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世界局势与主的恢复应时的话： 
#6: 新妇的预备 8/24-30 

OL Summary: 
Ⅰ.羔羊的婚娶乃是神新约经纶完成的结果；神新
约的经纶是要借着祂法理的救赎并凭着祂神圣生
命里生机的拯救，为基督娶得一个新妇，就是召会。
Ⅱ.主的恢复是为着预备由祂所有得胜者组成之基
督的新妇： 
A.所有的得胜者要成为在开始和新鲜阶段里的新
耶路撒冷，作基督的新妇一千年。 
B.至终，所有的信徒都要联于得胜者，使新耶路撒
冷丰满地得以终极完成并完全，在新天新地里作基
督的妻子，直到永远。 
Ⅲ. 团体的新妇得以预备好，是在于得胜者生命的
成熟： 
A.在新约圣经里，“完全”这辞用于指信徒在神的
生命上长成、成熟并得以完全，指明我们需要在神
圣的生命里长大成熟，以至于完全。 
B.我们需要继续长大，直到我们在神圣的生命里成
熟，成为长成的人，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
C.新妇要成熟，她的信和爱就要完全得着发展: 信
和爱乃在基督里之信徒难以拆双的优越美德/信是
叫我们接受主，爱是叫我们享受所接受的主/信是
叫我们接受主，爱是叫我们享受所接受的主/爱是
由信所发出来的，叫我们在那些与我们共同信入基
督的人身上，活出三一神在基督里的一切丰富，使
三一神得着荣耀的团体彰显。 
Ⅳ. 除了在生命里成熟，新妇必须被建造成为一个
团体的人： 
A.神的建造是神心头的愿望，也是神救恩的目标。
B.神要得着一个建造，在其中神与人，人与神，能
成为相互的住处。 
C.神建造的原则乃是神将祂自己建造到人里面，并
将人建造到祂自己里面：神与人的调和就是神将祂
自己建造到人里面/人与神的调和就是人被建造到
神里面。 
D.与同作信徒的人建造在一起，是主对祂忠信寻求
者至上并最高的要求。 
E.与同有分于神圣生命的人建造在一起，是照着神
永远经纶追求基督之人最高的美德。 
Ⅴ.新妇的婚筵礼服是“明亮洁净的细麻”作的： 
A.洁净的，是指性质；明亮，是指彰显。 
B. 新妇所穿的细麻衣乃是“圣徒所行的义”：基督
乃是我们借以得神称义的义，使我们能在灵里重生，
得着神的生命：作为我们客观的义，基督乃是我们
在祂里面得神称义的那一位/作为我们主观的义，
基督乃是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为我们过一种能
得神称义，并始终蒙神悦纳的生活/我们若要给人
看出是在基督里面，就必须履行这条件：不是有自
己那本于律法的义，乃是有那不是我们自己的义—
那借着信基督而有的义，就是那基于信、本于神的
义/我们所接受，使我们得救的义是客观的，使我们
满足公义之神的要求；而得胜圣徒的义是主观的，
使他们满足得胜基督的要求/马太二十二章十一至

十三节里的婚筵礼服，表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活
出来的基督，并借我们彰显出来的基督，成为我们
超凡的义。 
Ⅵ.新妇要献给新郎，新妇需要美丽： 
A.在雅歌，佳偶和良人都有美丽，并且珍赏彼此里
面的美丽。 
B.以弗所五章二十七节说到新妇的美丽，启示基督
要将召会“献给自己，作荣耀的召会，没有斑点、
皱纹、或任何这类的病，好使她成为圣别、没有瑕
疵”。 
C.新妇的美丽乃是来自那位作到召会里面，然后借
着召会彰显出来的基督。 
D. 我们所有的美丽乃是基督从我们里面照耀出来；
基督在我们身上所珍赏的，乃是祂自己的彰显。 
E. 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得撒，秀美如耶路撒冷，
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 
Ⅶ.新妇也必须是击败神仇敌的战士： 
A.在以弗所五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和六章十至二
十节，我们看到召会是新妇也是战士；在启示录十
九章，我们也有召会的这两面。 
B.在婚娶之日，基督要迎娶那多年与神的仇敌争战
的人；这就是说，基督要迎娶那已经胜过那恶者的
得胜者。 
C.基督要以作战将军的身分，带着祂的新妇作祂的
军队，前来与敌基督在哈米吉顿争战：当基督带着
祂的军队来时，祂乃是作为人子而来/祂这位人子
需要一个配偶，好与祂相配，使祂得以完全；这配
偶就是祂的新妇/因着主是话，祂的争战就是说出
神的话/主争战的时候，祂就为神说话，并彰显神/
主在哈米吉顿的争战是一个强有力的说话/婚礼的
礼服就是基督从我们活出，成了我们日常的义，使
我们不仅有资格参加婚礼，也够资格参加军队，在
哈米吉顿的争战中，与基督一同和敌基督作战。 
Ⅷ.团体的基督—基督同祂得胜的新妇—要作为石
头而来，砸碎人类政权的集大成，以带进神的国：
A 但以理二章说到基督作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
而来，启示录十九章却启示基督带着祂的新妇作祂
的军队而来。 
B.基督在降到地上以对付敌基督和人类政权的集
大成以前，先要举行婚礼，使祂的得胜者与祂自己
联合成为一体。 
C.婚礼之后，基督要带着祂新婚的新妇来把敌基督
毁灭；这敌基督同他的军兵将要直接与神争战：主
耶稣作为神的话，要用祂口中的气除灭敌基督，就
是那不法之人。 
D.人类政权被砸碎以后，神就清理了整个宇宙；然
后团体的基督，就是基督连同祂的得胜者，要成为
一座大山，充满全地，使全地成为神的国。 
 
 
 
 
 
 



召会的通知和交通： 
9 月特别聚会：今年在各地区举行。神户召会的
时间安排如下：信息是看 AD 弟兄视频。 
9/19(六)10:00-12:00,13:15-15:15 M１,2@本山
/魚崎/六甲 
9/20(主)13:00-15:00 M3@本山/魚崎/六甲/三
宮 
9/21(一)10:30-12:30 M4@六甲山 RG, 本山/六
甲(10-12), 12:30-13:30 午餐@RG, 13:30-
15:30 福音相调 
9/22(二)9:30-11:00 祷告聚会@本山/魚崎/六
甲, 
这之后是每个活力小组的福音・牧养。 
 
CP1:主恢复的目的是预备团体建造的新妇，带

进主的再来，转移这个时代 
启 19:7 我们要喜乐欢腾，将荣耀归与祂；因为
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9 天使对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婚筵的
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 
弗 4:13 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并对神儿
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达到了长成的人，达到了
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 
OL1:羔羊的婚娶乃是神新约经纶完成的结果；神
新约的经纶是要借着祂法理的救赎并凭着祂神
圣生命里生机的拯救，为基督娶得一个新妇，就
是召会。 
OL2:主的恢复是为着预备由祂所有得胜者组成
之基督的新妇。 
OL3:团体的新妇得以预备好，是在于得胜者生命
的成熟。新妇要成熟，她的信和爱就要完全得着
发展。 
OL4:除了在生命里成熟，新妇必须被建造成为一
个团体的人。 
OL5:与同作信徒的人建造在一起，是主对祂忠信
寻求者至上并最高的要求。 

有人也许说，新妇预备的工作是在天主教、
公会、独立团体里属灵的人当中。照这种眼光来
看，基督再来的时候，祂将聚集所有这些属灵的
人，把他们作成祂的新妇。然而，这不是主的路。
祂不是来收集那些要构成新妇的人，祂乃是要来
把已经预备好的新妇献给自己。我相信这个预备
与团体建造的工作有关。那些构成新妇的人不仅
生命要成熟，他们也必须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
新妇。所以，我坚信主是在祂恢复里的人中间预
备祂的新妇。 

我的负担是要我们都看见，主的恢复不是另
一个基督教的运动，或是一种普通的基督教工作。
恢复里的工作乃是主真正的工作，为要预备祂的
新妇。我信在要来的年日里，会有更多忠信寻求
主的人转到祂恢复的路上。他们会看见，在任何
别的地方，他们都得不着里面的印证。当我们转
到主恢复的路上时，我们里面深深地觉得，主在
我们所走的这条路上加上祂的印记。主在祂恢复

里首要的工作，不是将福音传遍全地，乃是预备
祂的新妇。 

你有把握你会被包括而成为新妇的一部分
么？我不相信一个只参加主日聚会的人能成为
主新妇的一部分。当主来迎接祂的新妇时，你
能说你已经预备好了么？你够资格、成熟了
么？我们都必须长大并成熟，好叫我们在主来
时够资格被包括而成为祂新妇的一部分。 
 

应用：在职者・大学院生篇 

主恢复的目的是建造基督团体的身体，预备

基督团体的新妇。你应当一边向这神圣的分赐敞

开，经历神建造到人里面，人被建造到神里面，

一边更新变化我们，和他人一同被建造。换句话

说，主恢复的目的不是为着很多的个体的属灵的

人。你必须要和为你安排的弟兄姊妹一起配搭，

进行服事。 

弟 兄 的 见 证 ：我参加的台湾全时间训练
（FTTT,1986～1988）最后半年的时候，一个从荷
兰过来的相对年长的姊妹，生气地对当时作为队
长的我说：“你带很多人受浸了，我却几乎没能
让人受浸（你明明是队长）可是为什么不帮我
呢？”我心里面很生气，说到：“你不能让人受
浸难道不是你自己的责任吗？为什么总是不照
着我说的去做呢？”但是圣灵在我里面反复地说
着她的话，反复地光照着我的个人主义。那个时
候，我因为特别烦恼，读了很多李常受弟兄关于
1960年代在台湾被释放，得着建造的信息。由于
这些关于建造的信息的帮助，特别是学习到了
“信徒之间要配搭起来服事”和“领导力”，能
够实际地帮助到了那位姊妹。哈利路亚！为了预
备团体的新妇，要对付我的个人主义，和他人一
起配搭。我从这个经历中，学习到了公司里发挥
领导能力，统筹组织使其向前运行的秘诀。 

基督的新妇由得胜者构成。在职的你，要带
着成为得胜者的志向，为了主的见证，也就是带
着信心和爱，在职场经历基督，为了过召会生活，
传福音而减少加班，支持召会的财政，殷勤地工
作。这样的话。你会因为和神的经纶相联结的在
职生活，能够蒙祝福，并成为新妇一部分的得胜
者。 
祷告：“哦主耶稣，主需要的不是个别的属灵的
人，乃是在生命里，配搭起来被建造的团体的新
妇。主啊，为了建造，请对付我的个人主义。带
着成为的胜者的心志，为了主的见证，在职场上
经历基督，为了召会而献上自己，成为新妇的一
部分。新妇会带进主的再来，转移这个时代。阿
们！”  



CP2:借着饥渴慕义、活出主观的义， 
穿婚筵礼服，彰显新妇的美丽 

启 19:8 又赐她得穿明亮洁净的细麻衣服，这细
麻衣服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腓 3:9 并且给人看出我是在祂里面，不是有自己
那本于律法的义，乃是有那借着信基督而有的义，
就是那基于信、本于神的义。 
弗 5:27 祂好献给自己，作荣耀的召会，没有斑
点、皱纹、或任何这类的病，好使她成为圣别、
没有瑕疵。 
OL1:新妇的婚筵礼服是“明亮洁净的细麻”作的。
OL2:基督乃是我们借以得神称义的义，使我们能
在灵里重生，得着神的生命。 
OL3:作为我们主观的义，基督乃是住在我们里面
的那一位，为我们过一种能得神称义，并始终蒙
神悦纳的生活。 
OL4:婚筵礼服，表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活出来
的基督，并借我们彰显出来的基督，成为我们超
凡的义。 
OL5:新妇要献给新郎，新妇需要美丽。新妇的美
丽乃是来自那位作到召会里面，然后借着召会彰
显出来的基督。“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得撒，
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歌
6:4)。 

按照整本圣经的启示，我们得救的人需要两
件衣服，一件是为着我们的救恩，另一件是为着
我们的奖赏。为着救恩，我们需要一件袍子来遮
盖我们。这件袍子就是路加十五章里，穿在浪子
身上的袍子。浪子回家，…认为自己不配到父亲
面前。但是父亲却对他的仆人说，“快把那上好
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路 15:22）。这件袍子
就是基督作我们的义，使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义。 

但是我们还需要第二件衣服，就是马太
22:11～12 节里的婚筵礼服。这件衣服不是为着
我们的救恩，而是为着我们的奖赏，使我们有资
格参加神儿子的婚筵。第一件衣服使我们有资格
见神，叫我们得救；第二件衣服使我们有资格见
基督，叫我们得奖赏。这第二件衣服乃是圣灵在
我们里面的工作，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所凭以生活
并活出来的基督。这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借我
们彰显出来的基督。这就是启示录 19:8 节所说
圣徒的义。 

首先，基督必须进到我们里面，并被我们
吸收。然后，祂就能从我们里面照耀出去。这
个照耀乃是新妇的荣耀，是神性借着人性的彰
显。真实的美丽乃是神圣属性借着人性的彰
显。宇宙中没有什么像这个彰显如此美丽的。
所以，新妇的美丽乃是基督从我们照耀出
来。…借着我们的人性，神圣的色泽、外表、
味道、性情和特质，就得着彰显。为着这样的
美丽，阿利路亚！ 

 
 
 

应用：新人及青少年・大学生篇 
太 5:6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FN“饥渴慕义”：这里的义是指在行为上是对的。
我们需要饥渴慕义，寻求这样的义，使我们能进
诸天的国。 
20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超过经学家和法
利赛人的义，绝不能进诸天的国。 

堕落的人的正义感标准非常低。很多日本人
认为，如果自己没有直接涉及欺凌等罪，自己就
是义的。如果想帮助被欺凌的人，自己也可能会
成为被欺负的对象，所以就装作视而不见。在这
种情况下，照着日本人的义，并不是不义的。如
果你的义没有胜过因个人主义等而下降之人类
的义，就是没有活出作第二件衣服之主观的义，
就不能成为得胜者。  

在试图实行义的时候，“因为要小心翼翼地
注意不要把自己牵扯进去。所以实行义是很难的”
的想法是来自撒旦。圣经劝告人要饥渴慕义。请
你击退撒但提出的建议，照着圣经，照着灵，饥
渴慕义，实行义。例如，如果有人被欺凌，你应
该支持这个人，并向周围的人表明自己反对欺凌
的态度。当你试图实行义的时候，请把“自己得
益还是亏损”的想法钉在十字架上。否则，你决
不会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其实你是实行义，
不是亏损，神会赐福给你。 
姊妹的见证：买完东西的时候，回家后发现有没
付钱的商品混在一起。因着放着不管会是不义的，
所以向店里说明后归还了。那家店被那样退货的
事感动了，赠送了店里的商品券。 
约 8:44 你们是出于那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
你们愿意行。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并且不站在
真理中，因为在他里面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
他自己的私有物，因他是说谎的，也是说谎者的
父。 

当你试图实行义时，就需要彻底对付说谎的
事了。考虑到自己的利益，认为“稍微撒一点谎
也没问题”的想法是来自魔鬼。 
祷告：“哦主耶稣，为成为得胜者而饥渴慕义。
不是顺从堕落的人类低标准的义，而是使义的生
命--基督活出来，实行义。我认心中的个人主义、
得失账目、视而不见和说谎的罪。请原諒我的罪。
求你使我彰显基督，成为身穿第二衣服服的得胜
者。阿们！” 



CP3:成为团体的新妇并战士，每天讲说主的
话，与撒旦为敌持续争战。最终在哈米顿吉争

战中用神的话击败敌基督，带进神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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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 19:13 祂穿着蘸过血的衣服，祂的名称为神的
话。 
14 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
又洁，跟随着祂。 
15 有利剑从祂口中出来，可以用以击杀列国…。 
OL1:新妇也必须是击败神仇敌的战士。 
OL2:团体的基督—基督同祂得胜的新妇—要作
为石头而来，砸碎人类政权的集大成，以带进神
的国。 

“明亮洁净的细麻衣”(启19:8)这婚礼的礼
服，将是争战的军装。得胜者作为天上的众军，
乃是基督新妇的构成分子。换句话说，基督的新
妇将要作祂的军队跟随祂争战，毁坏敌基督和他
的军队。那些胜了每一种拦阻的人，在对敌基督
的最后争战中，要成为与基督一同争战的人。这
些人就是祂的新妇；因着祂把丰富生命的供应服
事给他们，他们就成为与祂一同争战的人。正如
在以弗所五章和六章，我们看到召会是新妇也是
战士；在启示录十九章，我们也有召会的这两面。
作为召会，我们是新妇和战士。神的经纶里有一
支军队，是由团体的战士所构成的。这意思是，
以弗所六章的战士乃是一个团体的实体。我们唯
有成为一个团体的实体—基督的身体，才能穿上
神全副的军装。这与许多基督徒所持守的观念相
反，他们认为个别的信徒能穿着全副的军装。以
弗所六章的军装不是为着个别的基督徒，乃是为
着召会这团体的身体，…团体的军队。按照
6:17～18我们是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
恩的头盔，并那灵的剑。…在军装的各项中，唯
有剑是为着进攻的，也就是说，神的军装中唯有
剑是用来攻击仇敌的。…撒但不只是我们外面的
仇敌，也是我们里面的对头。…因着仇敌的元素
是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需要话的杀死能力，主
观地应用到我们的所是里。祷读神的话是杀死我
们里面对头的路。每一天，并在各种处境里，我
们都应该祷读。 

在启示录十九章，基督这神的话在背叛的人
身上执行神的审判，而为神说话。…基督的争战
就是说出神的话。神是公义并主宰一切的。祂也
是一位有次序的神，祂无法容忍紊乱和背叛。基
督与仇敌争战时，要说出神是主宰一切、公义且
有次序的。祂要宣告神是管治每一个人的神，祂
不会容忍背叛祂权柄的事。因此，这里的战士乃
是话。祂的争战就是说出神的话。 

 

 

 

应用：服事者篇 

婚宴的礼服（从我们里面活出，作为我们日
常的义的基督）使我们不仅有资格参加婚礼，也
够资格参加军队，在哈米吉顿的争战中，与基督
一同和敌基督作战。得胜者是“新妇・战士”。
撒但不只是我们外面的仇敌，也是我们里面的对
头。所以，当你把心思念置于肉体，你会和撒旦
对话说出不信的话。那样的结果是死。 
罗8：6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
乃是生命平安。 

例如，在服事之前，你会认为"自己这样服事
会得到弟兄姊妹的称赞吧"。这是把心思置于肉
体。需要承认像这样接受来自撒旦的话，在心中
喃喃自语的污秽的罪，用神的儿子耶稣的血来洁
净。绝不要带着污秽的心思去服事。 神嗤慢不得
的。 
加6:7 不要受迷惑，神是嗤慢不得的，因为人种
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8 为着自己的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收败坏；为
着那灵撒种的，必从那灵收永远的生命。  

对付置于肉体的污秽心思的路乃是祷读主
话，主耶稣用神的话语杀死敌基督。 同样，借着
祷读主的话杀死你里面的撒旦的邪恶耳语。事实
上，像这样撒旦的耳语和控告一天中会一次又一
次地出现，所以你必须在灵里不住祷告，宣告主
的话。只有借主的话，你才能抵抗撒旦的控告。
此外，只有借着主的话，你才能注意到自己的污
秽，并承认自己的罪。作为一个服事者，你必须
每天早上祷读主话被复兴，一整天咀嚼主的话语，
并在灵里用主的话祷告。如果你是一个这样整天
持续争战的人，你会成为在哈米吉顿争战中与基
督一同和敌基督作战的得胜者。 
弟兄失败的见证：在大学四年级的12月时，召会
的负责弟兄对我说，"在我读研换住处之前，希望
你再带一个学生得救。" 我向主祷告，大约一个
星期后，带一位大学学弟得救了。这时，撒旦对
我耳语说："你回头看看，在大学二至四年级期间，
大约带40人得救，考研也通过了，现在又一个得
救了。你关注自己的优点，骄傲一些又何妨？" 
在接受了这样的耳语后，我陷入黑暗里，成为撒
旦的奴隶，这样痛苦的日子到我换住处为止大约
有三个月。听从撒旦的耳语是可怕的。 
祷告："主耶稣，撒旦是活在我肉体里的对头。当
我把心思置于肉体，和撒旦对话的结果就是死。
赦免我的罪，除去我的污秽。每天早上，我要在
灵里祷读主话，被复兴，用主的话祷告，并持续
与日夜控告的撒旦争战。请让我成为击败神的仇
敌的团体的新妇并战士的一部分。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