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命记结晶读经#8 基督—受咒诅 
并挂在木头上的那一位  

2020/4/13-19 
Overview: 申命记21:22～23预言，基督将是挂在
木头上的被咒诅者。主耶稣是被钉十字架上而被治
死的(Ⅰ)。亚当犯罪之后，因着咒诅，地长出荆棘；
所以荆棘是被咒诅的记号(Ⅱ)。咒诅是律法赐下之
后才正式形成的；如今律法宣告说，亚当所有的后
裔都在咒诅之下。我们若想要守律法，就落在肉体
里，也就自动来到咒诅之下：“凡以行律法为本的，
都在咒诅之下，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常照着律
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都是被咒诅的。’”
(Ⅲ)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
的咒诅。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将我们一切的
罪都归在神的羔羊身上。基督一次受死，担当了我
们的罪(Ⅳ)。基督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为我们成
了咒诅，“为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
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
的那灵”(Ⅴ)。                                           
Ⅰ. 申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预言，基督
将是挂在木头上的被咒诅者；在此我们有钉十字架
的基督作为被挂在木头上者的预表—：申21:22-23 
人若犯该死的罪，被处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
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
埋，…因为被挂的人是神所咒诅的。 
A.犯罪的人可以挂在木头上处死；被挂的人是神所
咒诅的。 
B.人若犯该死的罪，被处死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
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因为被
挂的人是神所咒诅的。 
C.主耶稣是被钉十字架，也就是挂在木头（十字架）
上而被治死的，并且祂是在祂钉死的当日被埋葬。
徒5:30 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
神已经叫祂复活了。 
Ⅱ. 咒诅的起源是人的罪： 
A.神在亚当犯罪之后，发出咒诅，说，“地必因你
的缘故受咒诅”： 
1.身为亚当的后裔，所有的罪人都在咒诅之下；亚
当把我们众人都带到咒诅之下。 
罗5:17 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借着这一人作了王，
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就更要借着
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周二)  
2.咒诅至终就是死亡；死亡，包括其他一切的苦难，
乃是咒诅的终结。 
罗6:23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
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远的生命。(周二) 
B.亚当犯罪之后，因着咒诅，地长出荆棘；所以荆
棘是被咒诅的记号。 
Ⅲ. 咒诅是借着律法完成的，因为律法施行咒诅： 
A.咒诅是律法赐下之后才正式形成的；如今律法宣
告说，亚当所有的后裔都在咒诅之下。 
B.因此，咒诅与神的律法有关；这是公义之神对罪
人的要求。 
C.我们若想要守律法，就落在肉体里，也就自动来
到咒诅之下：“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在咒诅之下，
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
之事去行的，都是被咒诅的。’(加3:10)”。 
Ⅳ. “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
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
是被咒诅的’”(加3:13)」： 

A.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带出
来的伟大工作，祂作工担当我们的罪，并除去咒诅。 
彼前2:24 祂在木头上，在祂的身体里，亲自担当
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向罪死了，就得以向义活
着；因祂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周一二 
B.基督“在木头上，在祂的身体里，亲自担当了我
们的罪”(彼前2:24)： 
1.彼前二章二十四节里的“木头”，指木头作的十
字架，为罗马人处决罪犯的刑具，如申命记二十一
章十三节所预言的；在新约别处，称十字架为木头。 
2.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将我们一切的罪都归
在神的羔羊身上。 
3.基督一次受死，担当了我们的罪，并且在十字架
上为我们受了审判。 
4.在基督的死里，我们已经向罪死了，使我们得以
向义活着。 
C.当基督担当我们的罪时，祂也担受我们的咒诅： 
1.荆棘冠冕指明这点；荆棘既是咒诅的记号，基督
戴荆棘冠冕，就指明祂在十字架上担受我们的咒诅。 
2.因为基督代替我们受咒诅，律法的要求得着了满
足，祂就能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3.律法定罪我们，并使咒诅成为正式的，但基督借
着祂的钉十字架，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4.那借着亚当的堕落而进来的咒诅，已借着基督的
救赎解决了。 
D.基督不仅赎出我们脱离咒诅，祂甚至替我们成为
咒诅；这指明祂完全为神所离弃： 
1.主耶稣是为完成救赎，受神审判；神算祂为我们
的罪，替我们受痛苦。 
2.我们的罪性、罪行和一切消极的事物，都在十字架
上受了对付；神也因着我们的罪弃绝了奴仆救主： 
可15:34 午后三时，耶稣大声喊着：以罗伊，以罗
伊，拉马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
神，你为什么弃绝我？ 
a.神弃绝十字架上的基督，因为祂取了罪人的地位，
担当我们的罪，并且替我们成为罪。 
b.在神眼中，基督成了大罪人；神将祂当作我们的
代替，为我们的罪审判了祂。 
c.基督是我们的代替，甚至在神眼中成为罪；因此，
神审判祂，甚至弃绝祂。 
3.因着基督担当我们的罪，并替我们成为罪，神审
判祂这位作我们代替者，就在经纶一面弃绝祂： 
a.主耶稣由生育的灵作神圣的素质而生，这灵在素
质上从未离开祂。 
b.主耶稣这位神人在神的审判之下，在十字架上受
死时，祂在素质上仍有神在祂里面，作祂神圣的所
是；然而，祂在经纶上却被公义并审判的神所弃绝： 
⑴因为主耶稣由圣灵成孕，从神而生且生来就有神，
所以祂有圣灵作祂神圣所是的内在素质；因此，神
不可能在素质一面弃绝祂。 
⑵那灵曾降在基督身上，作经纶的能力使祂得以完
成祂的职事；当这灵离开基督时，基督就在经纶一
面为神所弃绝；然而，神的素质仍留在祂里面，所
以，祂乃是神人在十字架上受死。         周三 
E.基督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其人性里被钉十字
架，并为我们成了咒诅，好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加3:29 你们既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为后嗣了。 
1.创世记二十二章十七至十八节上半和二十八章
十四节预言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全人类极大的



祝福，因为万国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 
2.亚伯拉罕的后裔基督将神带给我们，并将我们带
给神，使我们享受神的祝福。 
3.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神自己要来作亚伯拉罕
的后裔，这后裔借着成为包罗万有的灵给人类接受，
就成为万国的祝福。               周四                                                                                                                                                    
Ⅴ．基督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为我们成了咒诅，
“为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
人，使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 
A.亚伯拉罕的福，就是神为着地上的万国，应许给
亚伯拉罕的福。 
创12:3 那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地上的
万族都必因你得福。 
B.这应许已经成就了，这福已经在基督里，借十字
架的救赎临到了万国。 
加3:13 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
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
都是被咒诅的。’ 
C.加拉太三章十四节的上下文指明，那灵就是神为
着万国所应许亚伯拉罕的福，也是信徒借着相信基
督所接受的： 
加3:2 我只愿问你们这一件，你们接受了那灵，是
本于行律法，还是本于听信仰？ 
5 这样，那丰富供应你们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
能的，是本于行律法，还是本于听信仰？(周六) 
1.神应许亚伯拉罕物质方面的福乃是美地，作包罗
万有之基督的预表。西1:12 感谢父，叫你们够资
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给众圣徒的分。 
2.那灵，就是复合的灵，乃是神自己在祂神圣的三
一里，经过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并降
下的过程，给我们接受，作我们的生命和一切。 
3.因着基督至终实化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这应
许之灵的福，就与应许之地的福相符；实际上，这
灵作基督在我们经历中的实化，就是美地。 
林后3:17 而且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
就有自由。 
4.我们永世属灵的福，乃是要承受那灵，就是经过
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作我们的基业。 
5.在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里，我们要享受经过过
程的三一神，就是那包罗万有、终极完成、赐生命
的灵。6.今天，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乃是借着信接受
那灵的生活。                         周五六 
Crucial Point⑴: 通过基督法理的救赎将你从律法
的咒诅中救赎。作为信徒的你，认自己的罪取用救
赎之血，有机的从咒诅中得释放，并有分与祝福 

OL1:神在亚当犯罪之后，发出咒诅，说，“地必因
你的缘故受咒诅” 
OL2:咒诅至终就是死亡；死亡，包括其他一切的苦
难，乃是咒诅的终结 
OL3:我们若想要守律法，就落在肉体里，也就自动
来到咒诅之下：“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在咒诅之
下，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
一切之事去行的，都是被咒诅的’”—加三 10。 

  基督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其人性里被钉十
字架，为我们成了咒诅，好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
诅。加三 1 提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加拉太 3:13
往前说，“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
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
都是被咒诅的。’” 基督代替我们挂在十字架上，
不仅为我们承当咒诅，更为我们成了咒诅。律法的

咒诅出自人的罪（创三 17）。基督在十字架上除去
我们的罪，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亚当借着堕落，把我们众人都带到咒诅之下；
身为亚当堕落的后裔，我们这些罪人都在咒诅之下。
咒诅的起源是人的罪。神在亚当犯罪之后，发出咒
诅，说，“地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 咒诅的记
号就是荆棘。为这缘故，在亚当犯罪之后，地长出
荆棘。 

  然而，咒诅是律法赐下之后才正式形成的。如
今律法宣告说，亚当所有堕落的后裔都在咒诅之下。
换句话说，咒诅是借着律法完成的。这意思是，律
法施行咒诅。因此，咒诅与神的律法有关；这是公
义之神对罪人的要求。 

应用：青年在职・大学院生篇 
亚当因着堕落，把我们众人都带到咒诅之下。

但是感谢主。虽然你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但是没
有罪的那一位代替我们受了咒诅，为我们担负了咒
诅。这乃是为了接受亚伯拉罕的祝福—包罗万有的
灵。基督的救赎能将你从咒诅里面释放并且得祝福。
所以你需要带着充分的认识对基督的救赎进行评
价。 

  你必须要知道，是谁怎样将你从咒诅下救出并
带给你祝福。为了能在产品上贴日本工业规格（JIS）
标志，就必须要满足JIS全部的要求。就算达到了
95%的要求都不能帖JIS标志。必须要满足100%的要
求。同样的，如果不满足公义之神的100%要求，就
不能从律法的咒诅之下得着释放。主耶稣在十字架
上代替你担负了咒诅，并被咒诅。感谢主的救赎工
作，并赞美主。以救赎为根据，你已经从咒诅得释
放，并获得了应得的祝福。 

在在职生活中你会经历很多的失败。每当失败
的时候，请你认罪并取用主的宝血。因为你已经被
救赎并成为了神的儿女，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取
用主的宝血。例如你可以这样祷告，“哦！主耶稣，
我反对我的上司。我不依照着灵，乃是根据自己的
肉体活着。主啊！请赦免我叛逆的罪。”，“哦！
主耶稣，我带着情欲一直看着年轻的女性社员，请
赦免我情欲的罪。”，“哦！主，我嫉妒我的同事
出人头地，我知道他提升了业绩，但是这使我们之
间的差距拉得这么明显，我燃起了嫉妒的火，请赦
免我嫉妒的罪。”，“哦！主耶稣，我看见下属或
是后辈叛逆的态度，我就感觉要爆发怒火。请赦免
我暴怒的罪。” 。如果像这样取用主耶稣的宝血的
话，你所有的罪，包括大的罪和小的罪都会被赦免，
从所有的不义中得洁净，从咒诅中得释放，并能回
到被祝福的神圣生命的交通中。 
Crucial Point⑵: 凭信仰，进到作为唯一后裔的

基督里，有分于对亚伯拉罕应许的祝福 
OL1:那灵曾降在基督身上，作经纶的能力使祂得以
完成祂的职事；当这灵离开基督时，基督就在经纶
一面为神所弃绝；然而，神的素质仍留在祂里面，
所以，祂乃是神人在十字架上受死。 
OL2: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神自己要来作亚伯拉
罕的后裔，这后裔借着成为包罗万有的灵给人类接
受，就成为万国的祝福。 

主遭受人的逼迫时，神与祂同在，祂也享受神
的同在。但在前三小时末了，神弃绝祂，并且黑暗
来临。主无法忍受这事，就大声呼喊：“我的神，
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我们已指出，神弃绝
祂，因为祂是我们的代替，担当我们的罪。以赛亚



五十三章启示，这是神使我们的罪孽归在祂身上的
时候。…公义的神使我们一切的罪都归在这位代替
者身上，并且为我们的罪公义的审判祂。神弃绝祂，
因为在这三小时，祂在十字架上是罪人；祂甚至成
为罪。 

基督在祂的人性里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以基
督的福音赐福给万国。祂将神带给我们，并将我们
带给神，使我们享受神的祝福。祂带给万国祝福。
无论犹太人或外邦人，都因祂得福。  

按照加拉太三章十六节，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
裔，是承受应许的后嗣。在这里，基督是承受应许
的唯一后裔。因此，我们要承受那应许的福，就必
须与基督是一；在祂以外，我们无法承受神所赐给
亚伯拉罕的应许。在神眼中，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后
裔，就是基督。  

应用：服事者篇 
基督作为神·人在十字架上死了。约壹 1:7 说

到“…祂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FN
“祂儿子耶稣的血”：“耶稣”这名是指流出救赎
的血所需之主的人性；“祂儿子”这名称是指使救
赎的血永远有功效所需之主的神性。因此祂儿子耶
稣的血指明，这血乃是真正的人所流适当的血，为
要救赎神堕落的造物，有神圣的保证为其永远的功
效，这功效在空间上是普及各处的，在时间上是永
远长存的。 

因为你在地位上，已经被救赎得救，所以可以
在日常生活的经历上，可以从咒诅的释放，进到祝
福里面。罗 5:10 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借着
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在祂的
生命里得救了。 

亚当堕落时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夏娃听了
蛇撒但的话，接受这话与撒但对话。你在日常生活，
借着①不听撒但的话，②不接受并且不与撒但对话
③用神的话抵挡，对抗撒但(不是应答)，④凭信心
斥责撒但，在经历中，也可以从咒诅得释放，有份
与祝福。加 3:5 这样，那丰富供应你们那灵，又在
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本于行律法，还是本于听信
仰？ 

譬如，撒旦对你说，“你是可怜，丑陋的人！ 
你多看看自己的失败。在召会中你不可能会服事”。
撒旦对你的说话，不可应答。不是回应撒但的话，
而是用神的话对抗，斥责撒旦“魔鬼撒但，你在撒
谎。我是被神祝福，你是被诅咒的。我的失败，是
在血之下。你没有看到神儿子耶稣的血吗？”。 

还有，你作为服事者，请读恢复本圣经、申命
记的晨兴圣言、申命记概论、神的经纶(神永远的
计划)、包罗万有的基督等属灵书报，更多的听信
心的话。 
祷告：“我必须更多的听信心的话。为了拒绝撒但
的话，不信的话，听信心的话，每天一点点读恢复
本圣经，晨兴圣言，申生命记概论。愿那灵全备的
供应我。为着叫我带着那灵服事人，祝福他们。阿
门！” 
Crucial Point⑶:那灵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对

各国子民们的祝福 
OL1:基督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代替我们成了诅咒。
“为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
人，使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加
拉太书3:14) 
OL2:那灵，就是复合的灵，乃是神自己在祂神圣的

三一里，经过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并
降下的过程，给我们接受，作我们的生命和一切。 
OL3:因着基督至终实化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这
应许之灵的福，就与应许之地的福相符；实际上，
这灵作基督在我们经历中的实化，就是美地。 
OL4:今天，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乃是借着信接受那灵
的生活。 

我们的福就是神自己，祂具体化在基督里，实化
为那灵，为着分赐到我们里面，给我们享受。在宇宙
中，唯有神自己是福，其他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整
个宇宙都无法与我们的三一神相比。我们若有神，就
有福。然而，神要成为我们的福分，这牵涉到一个过
程。正如食物必须烹调过，才能成为我们的福分，神
也必须经过“烹调”，好成为我们的福分。在经过过程
之前，神是“生”的神；在经过过程之后，神成了“烹
调过”的神，可以作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这位
神的总和，就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包罗万有、赐生
命、内住的灵。祂这奇妙之灵，乃是从神给我们的福。
福音的福乃是那灵，就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总和与
集大成。 

在神完全的福音里，我们在基督里不仅接受赦
罪、洗净和洁净的福，更接受那最大的福，就是三
一神—父、子、灵—作为经过过程、包罗万有、赐
生命的灵，极其主观的住在我们里面作我们的享
受。我们能享受这包罗万有者作我们每日的分，这
是何等的福！ 

应用：新人及青少年・大学生篇 
传道书 1:2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福音的福乃是那灵，就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总

和与集大成。物质的祝福，例如好的职业、大房子、
好车等，不是神永远的祝福。神永远的祝福，是作
为经过过程的三一神的集大成，包罗万有并赐生命
的灵。这个灵会进入你的里面，从灵扩展到魂，更
新你的心思，改变你的魂。 

优秀的企业由于需要人来开展业务，所以为了
培养人，会使用大量的人才、资金和时间。召会生
活可以使你从荣耀到荣耀得以变化。这样的话，你
在学校和公司都会成为有用的人。神比公司更注重
你这个人才，在你的变化上会花很多时间。这种变
化，来自福音的祝福，就是那灵。 
林后 3:16 但他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除
去了。17 而且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
就有自由。18 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
脸，好像镜子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
为与祂同样的形像，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
化成的。 

年轻的学生们，请不要考虑多打工赚钱的事情。
虽然必要的打工可以做，但是学生时代最重要的事
情是通过学习来锻炼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这种能
力需要在年轻的时候进行培养。此外，年轻的在职
青年们，请努力考取工作上的资格证，学习英语、
中文等语言。年轻的时候不是赚钱的时候，而是学
习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请呼求主名，专注于用主耶
稣的智慧和力量来武装自己。那样的话你在 30～
35岁的时候，作为受过锻炼的人，会成为有用之才。 

https://bibletruth.cn/bible/xy/jx_47_3_17.html
https://bibletruth.cn/bible/xy/jx_47_3_18.html


愿这样的异象和理解可以支配你每一天的生
活。你不要做那些仅仅追求物质的祝福，而不理会
福音的祝福，也是就那的灵的人。没有异象的人会
变得任性，而无法笔直向前，白白地虚度时光。 

愿你在新人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学会被异象
支配，成为贤能的人。传道书 12:1 你趁着年幼，
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乐趣的
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记念造你的主。 
祷告：“哦哦主耶稣，极尽荣华的所罗门王说：‘虚
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我想从年轻的时候开
始就过着被异象支配的生活。我不是追求‘虚空’，
而是追求享受‘那灵’的生活。那灵是包罗万有、
赐生命的、内住、七倍加强的灵，是神赐予我应许
祝福的集大成。我会向你敞开。请清除我天然观念
的遮蔽。请让我通过那灵，从荣耀到荣耀得以变化
更新。阿门！” 

校园福音的交通⑷ 

Abstract(摘要) 
2020 年 1 月 30 日，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索马里，发生大量的蝗虫侵入、庄稼和
植被都被吞噬了、这三个国家将有 1300 万人面临
粮食不足。特别在肯尼亚 2000 亿只的蝗虫(根据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的评估)，是巨大的灾
害。据悉此异常现象是因为异常的气候引起的。
根据圣经，这些饥荒和地震只是阵痛、目的乃是
为了生产。包括战争、饥荒、地震在内的阵痛，
和传扬福音一同被神使用，产生出祂的许多众
子，在今世构成召会，在来世实现国度。 

战争、饥荒、地震等乃是产难。产难伴随疼痛,
但不是生病。那是带有生产盼望的疼痛。有生产盼
望时，就能忍耐产难的疼痛。 

国度的福音，包括恩典的福音，不仅把人带进
神的救恩，也把人带进诸天的国。恩典的福音已被
传扬到全大陆,不过，国度的福音还没有。恩典的
福音是低的福音,但是国度的福音是高品福音。这
个高品福音，会借着主恢复的众召会带到全大陆。
这个时期满了的最大的兆头，会在大灾难前发生。
所以在这世代结束的最重要的兆头，就是国度的福
音要传遍全地。 

在冠状病毒来势凶猛、地震频发、蝗虫入侵引
起饥荒的此时，起来，与弟兄姊妹一同传扬国度的
福音、高品福音吧。 

马太 24:3b～14 
24:3b 你的来临和这世代的终结，有什么兆头？4 
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5 因为将来要有许多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6 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
声；要当心，不要惊慌；因为这是必须发生的，只
是末期还没有到。7 民要起来攻打民，国要起来攻
打国，到处必有饥荒、地震。8 这些都是产难的开
始。9 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
们；你们又要因我的名，被万民恨恶。10 那时，
有许多人要绊跌，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11 且
有好些假申言者要起来，迷惑许多人。12 只因不

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13 惟
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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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代记下 7:13 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吩咐蝗虫
吞吃这地的出产，或打发瘟疫到我的民中，14 这
称为我名下的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
从他们邪恶的行径转回，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
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注解 

6 节“打仗”：这里的打仗，是指第一世纪以来所有
的战争，由启六 3～4第二印的红马所象征。 

7 节“饥荒”：饥荒多是战争的结果。根据历史，战
争常是带来饥荒。这饥荒是启六 5～6，第三印的黑
马所象征的。 

7 节“地震”：自从基督升天，历代以来，地震不断
在增加，并且到这世代的末了，要更加剧烈。 

8 节“产难”：产难是为生产孩子。在神的新约经纶
中，祂的心愿和目的乃是要产生许多儿子，作祂的
彰显。因此，这里的产难乃指新约时代一切的灾难，
包括 6～9、21 节所题的战争、饥荒、地震、患难
与逼迫。（这里的产难仅是新约信徒为主所受者，
而加三 26 的产难是新旧二约中神的子民历代所受
的一切产难。）这些灾难都为神所用，借着福音的
传扬，（14，）产生祂的众子，以构成今世的召会，
完成来世的国度，并产生永世的新耶路撒冷，作召
会和国度的终极总结，使神在将来的永远有一永远
的彰显。加三 26 并加三 26、5 都印证此一观点。 

14 节“国度的福音”：国度的福音，包括恩典的福
音，不仅把人带进神的救恩，也把人带进诸天的国。
恩典的福音重在罪的赦免、神的救赎、和永远的生
命；国度的福音重在神属天的管治和主的权柄。在
这世代结束之前，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
作见证，如徒二十 24～2 第一印之白马所表征的。
因此，这传扬乃是这世代终结的兆头。王 

祷告：哦主耶稣，在地上发生着战争、饥荒、地震,
不过，这些是在圣经中上已经被记载的产难，这个
时期终结的兆头。并且这些是为了产生出神的众子，
产出召会。每次听到战争、饥荒、地震、瘟疫的新
闻时，不是担心、害怕，而要警醒，为神想要做的
事而祷告配合。还有，这个时代的终结的最大的兆
头，乃是国度的福音传遍全地。主恢复的弟兄姊妹
要起来传扬国度的福音。我要起来，被真理构成，
焚烧福音的灵，传扬高品福音，国度的福音。主啊，
祝福 4 月的校园福音，愿可以向更多的学生传扬国
度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