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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我们享受美地的丰富(食物的丰富)所予
表的基督的时候，神的目光一直在我们身上，我们
是祂关怀的对象(Ⅰ)。神呼召的目的是要将我们带
进流奶与蜜的美地所预表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享受里。
奶和蜜是动物生命与植物生命的调和，是基督生命
的两面——救赎的一面和生产的一面(Ⅱ)。美地的
主要的出产有小麦，大麦，葡萄，无花果，石榴，
和橄榄。小麦是予表被限制的基督，成为肉体，被
钉十字架，被埋葬的一位。大麦乃是复活的基督。
葡萄树是牺牲的基督，将祂自己一切全献上的基督。
本于祂的牺牲，祂产生了新酒，使神与人喜乐。无
花果树表征基督作我们供应的甘甜与满足。石榴树
预表生命的丰满，生命的丰盛和美丽，以及生命丰
富的彰显。橄榄树预表基督是被圣灵（橄榄油）充
满并为圣灵所膏的一位(Ⅲ～Ⅷ)。               
Ⅰ．基督作居首位和包罗万有者，乃是众圣徒所分
得的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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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所分得的分是指业分，如以色列人分得迦南美地
之分，作他们的产业。 
B．新约信徒所分得的分，不是物质的土地，乃是包
罗万有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1．美地的丰富预表
基督那追测不尽之丰富的不同方面，在祂的灵里作
祂信徒全备的供应。2．在基督里的信徒借着享受那
地的丰富，被建造为基督的身体，作神的家与神的国。 
C．因着我们实际地联于基督这美地的实际，并享受
祂的丰富，神的眼目就一直看顾我们，使我们享受
神的同在，并使我们成为祂眷顾的对象。申11:12 
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
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 
Ⅱ．神呼召的目的，是要将神所拣选的人带进流奶
与蜜的美地所预表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享受里： 
A．奶和蜜是动物生命与植物生命的调和，是基督生
命的两面——救赎的一面和生产的一面：1．基督的
生命救赎这一面是为着我们法理的救赎，基督的生
命生产这一面是为着我们生机的拯救。2．主桌子的
表记之物，表征基督的生命救赎与生产这两面，为
着神完整的救恩；因此，美地成了桌子，筵席，作
我们的享受。 
B．我们借着享受基督作流奶与蜜之地，就被祂这奶
与蜜所构成——“我新妇，你的嘴唇滴下新蜜；你
的舌下有蜜有奶”。                      周一 
Ⅲ．美地有小麦；小麦预表受限制的耶稣，那成为
肉体、被钉死并埋葬者：约12:24 我实实在在的告
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A．我们在受限制、受压迫的处境中，可以经历主作
一粒麦子：1．当我们在限制我们并约束我们的处境
中接触主时，我们就领悟到祂是那位无限的神成了
有限的人，并且领悟到在祂里面有能力承受任何限
制。2．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乃是一粒麦
子，过成为肉体者、受限制者的生活；祂是我们的
生命，使我们愿意受限制，愿意死，愿意被埋葬。 
3．我们若接触主，就会经历祂是一粒麦子；在祂里
面，我们对我们的景况就会知足。 
B．保罗认为自己是基督耶稣的囚犯；表面上他是拘
禁在监牢里，实际上他是被囚在基督里。 

弗3:1 因这缘故，我这为你们外邦人作基督耶稣囚
犯的保罗，为你们祈求。4:1所以我这在主里的囚犯
劝你们，行事为人要与你们所蒙的呼召相配， 
C．至终每一个忠信爱慕基督的人，不仅要受基督监
禁，也要被监禁在基督里；我们越爱祂，我们就越
在他里面，到一个地步，祂成了我们的囚牢；我们
在这囚牢里能享受基督到极致。            周二 
Ⅳ．美地有大麦；大麦预表复活的基督： 
A．因着大麦早成熟，所以大麦是庄稼中的初熟果子
——预表复活的基督。利23:10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进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
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 
林前15:20 但如今基督，就是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已经从死人中复活。 
B．作为初熟的果子，基督已经成为生命的粮（饼）；
因此，大麦饼表征在复活里的基督作我们的食物： 
约6:48 我就是生命的粮。 
1．五这数字表征责任；这指明复活的基督能承担责
任。约6:9 这里有一个孩童，他有五个大麦饼、两
条鱼，只是供给这么多人，还算什么？ 
2．我们从基督这大麦饼得喂养时，我们就成为大麦
饼，以我们所经历的基督喂养别人。 
C．我们要经历小麦（就是受限制的耶稣），就需要
应用大麦（就是无限的基督）；我们在复活基督的
大能里，跟从受限制的耶稣。 
D．我们在那加我们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作，因
为祂是复活且无限的基督。               周三 
Ⅴ．美地有葡萄树；葡萄树预表献祭（牺牲）的基
督，就是将祂自己一切全献上的基督；本于祂的牺
牲，祂产生了新酒，使神与人喜乐： 
士9:13 葡萄树对他们说，我岂可停止生产我那使
神和人喜乐的新酒，去飘飖在众树之上呢？ 
腓2:17 然而，即使我成为奠祭，浇奠在你们信心的
祭物和供奉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A．基督是生产酒的人，献上自己以产生酒，使神与
别人喜乐；我们若接触这位由葡萄树所预表的基督，
并经历祂牺牲的生命，祂就会使我们有力过牺牲的
生活，产生酒使神和别人快乐。 
B．我们在自己里面无法过牺牲的生活，因为我们的
生命是天然的生命，自私的生命：1．我们若是接触
主，经历祂牺牲的生命，祂就要加给我们力量，刚
强我们，使我们为神为人牺牲。2．我们越经历基督
作葡萄树连同祂牺牲的生命，我们就越得着加力，
能牺牲自己，使神和别人快乐：ａ．我们要被快乐
“灌醉”，看见最快乐的人乃是最不自私的人。
ｂ．我们要将快乐带给那些和我们接触的人，也要
将喜乐带给神。                          周四 
Ⅵ．美地有无花果树；无花果树表征基督作我们供
应的甘甜与满足： 
士9:11 无花果树对他们说，我岂可停止结出我的
甘甜和美果，去飘飖在众树之上呢？ 
A．保罗是经历并享受基督的甘甜和满足作供应之人
的榜样。 
B．虽然保罗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但他为着使众圣
徒得到信仰上的进步和喜乐，愿意留在肉身里： 
腓1:22 但我在肉身活着，若使我的工作有果子，我
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 
1．借着保罗这管道，众圣徒能经历基督，并得到信
仰上的进步和喜乐。2．今天急切需要供应的管道；
圣徒们若要经历基督，必须有人作供应的管道。 



C．保罗是有分于恩典的人，他在主里大大的喜乐；
保罗在主里喜乐，他的喜乐没有随着时间消减。 
D．保罗借着基督的身体，接受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
供应；恩典乃是神在基督里作我们的享受，借着耶
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传输给我们。 
Ⅶ．美地有石榴树；石榴树预表生命的丰满，生命
的丰盛和美丽，以及生命丰富的彰显： 
A．大祭司的外袍表征召会，其底边有石榴和金铃。 
B．召会该在人性里满了生命，这就是用麻作的石榴
的意义。 
C．召会有人性为着彰显生命的丰满，也有神性为着
金铃的声音：1．生命的丰满彰显在召会的人性里，
而警告的声音彰显在召会的神性（金铃）里。2．首
先我们有生命丰满的彰显，然后有金铃的声音，就
是出自召会之神性的说话。3．彰显在我们人性里生
命的华美，以及来自金铃之神圣的声音，乃是正确
召会生活的标记。 
D．环绕殿中柱子上端之柱顶的二百个石榴，表征生
命丰富的彰显：1．审判自己的人（铜），不重看自
己的人，能在错综复杂的光景（装修的格子网和拧
成的炼索形成的花圈）中完全担负责任，因为他们
不是凭自己活，乃是凭在神里面的信心（刻着百合
花）而活；因此，他们二百倍的显出生命的丰富（石
榴）。2．每一百个石榴中，九十六个是外露的，四
个是遮盖起来的：ａ．生命丰富的彰显是永远完全
的，在复活的新鲜中，也在那灵里。ｂ．每一百个
石榴中有四个是隐藏的，这指明我们天然的人，我
们天然的生命，和我们的己，必须遮藏起来。ｃ．当
我们天然的人消失时，我们就有九十六个石榴，就
是在属灵空气的实际中基督生命丰富的彰显。 周五 
Ⅷ．美地有橄榄树；橄榄树预表基督是被圣灵充满
并为圣灵所膏的一位： 
亚4:12 我第二次问他说，在两个金嘴旁边，这两根
流出金油的橄榄枝是什么意思？14 他说，这是两
个油的儿子，站在全地之主的旁边。 
A．橄榄树的油预表圣灵，是用来尊重神和人的： 
士9:9 橄榄树对他们说，我岂可停止生产我那尊重
神和人的油，去飘飖在众树之上呢？ 
1．我们若没有圣灵，就不能服事主或帮助别人。2．我
们要服事主并帮助别人，就必须被那灵充满；唯有
当我们被那灵充满时，我们才能尊重神并尊重人。 
B．我们将基督供应给别人，用油供应他们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神（金）供应他们： 
1．我们都该是橄榄树，从我们自己里面流出神来，
流到别人里面。2．这样，借着那些作橄榄树流出神
的人，需要的人就得着油的供应。 
C．我们作为基督徒乃是橄榄树，不是作个别的树，乃是作基
督这独一橄榄树的枝子：1．基督是那唯一的橄榄树，但从祂
已经有许多分枝、许多苗生出来，这些分枝或苗，就是今天
在地上的许多橄榄树。2．我们是基督这独一橄榄树的枝子，
需要用油，就是用那灵，供应别人，使他们得以被点活，作神
独一的见证。                                            周六 

美地的六种主要食物的图片： 
 
 
 
 
 

小麦(wheat) 大麦(barley)   葡萄（ぶどう） 

小麦：原本是次年生长的植物，秋天播种，普遍的
是次年春天的时候发芽，夏天收割。 
大麦：秋天播种，以苗木的形态越冬，春天出穗（开
花），结果之后，初夏收割。 
 
 
 
 
 
 

无花果        石榴         橄榄树 
Crucial Point⑴:实行晨晨复兴，有份于每周第
一日主日的主的桌子。这种生活，可以确立并加强

你对美地丰富出产的享受。 
申 26:9 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
给我们。 
OL1:神呼召的目的，是要将神所拣选的人带进流奶
与蜜的美地所预表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享受里。 
OL2:奶和蜜是动物生命与植物生命的调和，是基督
生命的两面—救赎的一面和生产的一面。基督的生
命救赎这一面是为着我们法理的救赎，基督的生命
生产这一面是为着我们生机的拯救。 
OL3:主桌子的表记之物，表征基督的生命救赎与生
产这两面，为着神完整的救恩；因此，美地成了桌
子，筵席，作我们的享受。 

美地乃是流奶与蜜之地。…没有花我们不可能
有蜜，没有蜜蜂我们也不可能有蜜。我们必须有花，
也必须有蜜蜂。这两样彼此合作；这两种生命调和
在一起，就产生蜜。 

奶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若是没有草场，
若是没有草，即使我们有牛有羊，也不能有奶与脂
油。 

当你享受基督作小麦、大麦、葡萄树等等，同
时你也享受祂作公牛、羊羔，你就要看见主是多么
美善，主之于你是多么甘甜，多么丰富，正像奶与
蜜一样。特别是当你灵里软弱的时候，你到主面前
来经历并应用祂，你就觉得祂是奶与蜜。你感到基
督生命的丰富与甘甜。哦，奶的美善和蜜的甘甜！
基督是多么美善！ 

应用：新人及青少年・大学生篇 
❶动物生命与植物生命的调和：美地首先的特色便
是流奶与蜜之地。奶是奶牛（动物生命）和牧草（植
物生命）的调和，蜜是蜜蜂（动物生命）和花（植
物生命）的调和。你应当通过向主认罪，经历基督
救赎的生命，吃喝享受作为生命的粮的基督，经历
基督生命的产出。这样，你也就可以经历流奶与蜜。 
❷有份于每周主日的擘饼聚会和晨晨复兴：各位新
人和年轻的学生们，请每周参加主日的擘饼聚会。
在擘饼聚会上，主的桌子的饼和杯的分离表征主在
十字架上流血，完成了救赎。并且饼表征赐生命的
灵，赐人生命。就像享受美地丰富的出产使殿得着
建造一样，吃饼可以达到基督团体身体一的彰显。
因此，为了过享受美地的生活，请在一周的第一天、
复活的日子、有分于主日聚会的主的桌子。在每周
的新的开始，有分与主的桌子，在一天新的开始，
实行晨晨复兴。这是为了过享受美地各种食物的生
活之必须。 

通过有份于晨晨复兴和每周的擘饼聚会，主的
话会住在你的里面，你的灵也会得到加强。而且在
日常生活中，借着复活的大能，经历十字架（小麦
和大麦的经历），进而经历使神和人喜悦的葡萄酒，
你在学校成为喜悦的人，也会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



信赖。 
祷告：“哦，主耶稣，请拔高我的召会生活，是享
受美地丰富出产的生活。每早晨，操练灵，祷读主
话，参加每周第一天的主日聚会，一起有份于主的
桌子。在这神圣的桌子上，有主的救赎的一面和生
命的一面，达到基督身体的建造和一。主啊，赞美
你。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每天我都要经历表征救
赎的动物生命与表示生产的植物生命的调和。” 
Crucial Point⑵:在职场生活中经历小麦、大

麦、葡萄，也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复活、基
督牺牲的生命 

OL1:小麦预表受限制的耶稣，那成为肉体、被钉死
并埋葬者。当我们在限制我们并约束我们的处境中
接触主时，我们就领悟到祂是那位无限的神成了有
限的人，并且领悟到在祂里面有能力承受任何限制。 
OL2:我们从基督这大麦饼得喂养时，我们就成为大
麦饼，以我们所经历的基督喂养别人。 
OL3:我们要经历小麦（就是受限制的耶稣），就需
要应用大麦（就是无限的基督）；我们在复活基督
的大能里，跟从受限制的耶稣。我们在那加我们能
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作，因为祂是复活且无限的
基督。 
OL4:基督是生产酒的人，献上自己以产生酒，使神
与别人喜乐。 
OL5:我们若接触这位由葡萄树所预表的基督，并经
历祂牺牲的生命，祂就会使我们有力过牺牲的生活，
产生酒使神和别人快乐。 

当你在那种受限制、受压迫的处境中，你来接
触主，祂之于你就像一粒小麦。当你接触了主，马
上你能完全满意于你的处境和你的限制。哦，在你
里面的生命就是基督自己，乃是一粒小麦。这生命
是一个小木匠，成为肉体者，受限制者的生命。 

耶稣对祂的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
徒说，“这里……有五个大麦饼……，只是供给这
么多人，还算什么？”主回答说，“拿过来给我。”
只要是大麦饼，只要是属于复活基督的，那就够了；
那就够应付局面，并且还有余剩。…若是你肯接受
我的话，相信复活的基督，并且应用祂，你就要发
现所余剩存留在你里面的，比你开头的还多。这就
是大麦。请应用复活的基督，就是那无限的，取用
不尽的一位。 

有的时候神主宰的权柄，把我们摆在某一种处
境中，需要我们牺牲自己好使别人喜乐，也使神喜
乐。当我们在这样的处境中来接触主，就在那时我
们经历祂作出产酒的葡萄树；我们经历基督作使神
喜乐，并使人喜乐的一位。 

应用：青年在职・大学院生篇 
基督的死和复活是经历基督的基础。❶小麦…

受限制的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在职者会受到各
种各样的限制和要求。但是主耶稣明明是神，却作
为贫穷的木匠的儿子而出生，在人无法想象的受限
的生活里大大的彰显神，实行神的旨意。比如，你
必须在期限内完成工作的同时还要照顾后辈。如果
你已婚，就还会有来自妻子和孩子的要求。但是你
绝不能说这样的话，“只有一件事情的话还能完成，
各种事情一起发生的话，环境太糟糕了没办法完成”。
请你在受限制的环境中经历受限制的耶稣的人性。
这就是小麦的经历。 
❷大麦…基督的复活:在公司，你是不是常常会觉得
上司的要求超出了自己能力的范畴。这是你经历大
麦，经历延展无限的基督的机会。弟兄的见证：我
在台湾两年全时间训练的最后半年，被要求每天早

上读五篇腓利比书的生命读经的信息，参加一个把
一章的信息用十分钟来分享的小组。在那之前我没
有读过一次中文的生命读经和属灵书报，所以就跟
同工说：“我不行。”但是他严厉地指示我让我一
定要做。我当时感到像是一泼冷水从头上浇下来，
茫然不知所措。我便想“我是不是没法毕业了啊。”
但是从第二天开始我就拼命地开始做这件事。令人
非常吃惊的是，上午读完五篇信息，完全能够理解，
之后也能够把信息讲出来。在耶稣基督的灵里有复
活的大能，这大能让我能做到自己不能做到的事。 
❸葡萄…基督牺牲的生命:我们越与祂牺牲的生命
一同经历基督作葡萄树，就越能得着加力，能牺牲
自己，使神与人喜乐。这样的人就是完全从个人主
义中被拯救出来的，可以抛开自己的利益，单纯的
考虑公司利益的人，所以也能成为对公司非常有用
的人才。祷告：“哦，主耶稣。你是无限的神，却
成为了有限的人。在你里面有承受任何限制的能力。
很多时候，我无法满足需要，无法面对那样的情形。
但是，我是何等的赞美你。你可以。我完全地信赖
你，完全地信靠你而往前。让我能更进一步，摸着
基督牺牲的生命，过牺牲的生活，使神与人喜乐。
阿们！” 

Crucial Point⑶:经历基督甘甜的供应， 
成为向其他人供应的管道(无花果的经历)。 

召会是在人性中彰显生命的丰满(石榴的经历)。 
被圣灵充满、服事人、祝福、尊重(橄榄树的经历) 
OL1:保罗是经历并享受无花果树表征基督的甘甜
和满足作供应之人的榜样,这样的榜样是将生命供
应给人的管道。 
OL2:今天急切需要供应的管道；圣徒们若要经历基
督，必须有人作供应的管道。 
OL3:大祭司的外袍表征召会，其底边有石榴(人性
里生命的丰满)和金铃(神性里警告的声音)。召会有
人性为着彰显生命的丰满，也有神性为着金铃的声
音。 
OL4:橄榄树的油预表圣灵，是用来尊重神和人的。
我们若没有圣灵，就不能服事主或帮助别人。我们
要服事主并帮助别人，就必须被那灵充满；唯有当
我们被那灵充满时，我们才能尊重神并尊重人。 

士师记九章十一节告诉我们，无花果树代表甘
甜和美果。它说出基督的甘甜和满足作了我们的供
应。主的甘甜和满足成了我们的供应！。 

在身体生活里，急切需要一些人成为供应的管
道。我们需要像保罗这样的肢体。当这样的肢体过
去了，说真的，基督的传输就中断了。但是，只要
这些肢体与我们同在，传输就源源不绝，不至减弱，
我们也能在他们身上在基督里夸口。所有在地方召
会中带头的人都该是这样的管道，都该是这种供应
的凭借。 

我们现在来到…石榴树。石榴树代表什么
呢？…当你看见一棵成熟的石榴树，你就马上体会
生命的丰盛和美丽。当你享受基督并经历基督作小
麦，作大麦，作葡萄树，作无花果树的时候，基督
的美丽就在你身上，基督生命的丰盛就从你显出。
这就是经历基督作石榴树。 

士师记九章九节告诉我们，橄榄油是为着尊重
神和尊重人。我们若是要尊重神或尊重人，我们就
必须用橄榄油。这就是说，我们若是要服事主，若
是要帮助别人，我们必须借着圣灵才行。 

你有没有体会到，每一次你去接触一个弟兄或
姊妹，你乃是去尊重他？你是凭着什么去尊重他呢？
凭你自己么？凭你天然的生命么？凭你的旧人么？



凭你属世的知识么？你只能凭着圣灵去尊重他。申
8:8 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
树；那地有出油的橄榄树… 10 你吃得饱足，就要
颂赞耶和华你的神，因祂将那美地赐给你了。 

应用：服事者篇 
❶无花果…基督的甘甜和满足的供应：在地方召会，
需要供应的管道。作为服事者的你，请经历基督作
无花果，有份基督的甘蜜和满足的供应。你被基督
的甘甜充满的时候，你就成为供应的管道。 
❷石榴…人性里生命丰满的彰显：石榴是召会人性
里生命丰满的彰显。当召会有生命丰满的彰显时，
警告的声音会在召会的神性(金铃)里彰显出来。在
召会的时代，人有撒但之罪住肉体的问题(嫉妒、争
竞、高傲等)，以及迷失堕落魂的问题(不信、喃喃
自语、衰败等)。因此，无论你在主里如何往前，都
需要受警告。 
❸橄榄树…被圣灵充满的人：橄榄油指圣灵。服事
者被圣灵充满，从日本文化的范围出来，在神性而
奥秘的范围里，服事、帮助、尊重和祝福人。这就
是真实的，建造的服事。比如你负责主日聚会的鸟
瞰和结尾的交通。你当然需要做好准备，但无论怎
么准备，如果你不充满了圣灵说话，你就不能通过
说话来膏抹人，尊重和祝福人。即使你话说不好，
只要你满了圣灵，你就可以供应给別人。 
祷告：“哦,主耶稣，饱享你的甘甜，让新人们成为
供应你的管道。另外，请让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来
彰显生命的丰满。同时，听召会生活中神圣警告的
话语。我有肉体和堕落的魂的问题，所以总是需要
被警告。我在你面前悔改，认自己的罪、缺点和软
弱。请用那灵充满我。愿我用橄榄油、圣灵，服事、
帮助、尊重、祝福人！阿们！”                 

本周话题:中国武汉冠状病毒的扩散和 
福音的传扬⑹ 

中国的冠状病毒死亡人数达到 2915 人，但是在
湖北省、武汉、中国各地都有明显地缓和趋势（截
至 3 月 2 日 9:46）。赞美主。 
A.神户召会的决定事项：按照日本政府为了抑制冠
状病毒扩散的政策，全国小中高中在 3 月 2～13 日
2 周都停课。为此，神户召会 2月 27 日，在信心和
祷告以及交通中决定了以下四件事： 

提前 2:1 所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
代求、感谢；2 为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十分敬虔庄重的过平静安宁的生活。 
❶3 月的主日聚会不实行合同聚会： 
因为三宫和神户、鱼崎 1 和夙川的擘饼等一部分的
合同聚会人数不多（50 人以下），所以将继续。祷
告聚会，3 月 3 日和 10 日这两周，将在本山和鱼崎
（鱼崎 1、2、夙川）分开举行。 
❷预备酒精消毒液： 
在各区主日聚会的入口预备酒精消毒液。请参加者
消毒手。 
❸3 月份可以使用 Line 等参加主日聚会： 
对病毒感染感到不安的人，3月份请他们用 Line 等
参加聚会。同时，要鼓励他们不要感染了担心病毒。
请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到会所参加聚会。 
❹加速福音的白马： 
一边使用 Line 等一边积极地实行正常的召会生活。
应该使福音和召会生活这匹白马跑地更快。配角灰
马（冠状病毒的扩散）越跑，主角白马就必须跑地
更快。 
B.祷告的意义：西 3:1 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寻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2 你们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 
寻求在上面的事，并思念那些事，就是加入主

天上的职事、也就是祂神圣的事业。这乃是祷告的
真正意义。 
来 7:25 所以，那借着祂来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
拯救到底；因为祂是长远活着，为他们代求。 
太 18:18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
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捆绑的；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
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释放的。19 我又实在告诉你
们，你们中间若有两个人在地上，在他们所求的任
何事上和谐一致，他们无论求什么，都必从我在诸
天之上的父，得着成全。 

在基督天上的职事里，祂今天是活着作大祭司，
为众召会代求。在基督天上的职事里，祂今天是活
着作属天的执事，以基督的丰富供应圣徒。 

启示录 4章和 5 章里有“中央政府”的异象。
在启示录 2 章和 3 章里有众召会作“大使馆”的异
象。借着七灵，有一种传输从天上“总部”传到众
召会这些“大使馆”。 
C.祷告的五个负担：雅 5:16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祷， 
➊认自己和本国国民的罪、❷为武汉、湖北省、中
国、❸为日本和神户、❹为福音、❺小心不要感染
了“担心病毒”。 
腓 4:6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
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7 神那超越人所
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你们的心怀
意念。 
D.余洁麟弟兄提出的为中国祷告的六个项目： 
❶瘟疫终止：请为中国人，特别是居住在湖北省和
武汉市的人以及弟兄姊妹祷告。主在十字架上也为
中国人死了。求主赦免他们的罪。愿冠状病毒不再
扩散，愿福音得到广传。 
民 16:47 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奔到会众中间；
看哪，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
百姓遮罪。48 他站在死人与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
了。  
诗 91:6 也不怕黑暗中流行的瘟疫，或是午间损毁
人的毒病。7 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
你右边，灾害却不得临近你。Lord Jesus, Release 
Your Word! Bind the enemy! Stop Virus! Spread 
Gospel! 
❷人心安定：耶 29:7 我所使你们迁徙到的那城，
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
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 
❸国家稳泰 
❹民生恢复：创 4:26 塞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
叫以挪士。在那时候，人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 
❺主佑中华 
❻中华归主：代下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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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24 小时守望祷告：因着余洁麟弟兄的呼吁，全球
开始了 24 小时守望祷告。神户召会在祷告聚会的
PM8:00～8:15 之间，为武汉、湖北省、中国祷告。 
祷告：“哦，主耶稣，每次听到冠状病毒的新闻，
我对福音的负担必须要更加的增加。因为红马（战
争）、黑马（饥荒）、灰马（死亡）是配角，都是
为了加快福音这匹白马的奔跑。福音不管传到哪里，
都能够战胜一切的反对，并得胜。愿福音在中国，
在日本各处，在神户，在全球都能够取得优势。愿
不信的日本人更多的得救。另外，我也要凭信，为
日本的安倍政权、自民党干事长、厚生劳动大臣、
官员领导们祷告，尊重他们的决定。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