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世界局势与主的恢复应时的话 
#2看见神宝座的异象、 

世界局势背后的属灵景象 7/27-8/2 
OL Summary:经节请使用《晨兴圣言》 

Ⅰ. 我们需要看见一个属灵的异象，就是神的宝
座乃是全宇宙中神行政的中心： 
A. 神是主宰的一位，完全有能力照着祂的心愿
和祂永远的经纶，完成祂所要的。 
B. 在宝座上的神，在背后掌管着每一个人和每
一件事：世界局势的每一件事，都是决定于宝座。
/在神宝座的管治之外，没有一件事能发生。 
C. 启示录这卷书乃是神行政的书，揭示那为着
神圣行政之神的宝座：在启示录四、五章里的宝
座，乃是神圣权柄的宝座。/表面上，宝座是看不
见的，且不为人所认识；但事实上，宝座在幕后
管理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 
D. 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世上一切的王和国都
在神的行政管理之下：人类从宁录到敌基督的所
有政权，一直都在且要继续在诸天之神的诸天掌
权之下/神要使尼布甲尼撒认识自己一无所是，
并且认识那大能的神乃是一切；祂是人国的掌权
者，要将人的国赐与谁，就赐与谁/整个世界局势
都在诸天之神的诸天掌权之下。 
E. 诸天的掌权，就是诸天之神的掌权，管理地上
整个人类政权，以配合神永远的经纶，使基督得
以了结旧造，使新造有新生的起头，并得以打碎、
压毁人类政权的集大成，建立神永远的国。 
Ⅱ. 但以理十章陈明在世界局势的背后属灵景
象的异象： 
A. 在属灵的世界里，基督是居首位的，所以十章
首先提到祂：超越的基督，就是神行动的中心与
普及，向但以理显现为一个人，供他珍赏，叫他
得着安慰、鼓励、盼望和坚定。/但以理所看见的
基督是宝贵、有价值、完整并完全的：作为耶和
华成为人，祂是神行动的中心与普及，为着完成
神的经纶。/作为祭司，祂在照顾我们；作为君王，
祂在管理我们/基督在祂的宝贵和尊荣里，在祂
为要光照人的光明里，并在祂为要搜寻并审判之
光照的眼光里向但以理显现/基督在祂工作和行
动的闪耀里，并在祂为着审判人刚强的说话里显
现。 
B.但以理十章属灵的景象中包括善与恶的灵，这
些灵正进行着看不见的属灵争战：但以理祷告时，
空中进行着二灵之间的属灵争斗/要紧的是我们
要看见，在景物的背后正进行着属灵的争斗，这
争斗并非人眼所能看见。 
C. 当这些争斗在人类政权之间进行时，神在景
象的背后管理着世界局势。 
Ⅲ. 基督是照神永远的经纶作神行政的中心： 
A. 在升天里的基督已经登上宝座，执行神的行
政，就是施行祂的管理：坐在宝座上的一位，不
仅是神也是人；祂是神而人者，是人而神者，就
是神与人的调和/主耶稣被钉死并埋葬后，神叫
祂复活，并使祂坐在自己的右边，立祂为全宇宙

的主。 
B. 作为那登上宝座，成为神宇宙行政中属天的
管理者，基督乃是那是配的狮子羔羊，得胜的救
赎主：作为狮子，祂是抵挡仇敌撒但的战士；作
为羔羊，祂是救赎主/因为基督解决了撒但背叛
和人堕落的问题，所以祂配展开神经纶的书卷/
羔羊，救赎主，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杀
的，如今在宝座上执行神在全宇宙的行政。/羔羊，
救赎主，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杀的，如
今在宝座上执行神在全宇宙的行政。 
C.在祂的升天和登宝座里，基督是地上君王的元
首：称基督为君王的元首，乃是说祂远超地上的
统治者/地上的元首不是真正的元首；基督是万
王之王，万主之主，是真正的元首/基督是地上君
王的元首，凭着在神宝座前焚烧之神的七灵，执
行神的行政：所有世上的元首都是在七灵的火焰
之下/世界的局势和国际的事务，都在这七盏火
灯，就是神的七灵，焚烧的火焰之下/我们必须领
悟，神的七灵正在宝座前焚烧，不仅关乎众召会，
也关乎为着众召会的世界局势 
 

召会的通知和交通： 
针对第二波新冠疫情， 

神户教会建立了以下对策： 
1. 各小排的聚会控制在 15 名以下（不包括网络

参加者） 
2. 主日的午餐等原则上不进行聚餐，有例外需

要聚餐时人数 10 位一下，要保持距离（1-2
米） 

3. 请勿乘坐满员的公共交通工具。尽可能开
车，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4. 从其他的都道府县来的弟兄姊妹尽可能用网
路参加。 

5. 身体状况不好的弟兄姊妹用网路参加 
6. 早睡早起，充分补充营养以提高免疫力。同

时要多补充水分来预防中暑。 
7. 不要去泳池或温泉等容易感染的场所。 
8. 无论什么样的场合都要避免三密场所，勤洗

手，消毒，继续口罩的使用。 
9. 周围出现感染者的话，不隐瞒，向区的服事

者报告。密切接触者或者疑似密切接触者，
请在十天里用网路和弟兄姊妹交通。 

10．接受福音单张的状况非常好。这是因为疫情的
扩散，人们充满了无力感。新冠病毒的灰马是
为了福音的白马的加速。 

11. 弟兄姊妹，车站福音，马路福音重新开始了！
把国度的福音传给神户和西宫的市民们吧！ 

  



Crucial Point⑴:在灵里看见神宝座的异象 
启 4:2 我立刻就在灵里；看哪，有一个宝座安置在
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OL1:我们需要看见一个属灵的异象，就是神的宝座
乃是全宇宙中神行政的中心。 
OL2:在宝座上的神，在背后掌管着每一个人和每一
件事。世界局势的每一件事，都是决定于宝座。在
神宝座的管治之外，没有一件事能发生。 
OL3:诸天的掌权，就是诸天之神的掌权，管理地上
整个人类政权，以配合神永远的经纶，使基督得以
了结旧造，使新造有新生的起头，并得以打碎、压
毁人类政权的集大成，建立神永远的国。 

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世上一切的王和国都在
神的行政管理之下。想想看尼布甲尼撒统治巴比伦
帝国的情形。首先，他与父亲一同摄政、掌权。主
前六○六年，他以摄政王的身分毁灭耶路撒冷城。
然后约在主前六○四年，他成为王，掌权直到主前
五六一年。至终他儿子接续他的王位，然后是他的
孙子伯沙撒；伯沙撒在五章的荒淫放荡对神乃是亵
渎，就在主前五三八年被杀。那时巴比伦帝国就结
束了，六十二岁的玛代人大利乌得了国。大利乌是
附属于古列的王。主前五三六年，古列颁布诏令释
放以色列的俘虏归回犹大，这样就结束了神命定以
色列人留在巴比伦的七十年。所以，神用巴比伦帝
国，为要把祂那腐坏、失败的选民带到被掳中。七
十年的被掳之后，神使玛代与波斯联合为一，为要
结束巴比伦帝国，并从巴比伦的被掳中释放祂的子
民。这说明了一切的王和国如何在神的行政管理之
下。 

在神属天的掌权下，万有都互相效力，叫我们
得益处。在我们个人的宇宙中所发生的事特别是这
样。我们的宇宙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以及召
会。在我们的宇宙中，每一天都发生许多事，目的
乃是要使基督居首位。我们需要看见这事，并顺服
神属天的掌权。在但以理四章二十六节，但以理对
尼布甲尼撒说，“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
必定归你。”掌权的乃是诸天，不是尼布甲尼撒、
古列、亚历山大大帝，或疾病、风暴、背叛。地是
在属天行政的管治之下。诸天是为我们掌权，基督
也是为着我们的。不仅如此，我们是在神为着基督
的属天掌权之下。属天掌权的目的，是要完成神的
选民，使基督得以居首位，就是使祂成为首先的—
中心，并成为一切—普及。 

 
 
 
 
 
 
 
 
 
 
 

应用：新人、青少年・大学生篇 
为了理解世界局势，首先你要在自己的灵里看

清神宝座的异象。你的灵是认识神的行动，并作出
回应的唯一器官。因此在聚会中赞美神的时候、祷
读圣经节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说神的话的时候，
一定要呼求主名、操练灵。 
1）操练灵对灵、魂、体都有益处： 
7月11日（星期六）余力美惠子姊妹（87岁）从爱媛
县松前町搬到了神户。6月12日在松山做了一个大
手术，入院两周之后，又持续了两周便秘和失眠，
很是痛苦。但是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姊妹一到了神
户本山的余力家，便秘很快就好了，从那晚之后的
每一个晚上，都能顺利地入睡。这正是因为在魂里
面没有安息，身体产生不适，身体的不适又进一步
给魂带来不安，陷入了这种恶性循环里。美惠子姊
妹来到神户，经常呼求主名，祷告，读圣经，和弟
兄姊妹聚会，灵变得刚强起来。被加强的灵给魂带
来了安息，安息的魂对身体有好的影响，便能安安
心心地入睡，进入良性的循环里面。 

新人和年轻人们，请每天操练灵，呼求主名，
祷读主的话。操练灵的话，你的灵、魂、体都会蒙
保守。这样，你的学业和职业都会得到积极的影响。 
2)操练灵，可以使我们看见掌管世界局势的神宝座
的异象。：在宝座上的神，在背后掌管着每一个人
和每一件事。世界局势的每一件事，都是决定于宝
座。在神宝座的管治之外，没有一件事能发生。巴
比伦帝国的王尼布甲尼撒把堕落的以色列人带到
巴比伦，为了惩罚他们，70年间当作俘虏使唤。由
于附属于古列王的大利乌王，巴比伦迎来终结，这
是因为巴比伦的用途结束了，神下一个目的是以色
列的归回。为此，古列王被神兴起了。波斯的古列
王宣告以色列人的归回和神的家的重建。这样来看，
当今世界局势的目的是为了实行神的经纶。主角是
基督和召会，而世界局势是帮助主角的配角。新冠
病毒的局势以及国家之间的斗争在支配者神之下
发生，这是为了使你前进。你需要理解这件事，像
但以理一样在灵里祷告，回应神。 

由于新冠病毒的影响，暑假变成两周。学校生活
也不得不发生很多变化。这是你在年轻时候，在主
里学习对急剧变化的应对能力的机会。例如，你将
来就职在公司工作，因为是世界中各个公司间的竞
争，剧烈的变化发生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因此，应
对变化的对应能力非常重要。 
祷告：“哦，主耶稣，我应该看到神的宝座。世界
局势的每一件事都是照着神宝座的决定。我也要学
习服从宝座，在我个人的宇宙，也因新冠病毒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这个时候，我不应该因环境的变化
感到困惑，抱怨，而是要学习信靠主，应对变化。
因为灵活地应对变化的能力，在我将来成为大人时，
会把我从形式主义，以及不能应对急剧变化的困境
中拯救出来。阿们！”  



Crucial Point⑵:在灵中祷告，看世界局势背
后的属灵世界。在属灵世界中，首先看到基督

是居首位的。然后打属灵的仗 
但 10:2 当那些日子，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
5-6 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法
精金带。祂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
火把，手和脚如闪耀发亮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
众的声音。 
12-13 他说，但以理阿，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
一日专心求明白这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自己，
你的言语已蒙垂听；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
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 
OL1:但以理十章陈明在世界局势的背后属灵景
象的异象。在属灵的世界里，基督是居首位的。
OL2:但以理十章属灵的景象中包括善与恶的灵，
这些灵正进行着看不见的属灵争战。 
OL3:当这些争斗在人类政权之间进行时，神在景
象的背后管理着世界局势。 

但以理 10:2～11:1 给我们看见，解开这个
异象之前宇宙中的景象—物质世界背后的属灵
世界。……但以理这一个地上的人，定意要明白
以色列将来的定命。他这样作有二十一日之久。 
那二十一日之后，但以理在十章四至九节，看见
一个特别的异象。超越的基督，就是神在地上行
动的中心与普及，向但以理显现，供他珍赏，叫
他得着安慰、鼓励、盼望和坚定。 

在关于以色列定命的异象揭示与但以理之
前，他先看见物质景象背后之属灵景象的异象。
在这属灵的景象中，基督是居首位的。这景象也
包括善与恶的灵，这些灵正进行着看不见的属灵
争战。 

在这个基督的异象之后，一位天使来告诉但
以理，关于物质世界背后的事情。他告诉但以理
说，他自己正与波斯国的魔君— 一个背叛的灵
—争战。他又告诉但以理，有另一个邪灵，就是
希腊（雅完）的魔君；还有天使长米迦勒，他是
为以色列争战的大君。这里至少说到四个灵。 

我们在五章看见伯沙撒如何荒淫放荡，玛代
人大利乌如何在当天晚上来击败他，将他杀死。
我们没有看见有一个灵为大利乌争战。但 11:1说，
“我在玛代王大利乌元年，曾起来扶助他，使他
坚强。”。大利乌在年老时仍然强壮，因为这位
天使起来扶助他，使他坚强。天使加强大利乌，
使他能以击败巴比伦人，因为巴比伦帝国从神所
受的托付已经完成了。伯沙撒死后，巴比伦帝国
就成为玛代波斯帝国，好完成神另一个托付。 

 
 
 
 
 
 
 
 

应用：服事者篇 
    因为但以理在祷告，所以能够看到物质世界
背后的属灵世界的异象。在属灵世界中，首先可
以看到的是，基督在地上之神的行动中居首位，
是中心和普及。在属灵世界中，在神、人基督是
首位的异象之后，有属灵爭战的异象。这件事就
是，如果你沒有看到基督的超越，就不会对抗撒
旦而战。只有当你看到基督的超越，并在主里得
着加力，才能打属灵的仗。 
但10:19 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哪，不要惧怕，愿
你平安。你要刚强，要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
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了力
量。弗6:10 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祂力
量的权能，得着加力。 
11 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以站住，抵挡
魔鬼的诡计，。 
12 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乃是与那些
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以及诸天
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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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保罗写到关于以弗所6：10-20的属灵爭战
时，你应该想到但以理书10章。玛代人大利乌如
何在当天晚上来击败他，将他杀死。在这些事情
背后的属灵世界里，邪恶天使和神的天使之间发
生了激烈的争战。 
弗6:17 那灵就是神的话、 
18 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事上儆
醒，且为众圣徒祈求， 
19 也替我祈求，使我在开口的时候，有发表赐给
我，好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 
20 （我为这奥秘作了带锁链的大使，）使我在这
奥秘上，照我所当讲的，放胆讲说。 

祷告在18-20节中陈述了四次。18节的第一
个祷告，是祷读主的话，其次是为众圣徒代求的
祷告。19和20节是为了宣扬福音奥秘的祷告。请
你也实行这三种祷告、祷读主的话、为圣徒们的
代求、为福音传扬的祷告。正如但以理凭着祷告，
配合以色列归回和重建圣殿的行动，愿你也成为
今日的但以理，借着祷告与神同工。 
祷告：“哦主耶稣，我像但以理一样看到物质世
界背后的属灵世界的异象，在祷告中与主同工。
赎回光阴，祷读神的话，为圣徒们祷告，为福音
祷告。主的日子近了，所以要像但以理一样靠祷
告转移时代。阿们！” 
  



Crucial Point⑶:七倍加强的霊注视并抓住，
认自己隐藏的罪。之后借着七倍加强的灵得加

力，以加速福音的白马 
启 5:6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中间，并众长老中
间，有羔羊站立，像是刚被杀过的，有…七眼，
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全地去的。 
1:4-5 愿恩典与平安，从那今是昔是以后永是的，
从祂宝座前的七灵，并从那忠信的见证人、死人
中的首生者、为地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归与
你们。 
OL1:基督是照神永远的经纶作神行政的中心。坐
在宝座上的一位，不仅是神也是人；祂是神而人
者，是人而神者，就是神与人的调和。 
OL2:作为那登上宝座，成为神宇宙行政中属天的
管理者，基督乃是那是配的狮子羔羊，得胜的救
赎主。 
OL3:在祂的升天和登宝座里，基督是地上君王的
元首。称基督为君王的元首，乃是说祂远超地上
的统治者。 
OL4:基督是地上君王的元首，凭着在神宝座前焚
烧之神的七灵，执行神的行政。我们必须领悟，
神的七灵正在宝座前焚烧，不仅关乎众召会，也
关乎为着众召会的世界局势。 

神的定旨需要那能解决神一切难处的人将
其完成。神的难处是撒但的背叛和人的堕落。作
为狮子，祂打败了背叛的撒但。作为羔羊，祂除
去了堕落之人的罪。因为基督解决了撒但背叛和
人堕落的问题，所以祂配展开神经纶的书卷。 

在启示录六章一至八节，基督揭开前四印。
这些印包含四匹马以及骑在马上的，犹如一场四
马竞赛。这些骑马的都不是真人，而是人位化的
事物。骑第二匹马（红马）的，是战争；骑第三
匹马（黑马）的，是饥荒；骑第四匹马（灰马）
的，是死亡。根据历史事实，骑第一匹马（白马）
的，是福音的传扬。白象征清洁、纯一、正直和
可称许的。白马与骑马者，象征传扬清洁、纯一、
正直以及对人对神都是可称许的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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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全世界都在主的管治之下。每一位君
王、女王、总统、国家元首，都在祂的治理之
下。祂实在是元首，是管治者的首长。整个世
界的局势都在祂的掌管之下，而不是在任何国
家的控制之下。耶稣基督乃是今日宇宙的行政
管理者。神立基督为元首，高举祂作元首。祂
是地上一切君王的元首，执行神为着人的计
划。祂管理整个宇宙，为着完成神永远的计
划。 

 
 
 
 
 

应用：青职・大学院生篇 
年轻的在职者和大学院生，请大家有这样的

看见基督作为神而人者坐在宝座上，是属天的行
政执行官这一异象。这位执行官是獅子・小羊，
是得胜的救主，万王的统治者。祂凭着七倍加强
的灵执行着神的行政。 

看到新闻报道的世界局势，请不要只是感到
惊讶，不安，请与主成为一，为着神的经纶在地
上能够执行，为了加速福音白马而祷告。神在地
上的行动需要圣徒们的祷告。这正如因着但以理
的祷告，神成功地从被虜时代转移到神殿重建的
时代。如果没有召会配合的祷告，神的经纶就无
法在地上执行。 

此外、你要注意不要照着自身肉体的情欲、
爱自己、爱钱财、狂傲的、毁谤者、违背父母的
（包括属灵的父母）、沒有感谢等等这些而活并
堕落。七倍加强的灵已奉差遣往全地去，注视着
你的心，寻找和暴露隐藏的罪。比如有人试图找
借口或转变话题来掩盖自己心中的污秽、骄傲。
此时，七倍加强的灵会注视，寻找和暴露你。愿
主怜悯你，使你能够认自己隐藏的罪。这样，七
倍加强的灵会燃烧你的灵，并强有力地加速福音
的白马。 
启5:6 有七角和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
全地去的。 
FN“角”：角象征争战的力量。基督虽是救赎的
羔羊，却有争战的角。祂乃是争战的救赎主。FN
“目”：眼是为着鉴察并搜寻。基督是救赎的羔
羊，有鉴察并搜寻的七眼，为着执行神对宇宙的
审判，以成就神永远的定旨，这要完成于新耶路
撒冷的建造。…这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
普天下去，遍察全地的。 
提后2:19…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
义。 
20 但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
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 
21 所以人若洁净自己，脱离这些卑贱的，就必成
为贵重的器皿，分别为圣，合乎主人使用，预备
行各样的善事。22 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同那
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信、爱、和平。 
祷告：“哦主耶稣，我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爱
自己、爱钱财、狂傲的、毁谤者、违背父母的（包
括属灵的父母）、没有感谢都会玷污我。一直带
有这些污秽是不可能继续在主恢复中过召会生
活的。请七倍加强的霊注视鉴察并暴露我的心。
我愿意认被暴露出来的罪。请洁净我。七倍加强
的霊加强我、让我成为为着神旨意而活的贵重器
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