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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我們必須是
認識這世代的
人；這世代特指
今天基督教的
世代，尤其是相
較於聖經的啓
示，神聖的真
理，以及真正、
正確的神學而
言：

Ⅱ．撒迦利亞書
啓示，在神聖歷
史中完成神經
綸的路，乃是藉
着基督這七倍
加強的靈在我
們靈裏，而召會
的建造，要藉着
基督這七倍加
強之恩典的靈
作爲恩典的頂
石而得以完成：

奉仕藉着認識這世代，領悟基督完成祂經綸的路，
看見世界局勢作祂行動的指標，以及傳佈主恢復的真理爲着祂的回來，而事奉神

建造召會的事奉＃1

１．那時『還沒有』那賜生命的靈。
Ａ．今日的神學，包括奈西亞 ２．末後的亞當成了賜生命的靈。
信經在內，沒有一個充分強調 ３．那由塗抹的膏油所表徵的複合之靈。
神永遠經綸行動中，以下有關 ４．在羅馬八章二節、九至十一節，生命的靈、神的靈、基督的靈、基督自己以及內住的
神的靈五個緊要的點：
靈，都是指賜生命的複合之靈。
５．七靈。
Ｂ．信徒因着不完全且不合乎聖經的神學而受阻，看不見神中心的啓示，並且由於他們錯失、忽畧並反對以上關於神的靈
五個緊要的點，而達不到神完整的永遠經綸。
Ｃ．今天主的恢復，就是恢復神永遠經綸行動中這些有關神的靈緊要的點。
Ｄ．主的恢復與神中心的啓示，乃是神成了肉體，肉體成了賜生命的靈，賜生命的靈成了七倍加強的靈，爲要建造召會，
成爲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這就是基督在祂成肉體、總括與加強這三個時期中豐滿的職事。
Ｅ．關於主當前的恢復，我們都該跟上時代，不因着我們老舊的神學，或是我們對於恢復的老舊領會而受阻。
Ａ．在人類歷史裏的神聖歷史，中心點乃是基督的兩次來臨，爲着耶穌的見證，神的建造。
１．巴比倫所販賣的貨物，頭一項是金，末一項是人口（直譯，人的
Ｂ．我們必須看見，巴比倫是以買賣或商業的邪惡
魂）；『人口』是指爲了被雇用而販賣自己，忽視了神和他們永遠定命
爲特徵，牽涉到貪婪、詭詐和貪財；我們的基督徒生
的人。
活不該貪財，我們的基督徒工作不該是賺錢的行
２．神的主宰必使以色列人在被擄時從巴比倫人所學商業中的罪
業：
惡，歸回巴比倫（示拿地）。
１．四個匠人就是神所用的技巧，以毀滅這四國及其王；頭三國中的每一國—巴比倫、
Ｃ．基督是神所用以打碎四角的 瑪代波斯和希臘—都被緊接而來的國，以技巧的方式所取代。
末一個匠人；這四角就是四國及 ２．第四個匠人將是基督那非人手所鑿的石頭；祂要在回來時，將復興的羅馬帝國砸得
其王—巴比倫、瑪代波斯、希臘和 粉碎，藉此砸碎那作爲人類政權集大成的大人像。
羅馬帝國—也由但以理二章三十 ３．這砸人的石頭乃是團體的基督，就是基督同祂的得勝者，這些得勝者是祂結束這
一至三十三節大人像的四部分、 世代所用的時代憑藉。
約珥書一章四節蝗蟲的四個階 ４．團體的基督—基督同祂得勝的新婦—來擊敗敵基督並砸碎人類政權的集大成之
段，以及但以理七章三至八節的 後，要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全地，使全地成爲神的國；這國要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
四個獸所表徵，他們都曾傷害並 就是神聖歷史終極完成的一步。
毀滅神的選民：
５．因此，大人像要被神永遠的國，就是有神形像使神得榮耀之團體的基督，所頂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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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 2:31 王阿，你觀看，看見一個大像。這像巨大，極其光耀，站在你面前，樣子甚是可怕。32 青銅、這像的頭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
銀的，肚腹和腰是銅的，33 腿是鐵的，腳是半鐵半泥的。7:3 有四個大獸從海中上來，彼此各不相同。7 其後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第四
獸甚是可怕可懼，極其強壯；這獸有大鐵牙，吞喫嚼碎，所剩下的用腳踐踏；這獸與前三獸不同，頭有十角；8 我正注意這些角，見其中又長起
一個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這角前連根被拔出來。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說誇大的話。約珥書 1:4 剪蝗剩下的，群蝗來喫；群蝗剩下
的，舔蝗來喫；舔蝗剩下的，毀蝗來喫。
１．敵基督將是撒但的權勢，撒但的化身；他將逼迫並毀壞神的子民—敬畏神的猶太人和相
Ａ．今天不法的奧祕在列國 信基督的基督徒。
和人類社會中運行；這不法 ２．敵基督要使神的殿和神的城毀壞、荒涼；他要將真理拋在地上。
要達到高峯，集大成於不法 ３．敵基督將有領悟事情的敏銳洞察力，並將向至高者說頂撞的話。
者敵基督：
４．敵基督要折磨至高者的聖民。
Ⅲ．世界局勢是
５．在末了的世代，撒但和敵基督要得着人的魂作他們活動的憑藉。
主在地上行動
１．在敵基督和人類政權的集大成被砸碎發生前，主的恢復必須擴展到歐洲，並在那裏扎
的指標：
Ｂ．但以理二章裏大人像十
根。
個腳指頭所豫表的十王，將
２．美國、歐洲和遠東是當今世界局勢的三大影響因素；主的恢復已經在美國和遠東生根，
服在復興羅馬帝國的末一位
但在歐洲仍是一片空洞。
該撒敵基督之下；這一切都
３．在但以理二章大人像之異象的終極應驗上，歐洲比任何其他國家和種族都更關鍵和重
要發生在歐洲：
要—砸碎大人像的兩腳，就是砸碎整個人類的政權。
Ａ．緊接基督升天之後，福
１．國度福音在整個居人之地的廣傳、奔跑和競賽，是在人類歷史裏神聖歷史的核仁。
音、戰爭、饑荒和死亡這四件
事，便像四個騎馬的騎在四
２．國度的福音，就是啓示錄六章一至二節裏第一印的白馬所表徵的，要在這世代結束以
匹馬上，開始奔跑，一直持續
前，就是大災難以前，傳遍整個居人之地，對萬民作見證。
Ⅳ．主恢復之真
到基督回來：
理的傳佈，要豫
Ｂ．我們傳的不是部分的福音，乃是全備的福音，包括從馬太福音一直到啓示錄的每件事，就是神永遠經綸的福音，卽神
備主的回來，好
要藉着祂法理的救贖並憑着祂生機的救恩，將祂自己在基督裏作爲那靈，分賜到祂所揀選的人裏面，使祂在眾地方召會
帶進以色列和
中建造祂的身體，以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作祂的新婦，祂的妻子，使祂得着永遠的彰顯。
整個創造的恢
Ｃ．事實上，福音包括所有神聖的真理；整本新約就是福音；新約這福音乃是由舊約所豫表；因此，我們可以說，福音乃是
復和復興：
包括整本聖經。
Ｄ．神在這世代惟一的目的，是要使福音廣傳，好使召會作基督的身體得以建造，以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
Ｅ．傳揚基督榮耀福音的得勝者，成了騎白馬的人。
Ｆ．願主使我們有負擔學習福音神聖的真理，並爲着主的恢復，將這些真理傳佈到各處，以帶進祂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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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經歷：在職篇
約珥書 1:4 剪蝗剩下的，群蝗來喫；群蝗剩下的，舔蝗來喫；舔
蝗剩下的，毀蝗來喫。

這一種蝗蟲的四個階段，指殘害以色列的列國，就是四個相
繼的帝國：巴比倫、瑪代波斯、希臘和羅馬，包括羅馬帝國末一
位該撒，就是敵基督。
在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來到之前約兩百年，神開始打發申言
者警告以色列人，勸戒他們，招呼他們回轉歸向神。然而，以色
列人不聽申言者的話。這迫使神打發四種蝗蟲來懲治祂的百
姓。
聖經記載兩個歷史：人的歷史（屬人的歷史）和神的歷史（神聖
的歷史）。前者如同外殼，後者如同外殼裏面的核仁。小申言者
書對屬人歷史有清楚的說明，由約珥書一章四節所提的四種蝗
蟲所表徵；也相當詳細的啓示了在屬人歷史裏的神聖歷史。神聖
的歷史是三一神在人性裏的神聖奧祕，開始於已過永遠裏永遠
的神和祂永遠的經綸；繼續於基督的成爲肉體；祂的死、埋葬和
復活，使神的救贖和救恩傳佈給地上的萬民；祂將終極完成的靈
澆灌下來，以產生召會，作三一神團體的彰顯；祂要第二次來臨，
作萬國所羨慕的和公義的日頭；祂要帶着作祂軍隊的得勝者同
來，擊敗敵基督和他的軍隊；祂也要在千年國裏在錫安掌權。至
終，國度要終極完成於新天新地裏的新耶路撒冷，直到永遠。新
耶路撒冷將是神的歷史終極完成的一步。
你要看見在職生活背後裡的神的行動。看得見的人的活動是
外殼，裡面的核仁是神的行動。因此，若是不能看見那眼所看不
到的背後的神的行動，你的人生就會成為只有外殼的虛空人生。
在職生活種種外面的情況裡，你要藉著與主交通、與弟兄姊妹
交通，看見背後的神的作工及行動。不然，你就會被外在環境的
變化所左右，失去神的經綸，被強迫過著與外邦人在職生活一
樣的生活，被蝗蟲所吞盡。人的歷史是為著神的歷史。同樣地，
在職生活是為著召會生活、建造召會。你要如以下禱告：「主耶
穌，在職生活中，與主交通，請給我洞察力得以看到背後神的行
動。我許多時候悖逆主，過著被蝗蟲吞盡的生活。主啊！請赦免
我的罪。不能夠再浪費更多時間。主啊！請幫助我脫離這個被

②

吞盡的生活。還有，我要按照著主的話，祈求能贖回過去被吞盡
的生活。」因為約珥書 2：25 這樣說：「我打發到你們中間的大軍
隊，就是群蝗、舔蝗、毀蝗、剪蝗，那些年所喫的，我要補還你們。
阿們！哈利路亞！」
啓 18:11 地上的商人也都為她哭泣悲哀，因為沒有人再買他們
的貨物了。12 這貨物就是金、銀、寶石、珍珠、・・・13 並・・・酒、
油、細麵、麥子、牲口、羊、馬、車、奴僕、人口。
提摩太後書 3:5 有敬虔的外形，卻否認了敬虔的能力；這等人
你要躲開。
撒迦利亞書 12:1 耶和華論以色列之話語的默示。鋪張諸天、建
立地基、造人裏面之靈的耶和華說，

在末了的世代，撒但和敵基督要得着人的魂作他們活動的憑
藉。
日本的在職者，許多的人為了工作和金錢賣掉自己的魂，犧
牲了召會生活。啟示錄 18：12-13 的「這貨物」的註解說到：「巴
比倫所販賣的貨物，頭一項是金，末一項是人口。人口就是為
了被雇用而販賣自己的人。這不僅描述要來的巴比倫，也描述
今天的世界。人把自己的魂、生命和自己賣給職業，忽視了神
和他們永遠的定命。」
實際的在職生活中，你要避免過度的加班而無法正常持續
參加聚會的這個情況。就算有時因突然要加班而沒辦法參加
聚會或服事，也絕不可以永久持續這種情況。這樣的實行，實
際上不是外面的問題，而是將你的魂賣給工作與否的問題。你
必須要操練自己的靈，因著失去魂生命來跟從主，來得著魂生
命。
馬太 10：37 愛父母過於愛我的，配不過我；愛兒女過於愛我的，
配不過我；38 不背起他的十字架，並跟從我的，也配不過我。
39 得著魂生命的，必要喪失魂生命；為我的緣故喪失魂生命的，
必要得著魂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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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６６５番奉仕 ― 命の流れ出し
1. キリストあたえよ, ことばとこう為で。
せいかつをとおして, あわれなひとらに。
（復） キリストあたえよ, せいかつのなかで;
キリスト生かし出し, 持つものあたえよ。
2. キリストあたえよ, とうといなが主を;
したしいひとたちに, たからを得させよ。
3. キリストあたえよ, あなたのともらに;
自分の享受した主を, しゅくふくなる主を。
4. キリストあたえよ, 会うひとすべてに;
いのち, またすべての キリストあたえよ。

大本,#665 传扬福音─供应基督
1. 去向亡世供应基督，非仅藉话之所云。
更藉生活分出基督，供应可怜的人群。
(副)去向亡世供应基督，使祂显于你生活；
凭祂活着，将祂分出，使人与你同得着。
2. 去向亡世供应基督─你所有的宝贵主；
将你基督分给亲人，作其成功与财富。
3. 去向亡世供应基督─你所享受的基督；
将你基督分给朋友，作其夸耀与鸿福。
4. 去向亡世供应基督，祂是你命并一切；
将你基督分给众人，带人来尝祂超越。

,#922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 Imparting Christ
1. To the lost world minister Christ,
Not just by word, but by life,
Imparting Christ by living deeds
To the poor souls living in strife.
(C) To the lost world minister Christ,
By daily walk making Him known;
Imparting Christ by whom you live,
Share with all men what you own.
2. To the lost world minister Christ,
The precious One you possess,
Imparting Christ to those you love
As all their gain and success.
3. To the lost world minister Christ,
The very Christ you enjoy,
Imparting Christ to all your friends
As all their boast and their joy.
4. To the lost world minister Christ,
Who is your life and your all,
Imparting Christ to all you meet,
All fallen ones, great or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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