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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佈神聖的真理，以及看見世界終極局勢、神終極行動和主終極恢復的異象（補809）

關於世界局勢
與主行動的特別交通＃3

Ａ．主恢復之神聖真理的傳佈，要豫備主的回來，好帶進以色列和整個創造的恢復和復興。
馬可 16:15 祂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之物傳揚福音。
Ⅰ．主需要將祂恢復的真理傳佈到全地：
馬太 28: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將他們 Ｂ．爲著主的恢復和復興，需要傳佈繙譯出來、闡釋並解明的神聖真理；傳佈神聖的真理，會帶
進主的復興。
浸入父、子、聖靈的名裡，
提摩太前書 2:4 祂願意萬人得救，並且完全認識真理； 以賽亞書 11:9 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些都不傷人，不害物，因為對耶和華的認識充滿遍地，好像
馬太 24:14 這國度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 水充滿洋海一般。
然後末期纔來到。
Ｃ．主的恢復滿了神聖的真理，但在真理的應用上不彀，在真理的傳佈上太慢。
Ｄ．主對我們的吩咐是要去，教導萬民，使這世代得以終結。
Ⅱ．世界局勢總是神在地上行動的指標，這是一個歷史的事實：
Ａ．召會歷史也給我們看
但以理書 4:26 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樹根的不，等你知道諸天掌權，以後你的國必定歸你。35 地上所有的居民，都算為虛無；但 見，世界局勢是神在地上
在天上的萬軍和地上的居民中，祂照自己的意旨行事；無人能攔住祂的手，或對祂說，你作甚麼呢？
行動的指標。
關於從地中海出來的四個獸（第一獸・獅子：巴比倫及其王尼布甲尼撒、第二獸・熊：瑪代波斯、第三獸・豹：希臘及其王亞歷 Ｂ．神今日的行動，需要
山大大帝、第四獸・可怕可懼，極其強壯頭有十角的獸：羅馬帝國末一位該撒—敵基督）
：但以理書 7:3 有四個大獸從海中上來， 有一個適當的方向，來配
彼此各不相同。4 頭一個像獅子，有鷹的翅膀。我正觀看的時候，獸的翅膀被拔去，獸從地上被拉起來，用兩腳站立，像人一樣， 合世界局勢最近的改變。
又有人心給了牠。5 又有一獸如熊，就是第二獸，挺起身體一邊，口齒間啣著三根肋骨；有人對牠說，起來吞喫多肉。6 此後我
觀看，又有一獸如豹，背上有鳥的四個翅膀；這獸有四個頭，又有權柄給了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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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當我們看到世界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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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許多改變時，我們應當
神和祂宇宙的權柄：9 我觀看，見有些寶座設立，那亙古常在者坐下了。祂的衣服潔白如雪，頭髮如純淨的羊毛；祂的寶座乃是
醒過來，並考量主要作甚
火焰，其輪乃是烈火。10 從祂面前有火河流出。事奉祂的有千千，侍立在祂面前的有萬萬。審判者已經坐庭，案卷都展開了。
麼，以及這些改變與我們
從地中海出來的四個獸（續）
：11 那時因那小角說誇大話的聲音，我就觀看，見那獸被殺，身體毀壞，扔在火中焚燒。12 至於
有甚麼關係。
其餘的獸，權柄都被奪去，生命卻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時期和時候。
人子－基督－的來臨：13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祂來到亙古常在者那裏，被領近祂面前。
14 權柄、榮耀、國度都給了祂，使各族、各國、各方言的人都事奉祂。祂的權柄是永遠的權柄，不能廢去，祂的國必不毀壞。
１．美國蒙保守，是爲著傳佈保羅完成職事的中心異象。
Ⅲ．我們需要看
使徒 26:18 我差你到他們那裡去，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轉入光中，從撒但權下轉向神，又因信入我，得蒙赦罪，並在
見世界終極局
Ａ．世界終極的
一切聖別的人中得著基業。歌羅西書 2:2 要叫他們的心得安慰，在愛裡結合一起，以致豐豐富富的在悟性上有充分的確信，
勢、神終極行動
局勢包括美國
能以完全認識神的奧祕，就是基督；以弗所書 3:4 你們念了，就能藉此明瞭我對基督的奧祕所有的領悟，5:32 這是極大的
和主終極恢復
的至高地位：
奧祕，但我是指著基督與召會說的。
的異象：
箴 29:18 沒有
２．美國是神爲著祂末後的行動，所要使用的最後一個強國。
異象，民就放 Ｂ．神終極的行 １．神完成祂永遠心意的終極行動，是要基督在我們裏面作生命，在我們裏面湧流，浸透並滲透我們，使我們適合建造
肆；惟遵守律 動是要完成祂關 成爲祂的身體，作祂的彰顯。

法的，便為有 於基督是神的奧 ２．有三個項目已經恢復—福音的傳揚、聖經真理的教導以及合乎聖經的聚會之路；現今我們必須關心神終極行動這最後
福。
祕，以及召會是 的一項。
基督的奧祕這經 以弗所書 3:9 並將那歷世歷代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裡的奧祕有何等的經綸，向眾人照明，10 為要藉著召會，使諸天界裡
綸：
執政的、掌權的，現今得知神萬般的智慧，11 這是照著祂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所立的永遠定旨；
ａ．基督在我們裏面是湧流的生命，這必須是我們真實的經歷。
３．傳揚福音、教導
約翰 4:14 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面成為泉源，直湧入永遠的
聖經以及按照聖經
生命。
聚會，並不是神終極
ｂ．基督浸透並滲透我們，就用祂一切的元素供應我們，並了結我們裏面消極的事物。
的行動；神終極的行
ｃ．我們需要變化、長大成熟並被建造，好叫基督得著祂的身體。
動乃是要得著一班
ｄ．神所要的，乃是基督這位神的具體化身成爲我們的生命，而我們這些神的兒子成爲基督身體
有基督作生命並活
的肢體；這樣，基督就要得著祂的身體；這身體要在我們的所在地彰顯爲金燈臺；這就是新婦的
祂的人：
豫備。
４．卽使我們有充分的福音傳揚、正確的聖經教導以及合乎聖經的聚會，我們仍然需要問自己：我們中間有沒有神終極
的行動？
ａ．頭三步是傳揚福音、教導聖經以及按照聖經聚會。
５．神終極的行動是祂行動的第四步，要 ｂ．第四步是祂得著好些信徒，認識基督是何等的奇妙，有祂作生命並活祂，
完成祂永遠的定旨：
被祂充滿、滲透並浸透，藉著祂在他們裏面湧流的生命，而在生命裏長大並得
提摩太後書 1:9 救了我們，以聖召召了我 著變化，並與同作信徒的人建造起來，在他們的所在地成爲金燈臺；這是主今
們，不是按我們的行為，乃是按祂自己的 天所尋求的。
定旨和恩典；這恩典是歷世之前，在基督
ｃ．爲著第一步，福音的開展，神豫備了羅馬帝國；爲著第二步，歸回聖經，
耶穌裡賜給我們的，
神豫備了德國；爲著第三步，福音的恢復、聖經的教導以及正確的聚會，神
羅馬書 8:28 還有，我們曉得萬有都互相
使用了大英帝國；爲著第四步，神終極的行動，神豫備了美國。
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
被召的人。
ｄ．這終極的行動往前時，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美國，維持和平，並使道
路暢通。
６．神終極行動的方向必定是朝向歐洲；在但以理二章的大人像被砸碎之前，主的恢復必須擴展到歐洲，並生根在那裏。
１．神終極的行動，人已經看不見了；但現今主要恢復這行動，因而完成祂想要作的。
Ｃ．主終極的恢
２．主要恢復基督，神的奧祕，成爲內住的靈，將三一神分賜到相信的人裏面，因而使我們成爲祂身體的肢體，作祂團體的
復和主終極的
彰顯；這個身體彰顯在地方上乃是燈臺，成爲祂的見證，就是耶穌的見證。
行動是一樣
３．這是主終極的恢復，祂也得著了美國來維持世界局勢，使祂終極的恢復得以開展，好完成神終極的行動。
的：
馬太 28: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無論是甚麼，都教訓他們遵守；看哪，我天天與你們同在，直到這世代的終結。

經歷: ①追求、經歷、傳佈神聖的真理

②神終極的行動和美國的角色

按照以賽亞十一章，復興的來臨是因爲『對耶和華的認識充滿徧地，好像水充

你在這裏不該只是謀生！那太低了。要對神終極的行動有負擔。然後你會看見

滿洋海一般』（9）。我們必須爲主說話，好帶進這復興。若沒有人傳佈神聖的真理，
人怎能聽見？傳佈那解開並解明之神聖真理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這就是爲甚麼我們必須研讀這些真理。…我們不是去〔歐洲〕，按傳統的方式向
人傳講，乃是告訴他們一切的神聖真理。藉著我們的講說，有些人會扎實的得救。
我們若向他們講說約翰三章十六節裏較深的真理，他們就永不會忘記這一節。願

神與你是一，你的生活不會有問題。
神終極的行動是甚麼？乃是得著一班有基督作生命的人。我們必須活祂。我們
不可以僅僅有道理，我們必須在日常生活中有真實的生命。基督在我們裏面是湧
流的生命，這必須是我們的經歷。祂浸透並滲透我們，就用祂一切的元素供應我
們。成爲肉體、人性、爲人生活、釘十字架、復活—這一切都在這個滲透裏傳輸到

主使我們有負擔學習神聖的真理，並爲著主的恢復和復興，將這些真理傳佈到各
處。
主的恢復滿了神聖的真理，但在真理的應用上不彀，在真理的傳佈上太慢。如
果我們沒有進入職事文字裏的真理，我們在這些真理的應用上就有短缺。

我們裏面。祂的生命浸透我們，就把我們裏面消極的東西殺死，並用神聖的元素
供應我們。我們需要知道這個，不僅在道理上，更在我們的經歷裏作實際。然後
我們需要認識如何變化，如何長大成熟。不僅如此，我們必須憑經歷來認識甚麼
是建造，好叫基督得著一個身體。
主這終極的行動旣從這裏往前，就需要這樣一個強大的國家，維持世界和平，

中高生篇：
馬太 24:14 這國度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纔來到。
恩典的福音藉著大英帝國已傳遍全世界。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包括沒讀過聖經的
人，都知道聖經在傳揚罪的赦免。但是馬太 24 章說到，主要將國度的福音向所有的
子民做見證後，然後末期才會來到。國度的福音包含罪的赦免，但不只是如此，還包
含生命的重生、長大、在生命裡掌權、召會生活。『人生的奧秘』這本福音小冊子是傳

並使道路暢通。我們旣有七四七飛機，就不再需要頭幾世紀用以開展福音的羅馬
道路。但這些七四七需要和平的局勢，讓主恢復的話語出去。倘若和平受到破壞，
傳播就會停頓。主需要一個國家來爲著這個。美國沒有剝奪別的國家，反而一直
給出去。自一九四五年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給了其他國家數以億計的美元。

揚國度的福音。而且，恢復本聖經的註解、生命讀經的信息內容都滿了國度的福音。
世上的人們，都聽膩了諸如罪得赦免、將來會上天堂膚淺的福音，甚至還感到
蔑視。他們不相信福音的其中一個理由就是福音傳揚的內容太膚淺、貧乏了。其
實他們是渴慕國度的福音。
你藉著召會的讀聖經、生命讀經、晨興聖言的追求，從年輕時開始追求在恢復

身為在職者的你要理解，人類歷史是稻殼，那裡面的內容是神聖的歷史。若你的
在職生活只是為了自己的幸福，裡面沒有神聖歷史的話，你的歷史就是只有稻殼
且沒有意義的歷史，或是被四種類型的蝗蟲給吃光，變成只不過是個耗損的歷史。
稻殼唯一的用處就是要讓裡面的核仁長大。換句話說，你的在職生活若是沒有神
聖的歷史來推動神經綸的話，就算你再成功也沒有任何價值。

裡所被賜與的偉大真理、國度福音的卓越的內容。神在你得救之後，希望你完全
認識真理。在追求真理之後，在中高生生活裡，學習應用真理到實際生活中。因
為真理不是教條，是實際。理解真理後，你應該要追求去經歷它。例如羅馬書12:2
說道：「反要藉著心思的更新而變化，叫你們驗證何為神那美好、可喜悅、並純全
的旨意。」你在讀書遇到困難跟不上的時候，要呼求主名、將心思置於靈禱告、心
思得更新、經歷心思的理解力被提高。如此經歷真理作實際，就能夠有負擔向同

一考察人類歷史，就明白那裏有終極的局勢。這也是為了帶進神終極的行動。
為了要拾起神終極的行動的負擔，請執行以下事項。
a. 不只是把真理當教條，要在日常生活中，特別是要應用在職生活和婚姻生活
中作為實際並過有見證的生活。
b. 理解世界的終極局勢，不是過漫無目的且形式上的召會生活，要有推動神經
綸的負擔。

學傳福音。這樣你就會成為廣傳神聖真理的人。阿們！

c. 在職生活中，不要簡單地認為只要去公司就能夠拿到薪水。應該要對公司有

在職青年篇：

優良的貢獻。而且，在職生活中經歷基督，不只是為了自己的幸福，要為著
建造召會而繁盛。

BSG: 得榮耀的宝贵器皿 by 神大 BSG OB/OG
1．人是器皿：
羅馬書 9:23 且要在那些蒙憐憫、早豫備得榮耀的器皿上，彰顯祂榮耀的豐富；
我們是神的器皿。神愿成為我們的內容。水瓶是用來裝水的。同樣地，我們是
用來盛裝神的。無論是知識、財富、享樂、成功，都無法讓我們滿足。因為我們被
創造是為了要盛裝神的！
2．三部分からなる器：
帖撒羅尼迦前書 5:23 且願和平的神，…又願你們的靈、與
魂、與身子得蒙保守，…。
人是神的器皿。這器皿聖經說分成三部分—靈、魂、體。
請看圖。
體指的是肉體。屬於生理學的領域，是觸及物質界的事物，最表面的部分。魂
是思考的器官。屬於心理學的領域，是觸及心理層面世界的事物，比較深的部分。
靈是人最深處的部分。屬於靈的領域，摸著神的事物。
身體有问题可以去看醫生。心理生病可以去看精神科醫生。但是靈的問題只有
神才能解決。
3．基督為了神的分賜的兩次「成為」：
約翰 1:14 話成了肉體，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豐豐滿滿的有恩典，有實際。我們
也見過祂的榮耀，正是從父而來獨生子的榮耀。
神「成為」肉體，出生為人，被稱作耶穌。
哥林多前書 15:45 ”末後的亞當成了賜生命的靈。
主「成為」那靈。是藉著死而復活，被稱為賜生命的靈。這靈是「賜生命的靈」，
所以帶着生命，将神分賜到相信他的人裡面。。

4．成為基督徒的意義：
基督徒是接受神分賜的人。首先神分賜自己到我們靈裡，然後從我們的魂擴大
到靈裡。最後我們的靈、魂、體都被神充滿、浸透。聖經說這樣的結果是得榮耀。

這才是人生的目的！這才是成為基督徒的意義！這才是神為
你訂好的計畫！
5．寶貴器皿的基督徒的責任、魂的更新：
哥林多後書 4:7 但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超越的能力，
是屬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壞，我們裡面的人卻日日在更
新。
魂魂的功能，就是心思、意志、情感，必須藉著被征服而得更新、提高。我們重
生的靈，與裡面的各個部分一同，有著復活生命的供应，新陳代謝地，日日更新。
你在大學的課業上，能更提高魂的功用、經歷被更新。根據某統計，世界上有
影響力的科學家 95%是基督徒。他們的靈從重生後，就浸透到魂的各部分，心思、
情感、意志，藉著征服它、得以拉高，注意到過去人類所沒注意到的，在自然科學
中找到新的發現。
6．給沒負起責任的基督徒的警告：
如果你對主漠不關心，就有不履行責任的危險。如果你對主有消極的發展，就
無法有心思的更新，不與主合作的話，在實際的課業上，就無法有任何祝福吧。
不只如此，若是你不勤奮地讀書的話，還可能因成績不好而留級。你必須要與主
一同、經歷主、好好學習。
羅馬書 12:11 殷勤不可懶惰，要靈裡火熱，常常服事主。
另外，你是盛裝寶貝的器皿，要注意不要一直被罪和屬罪的東西(憤怒、嫉妒、性急、
情慾等)所充滿。不要硬著心，要向主敞開、呼求主名，在主的祝福下在校園生活中往
前進。
希伯來書 3:13 總要趁著還有稱為“今日”的時候，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
有人被罪迷惑，心就剛硬了。
7．履行責任實際的方法(路)：
你接受憐憫成為了榮耀的贵重器皿。為了要使你的器皿被寶貴的東西、基督所
充滿，請履行以下的責任。
a. 毎每天早上花5～10 分鐘，呼求主名、禱讀主話、享受主、被主充滿
b. 在大學的各種活動裡，保持喜樂、大大地彰顯基督
c. 參加 BSG，與社團團員一同享受基督、彼此勉勵
d. 學生的本分是讀書，在課業上經歷心思得更新，提高理解力。這樣成績就漸
漸提高，奠定考研究所或就業的良好基礎。
e. 不逃避上述身為寶貴器皿的責任，在履行責任的事上倚靠恩典並成長。這樣，你
就能夠成為對人及對神都有用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