦，正如但以理有
三个同伴一样。
C. 在今日的召会生活（由耶路撒冷所预表）中，我们必
须作主的得胜者（由锡安所预表）；这就是根据主的呼
召，在得胜者的时代里；在召会生活中是一回事，在召会
生活中作得胜者是另一回事。
D. 我们必须立志作得胜者，就是有活力的人；得胜者要
胜过一切顶替基督，或反对基督的事物。
Ⅷ. 我们要作今天的得胜者就该像以萨迦的子孙，“通
达时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见下述李弟兄应用上
的经历：在烟台大复兴前夕，当日本人入侵中国并使中
国人原已够艰难的生活更加艰辛时，李弟兄在其私人笔
记上写道：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四日晚于烟台
“地上的人受灾难，教会受难为，这并非神心愿的时代，
乃是神手续的时代。神是要用手续达到祂的心愿。从手
续的时代转到心愿的时代，这转弯的地方需要人作转移
时代的祷告。但以理就是这样的人。地上受灾难，是因为
地上的人不要神，不顾神的事。所以圣徒如果要祷告，结
束灾难的时候，圣徒就必须答应神的要求，顾到神和祂
的需要。哦！今天这许多的灾难，该叫我们醒过来，不再
向着地了！哦！今天真是我们该彻底奉献，以代表教会来
答应神的要求，好叫神有路可以进来，将这手续的时代
转成祂心愿的时代。”

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却立志说，我们放弃这个
机会，我们不愿意享受这里的饭和酒。我们不能和那
些人一样，我们要站在另一个地位上。那些人是没有
神的，也是不为着神的，我们却是为着神的。他们能
这样彰显神，乃是因为他们服在神的权下。当时全地
都否认神的权柄，他们却承认神的权柄，全地都是人
作王，他们却让神作王。

应用：在职者・大学院生篇
神用来转换时代的器皿乃是年轻人。当时，巴比
伦王从各种族中间选出一班少年人来侍立在他面前。
这一个被选的机会，在别人真是求之不得。但是但以
理和三个朋友没把这个看作有价值的事，放弃了这个
机会。但是，但以理最终被王提拔到最高的地位。
但以理6:1 大利乌随心所愿，在全国立了一百二十个
总督，治理通国。
2 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放在为其中之
一，）使这些总督向他们三人呈报，免得王受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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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这但以理，当大利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
列在位的时候，都得享亨通。
你需要把自己的前途奉献给神的经纶，了断
自己在这个世上的前途。这样的人会被神重视。
因为神要用你来做转移这个时代的器皿。这样的
CP1:但以理自愿奉献，
话，你会像但以理一样被神拔高。这未必意味着
拒绝吃献祭给偶像的食物来玷污自己。更新奉
你在公司一定会出人头地，主会用为你定下的方
献，成为今天的但以理，实行转换时代的祷告
法提拔你。
但以理 1:8 但以理却立定心意，不以王的膳和王所
例如，你爱这个世界，觉得如不参与社交，比如
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 加班、喝酒，你就会被 "晾在一边"，热心地抓住各种
OL1:每当神要有一个时代的行动，一个转移时代的 机会参加。这是不信靠神，而信靠上司等人。这种情
行动，祂必须得着祂时代的凭借；我们对神必须是 况下，因为保护你的不是主，主也不能提拔你。但是
有时代价值的人。
如果你信靠主，选择主做自己的保护，说“如果不参
OL2:在神眼中，得胜者乃是“珍贵的人”，甚至就是 与酒会应酬就无法出人头的话，比起出人头地我选择
“珍贵的本身”，就是神所用以转移时代的人。
参加聚会”主就会照顾你。愿你在这些事上，对主不
OL3:但以理有同伴，能一同绝对奉献给神，并从跟 欺瞒，而是成为正直的！愿你在年轻的时候，能够下
随撒但的世代分别出来归给神。
定决心把自己奉献给主，在主里，与主一起，凭着主
OL4:凡能给神使用来转移时代的人，都必须是拿细 且为主而活。
耳人—自愿奉献的人，绝对且彻底地圣别归给神。 祷告：“哦主耶稣，我要像但以理一样拒绝这个
OL5: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虽然仍很年轻，但他们却作 世界上人们所夸耀的东西，选择将自己奉献给主。
为“相反的见证”站住，与安提帕在别迦摩召会中所 我不是信靠自己或别人，而是信靠主。感谢主在
作的相似。
职场和研究上做我的保护。我要和同伴一起自愿
所有能叫人得到享受的，能叫人有夸耀的，能叫 奉献，为了转换这个时代，即为了带进主的再来
人在世界中有地位的，但以理都拒绝了。他是一个自 祷告。阿们！”
愿奉献的人。我们光有一点属灵的追求，光在主面前
过着一点敬虔的生活，这还不够给主用来转移时代。
凡能给主使用来转移时代的人，都必须是拿细耳人，
是自愿奉献的人。……自愿奉献……就是说，当所有
的人在地上活着都是追求世界，享受世界的时候，我
却从这一个情形中分别出来。……圣经记载说，那一
个时候，巴比伦王从各族的人中间选出一班少年人来
侍立在他面前。这一个被选的机会，在别人真是求之
不得，因为王要给他们好的吃，好的喝，养他们三年，
叫他们健壮俊美，得在王宫里侍立在王面前。……可

CP2:有属灵敏锐的感觉，为了捉住机会，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及新人篇
读主的话，并与联于主的话祷告
日本年轻人有不自觉地将圣经视为与本国传
但9:2-3 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经书上得 统不同的、单纯的新道理和教理的倾向。当你把圣
知耶和华临到申言者耶利米的话，论耶路撒冷荒凉 经看作是一本教科书的话，即使读了圣经，圣经也
的年数，七十年为满。我便禁食，披麻蒙灰，面向 不会影响那个人的生活。得救后几十年后，依然按
主神寻求，祷告、恳求。
照旧人的生活习惯活着。
弗5:15-16 你们要仔细留意怎样行事为人，不要像
但以理读了利未记，拒绝吃献祭给偶像的食物
不智慧的人，乃要像有智慧的人；要赎回光阴，因 来玷污自己。但以理听了圣经的话，把圣经的话联
为日子邪恶。
于自己的生活上，祷告主的话，在生活中实行主的
西4:5 你们对于外人要凭智慧行事，要赎回光阴。 话。赎回时间，就是祷读的话，享受基督，被基督充
OL1:但以理借着神的话语，联于神的心意。
满，执行主的话。但以理从耶利米书中得知以色列
OL2:祷告乃是主恢复的命脉；撒但越要阻挠我们的 被掳的时间是70年。但以理没有考虑以色列百姓返
祷告，我们越该祷告。
回耶路撒冷和重建殿的难易程度，只是相信圣经的
OL3:但以理是活在神面前的人，他倚靠祷告来作人 话。
所不能作的事，倚靠祷告来明白人所不能明白的事。
你不要考虑日本人得救，留在召会生活中成为常
OL4:凡是给神用来转移时代的人，只怕一件事，就 存的果子的困难程度。请只相信圣经的话，传国度的
是怕得罪神，怕失去神的同在。
福音。从人眼看来，当时以色列百姓的归回和殿的重
OL5:我们要作今天的得胜者成为神时代的凭借，以 建是120%不可能的事，但这卻发生了。
转移时代，就必须赎回光阴。
拉1:1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成就祂藉耶利
但以理〔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不光是一个 米口所说的话，就2激动波斯王古列的灵，使他通告
常读神话语的人，而且还是一个与神的话联得起来 全国，下诏书说，
的人。…当他从耶利米书读出来，神定规以色列人 2 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地上万国
被掳七十年，到了七十年期满，神就要回头恩待以 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祂建造殿宇。。
色列人，但以理把这件事读出来之后，就立刻禁食
例如，学生的弟兄姊妹可能会因为信主的热少而
祷告。。…他读到利未记之后，就不能吃不洁的食 认为很难见证主,传福音而陷入不信之中。在这样的
物。他读到耶利米书之后，就不能不禁食为着神百 时候，请读但以理书中的但以理和三个朋友的见证，
姓的复兴祷告。
并联于祷告。这样你就能得到加强，并能传福音。
要不失去机会，我们就需要有属灵的训练，我们就 祷告：
“哦主耶稣，圣经是神的呼出，不是教理的书，
需要有属灵的感觉。…有属灵的训练，一有机会，我们 而是传真理、实际。因着但以理读完圣经的话后，为
就能看见。我们不能让机会丢掉。绝不能元首有安排， 那祷告，并联于生活，就能赎回光阴转移时代。我也
而我们的眼睛是瞎的。绝不能让元首感觉我们对祂的 赎回光阴，读圣经的话，与信心调和着祷告，在学生
指示和引导是麻木的。我们拚也得拚上去。
生活中应用。我将开创一个不怕反对、过着见证主的
我们有一天到主的面前，我们一生一世所认为 学生生活的新时代“。
满意的，那一天我们可能要变作懊悔。我们赶不上
神的定规。我们是一个不忠心的人，我们是一个愚
昧的人。主安排十个机会，也许我们一个都没有摸
着。

CP3:通过祷告，拼上，答应主的呼召
应用：服事者篇
成为得胜者、有活力的，积极行动的人
作为一个新约福音的祭司，请学会抓住机会。
OL1:但 11:32 「惟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 如果你按照旧人的习惯生活，访问人，去路上传
这意思就是说，神的子民必定开疆拓土；我们越认识神 福音，你会提不起劲。同时也无法应对紧急的需
的旨意，就越能抓住机会；认识神的人，绝不奉行故事。 要或急剧的变化。例如，由于冠状病毒对经济的
OL2: 蝗虫所吃去的那些年，神要补还我们；我们 影响，美国 2020 年第二季度（第二季度）下降
如果旷废年日，那么十年也许只能算一天，但我 32.9%，欧盟下降 40.0%，日本下降 13.8%。日本
们如果赎回光阴，也可能一日抵上十年。
所受的影响目前不到欧美的一半，但消费大国欧
詩 84:10 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
美的影响将进一步打击日本经济，就像击打身体
OL3: 今天要成为有活力的路，乃是答应主的呼召，作 一样。这是新冠病毒的影响带来的全球经济急剧
得胜者；得胜者乃是有活力的人，有活力的人（活而有 减速。这将会使从年底到明年的收入平均减少约
活动的人）乃是祷告的人。
10%至 20%。
每一次当我想到〔许多人枉费时日〕的时候，真难
许多优秀的公司都在试图分辨本质上是重要的东
受，无法过去。可是还感谢神，祂在这失望的当中，给 西和尽管非常重要但只是附属的东西。你应该像但以
我一个安慰。
「群蝗…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 理那样，在祷告中识别Crucial Point和次要，得着加
们(珥 2:25)」
。感谢神，祂还有办法。我们必须拚 力以应对突然的变化。
上去实行活力排。我们该拚命的祷告，求主给我们
你人生的Crucial Point，本质的需要是召会
一些果子，除去我们的不结果子。这对我们该是一 生活。没有召会生活，你人生的历史中就没有神
件生死攸关的事。如果我们拚上去，我信鱼会到我 圣的历史。在召会生活中，在神圣的历史中你的
们这里来。主会打发他们到我们这里来。但如果我 生活可以蒙祝福，得保守。
们是冷淡的，没有鱼会到我们这里来。
今天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我们可以选择有活 姊妹的见证：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后，3月底
力，也可以选择不要有活力。…我们要走哪一条路？ 我被台湾全时间训练，派到神户，参加了为期两个月
我们要有活力么？我们必须立志。在士师记五章 的福音开展。许多日本人得救了。由于我非常享受与
十五节底波拉说，
“在流便的族系中，有心中定大 弟兄姊妹的传福音的配搭和交通，主给我一个负担，
志的。”我们必须立志作得胜者，就是有活力的人。 让我在训练后再来到神户照顾得救的新人。6月我全
地上的人受灾难，教会受难为，这并非神心愿的时 时间训练结束了，7月用三个月的旅游签证，我什么
代，乃是神手续的时代。…从手续的时代转到心愿 都没想就来到日本。到日本后为了拿签证，我本打算
的时代，这转弯的地方需要人作转移时代的祷告。 去攻读硕士，但事实上我几乎不会说日语。除了要在
但以理就是这样的人。…圣徒如果要祷告，结束灾 神户过召会生活、传福音和牧养，其他都没有定下来。
难的时候，圣徒就必须答应神的要求，顾到神和祂 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我什么都没定下来，但因为
的需要。哦！今天这许多的灾难，该叫我们醒过来， 最重要的召会生活已经决定，所以我想是主的带
不再向着地了！
领。为了参加KIC大学院考研，和教授面试时，因
为日语会话完全不会，是请姊妹（现在的婆婆）
帮忙口译的。通常这样的事是不可能的，因着主
让教授对我有好印象，这件事被接受了，最终我
的考研也被接受了，一年后我通过了考试，并且
获得了竞争率非常高的奖学金。这个奖学金例年
由神户大学医学部和其他学部的留学生，还有关
学的留学生获得，KIC的教师也非常惊讶并感到
高兴，因为KIC往年没有获得过的先例。后来的就
业和婚姻也是主的引领。主在召会生活中，在我
里面的神圣的历史中引领了一切。哈利路亚！ 感
谢主！
祷告："哦，主耶稣，即使环境困难，变化激烈，
我人生的Crucial Point就是召会生活。在今日的
情况之下，我立定心意要答应神的要求，顾到神
和神的需要，在主里成为有活力的人。主耶稣，请
让我清醒过来。为了神的经纶建造基督的身体迎
接主的再来祷告，劳苦。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