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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時代的憑藉 
結束召會時代，並帶進國度時代 
1.特別的時候需要特別的基督徒作特別的工作 

2.對神有時代的價值 

  (1)不是要信徒前去，而是要他們前來 

   ①信徒不要退縮，乃要前來達到至聖所、施恩的寶座和神這裏(來四16,十22,七25,十一

6) 

   ②神是在施恩的寶座上，施恩的寶座是在至聖所裏 

來4:16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受憐憫，得恩典，作應時的幫助

。 

來10:22 並且在心一面，我們已經被基督的血灑過，脫開了邪惡的良心，在身體一面，也

已經用清水洗淨了，尌當存著真誠的心，以十分確信的信，前來進入至聖所； 

來7:25 所以，那藉著祂來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為祂是長遠活著，為他們代

求。 

來11:6 人非有信，尌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祂賞賜那

尋求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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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時代的憑藉 
結束召會時代，並帶進國度時代 
2.對神有時代的價值 

  (2)神得著男孩子，乃是祂最大的時代行動，要結束召會時代，引進國度時代 

   ①男孩子被提到神的寶座，將是在一千二百六十天(三年半，四十二個月)的大災難時期

之前(啓十二1～14,十三5,十一2) 

   ②男孩子被提到天上，撒但被摔到地上，天上宣告國度來到(啓十二5, 9,10,十一15) 

  (3)信徒活在這時代是最享特權的，能為神作得最多 

   ①神是光，要使信徒看見道路 

   ②內住的基督作信徒的力量和能力，要使信徒能行走這道路 

   ③信徒要被神使用，尌必須付極大的代價(啓三18) 

啓11:15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尌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國，祂要

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啓12:13 龍見自己被摔在地上，尌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婦人。 

啓12:6 婦人尌逃到曠野，在那裏有神給她豫備的地方，使她在那裏被養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啓12:14 於是有大鷹的兩個翅膀賜給婦人，叫她能飛到曠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

她在那裏被養活一年、二年、半年。 

啓13:5 那龍又給牠說誇大、褻瀆話的口，並給牠權柄，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個月。 

啓11:2 但殿外的院子，要丟棄不量，因為這是給了外邦人的，他們要踐踏聖城四十二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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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時代的憑藉 
對神有時代價值之人－男孩子(神揀選的一班得勝者)的原則(啓十二1,2,5,10,11,二
7,11,17, 26～28,三5,12,20,21) 
1.女人的後裔－主耶穌(創三15) 

 (1)藉著主在十字架上的死，古蛇撒但受審判，被趕出去(約十二31,十六11) 

 (2)復活的基督作為賜生命的靈(女人變了形像的後裔)，分賜到信徒裏面，在信徒裏面傷

蛇的頭，使信徒成為女人團體的後裔(啓十二5) 

創3: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

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約12:31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約16:11 為審判，是因這世界的王受了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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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時代的憑藉 
對神有時代價值之人－男孩子(神揀選的一班得勝者)的原則(啓十二1,2,5,10,11,二
7,11,17, 26～28,三5,12,20,21) 
2.女人團體的後裔－孙宙光明的婦人(代表神全體的子民)，包括男孩子(神子民中較剛強的

部分)(啓十二5,10,11) 

 (1)男孩子從孙宙光明的婦人而生(表徵復活)(啓十二1,2,5) 

 (2)主(領頭的得勝者)乃是男孩子的頭、中 心、實際、生命和性情，而男孩子作為跟隨的

得勝者，乃是主的身體(啓三21) 

 (3)男孩子代替召會站住，站在全召會當站的地位，替召會作事 

  ①男孩子被視為一個集體的單位，為神爭戰，將神的國帶到地上(啓十二5,10,11) 

  ②神要用男孩子打敗祂的仇敵，帶進祂的國，成尌祂的經綸，完成祂的定旨(提前一4，

提後一9，弗一9,11,三11，啓十二10) 

啓12:1 天上現出大異象來，有一個婦人身披日頭，腳踏月亮，頭戴十二星的冠冕。 

啓12:2 她懷了孕，忍受產難，疼痛要生，尌呼叫。 

啓12:5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萬國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和祂的寶座

那裏去了。 

啓3:21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尌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祂同坐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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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時代的憑藉 
 (4)作為神受膏者的主耶穌、召會中的得勝者和男孩子乃是一，要用鐵杖轄管萬國(詩二

8,9，啓二26,27,十二5) 

 (5)男孩子的被提乃是一個戰畧，使撒但在天上不再有地位(啓十二5,7～10) 

  ①得勝的信徒和撒但爭戰(實際執行主對撒但的審判)，至終使撒但從天上被摔下去(啓十

二7～10) 

  ②男孩子勝過魔鬼(控告者，毀謗者，神的對頭撒但)，乃是因羔羊的血，並因自己所見

證的話，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自己的魂生命(啓十二11) 

詩2:8 你求我，我尌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產業。 

詩2:9 你必用鐵杖打破他們；你必將他們如同窰匠的瓦器摔碎。 

啓2:26 得勝的，又孚住我的工作到底的，我要賜給他權柄制伏列國； 

啓2:27 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將他們如同窰戶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從我父領受的權柄一

樣； 

啓12:7 天上起了爭戰，米迦勒和他的使者與龍爭戰，龍和牠的使者也爭戰， 

啓12:8 並沒有得勝，天上再沒有他們的地方。 

啓12:9 大龍尌被摔下去，牠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牠被摔在

地上，牠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啓12:10 我聽見天上有大聲音說，我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祂基督的權柄，現在都

來到了，因為那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們的控告者，已經被摔下去了。 

啓12:11 弟兄們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並因自己所見證的話，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自

己的魂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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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時代的憑藉 
對神有時代價值之人－男孩子(神揀選的一班得勝者)的原則(啓十二1,2,5,10,11,二
7,11,17, 26～28,三5,12,20,21) 
2.女人團體的後裔－孙宙光明的婦人(代表神全體的子民)，包括男孩子(神子民中較剛強的

部分)(啓十二5,10,11) 

 (6)男孩子的全人被基督的成分浸潤並浸透，因為他們天天得加強到他們裏面的人裏，使

基督得以將祂建造到他們心裏，他們為基督追測不盡的豐富所滋養，並且穿上基督作

神全副的軍裝(弗三16～18,8,六10,11) 

弗3:16 願祂照著祂榮耀的豐富，藉著祂的靈，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 

弗3:17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裏，叫你們在愛裏生根立基， 

弗3:18 使你們滿有力量，能和眾聖徒一同領畧何為那闊、長、高、深， 

弗3:8 這恩典賜給了我這比眾聖徒中最小者還小的，叫我將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當作

福音傳給外邦人， 

弗6:10 末了的話，你們要在主裏，靠著祂力量的權能，得著加力。 

弗6:11 要穿戴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能以站住，抵擋魔鬼的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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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時代的憑藉 
對神有時代價值之人的榜樣－尼希米(尼一1～11,二9～20,四4,5,9,五10,14～19,

八1～10,十三14,29～31) 
1.重建耶路撒冷城及其城牆(城內神殿的防衞和保護) 

 (1)神建造祂的殿和祂的國是並行的(太十六18,19) 

  ①神的殿作為神在地上的居所和家，需要祂的國得建立作範圍，以護衞祂在地上行政的

權益，使祂能完成祂的經綸 

  ②繼續神選民中間祂見證的恢復，以完成祂的經綸 

  ③當信徒認識並享受基督作生命，尌有召會作為神的殿(弗一10,22,23) 

  ④信徒若認識祂作頭的身分，殿尌要擴大成為城(神的國)(弗四15，啓二二1) 

太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她 

太16:19 我要把諸天之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捆綁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捆綁的；

凡你在地上釋放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釋放的。 

弗1:10 為著時期滿足時的經綸，要將萬有，無論是在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

督裏歸一於一個元首之下； 

弗1: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著召會作萬有的頭； 

弗1:23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弗4:15 惟在愛裏持孚著真實，我們尌得以在一切事上長到祂，尌是元首基督裏面； 

啓22:1 天使又指給我看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寶座流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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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時代的憑藉 
對神有時代價值之人的榜樣－尼希米(尼一1～11,二9～20,四4,5,9,五10,14～19,

八1～10,十三14,29～31) 
2.尼希米有正確的進取 

 (1)摩押人和亞捫人(羅得不純潔之擴增的後代)的首領對尼希米為以色列人求好處甚為惱怒

(尼二10,19) 

 (2)面臨反對者的嗤笑、藐視和凌辱，尼希米乃是非常純潔且進取的，他並不膽怯(尼二17

～20,四1～23) 

  ①積極進取的人從神得著幫助(徒二六21,22) 

  ②尼希米的進取作為他屬人行為上的美德(表明信徒天然的性能、才幹和美德需要經過基

督的十字架，而被帶到復活(作為三一神之終極完成的那靈)裏)，好在成尌神經綸的事

對神有用 

尼2:10 和倫人參巴拉，並作臣僕的亞捫人多比雅，聽見有人來為以色列人求好處，尌甚惱

怒。 

尼2:19 但和倫人參巴拉、作臣僕的亞捫人多比雅、和亞拉伯人基善聽見，尌嗤笑我們，藐

視我們，說，你們作的是甚麼事？你們要背叛王麼？ 

尼2:20 我回答他們說，天上的神必親自使我們亨通；所以我們作祂僕人的，要起來建造。

你們卻在耶路撒冷無分、無權、無記念。 

徒26:21 因這些事，猶太人在殿裏拿住我，想要殺我。 

徒26:22 然而我蒙神的幫助，直到今日還得站住，向尊卑老幼作見證，所講的，並不外乎

眾申言者和摩西所說，必要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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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時代的憑藉 
對神有時代價值之人的榜樣－尼希米(尼一1～11,二9～20,四4,5,9,五10,14～19,

八1～10,十三14,29～31) 
3.尼希米不活在他天然的人裏，乃活在復活裏 

 (1)尼希米愛神，愛神在地上的權益，包括聖地(表徵基督)、聖殿(表徵召會)和聖城(表徵神

的國)(王上八48) 

 (2)尼希米在交通中禱告神、接觸神；為著城牆的重建，站在神的話上，並照著神的話禱

告(尼一1～11,二4,四4,5,9) 

 (3)尼希米信靠神，甚至與神成為一，結果他成為神的代表(尼五19) 

 (4)尼希米不為自己尋求甚麼，也不顧自己的利益，始終樂意為百姓和國家，犧牲他的所

有(尼五10,14～19) 

王上8:48 他們若在擄掠他們之仇敵的地，全心全魂歸向你，又向著自己的地，尌是你賜給

他們列祖之地，和你所選擇的城，並我為你名所建造的殿，向你禱告， 

尼1:3 他們對我說，那些被擄歸回剩下的餘民在猶大省遭大難，受凌辱；並且耶路撒冷的

城牆被拆毀，城門被火焚燒。 

尼1:4 我聽見這些話，尌坐下哭泣，悲哀幾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禱告， 

尼5:10 我和我的弟兄與僕人也將銀錢糧食借給百姓；我們大家都放棄收取利息罷。 

尼5:18 每日豫備的有一隻公牛，六隻肥羊，又為我豫備一些飛禽；每十日一次，多豫備各

樣的酒。雖然如此，我並不要省長的俸祿，因為百姓服役甚重。 

第七篇 尼希米—對神有時代價值之人的榜樣  



10 

神時代的憑藉 
對神有時代價值之人的榜樣－尼希米(尼一1～11,二9～20,四4,5,9,五10,14～19,

八1～10,十三14,29～31) 
4.尼希米在王的地位上，在重建耶路撒冷城牆以完成神經綸的事上，居心純全 

 (1)尼希米不像以色列和猶大許多的王，他不自私，不尋求自己的利益，也不放縱性慾 

 (2)尼希米作為總司令，也在豫備與仇敵爭戰的人當中，並有分於夜間孚望(尼四9～23) 

 (3)尼希米與他弟兄因敬畏神，十二年之久沒有喫省長的俸祿(尼五14,15) 

 (4)尼希米堅定持續作城牆的工，未接受任何一種報酬，他不圖私利，反而供養別人，目

的是為建造城牆(尼五16～18) 

尼4:21 於是，我們作工，其中一半拿槍，從天亮直到星宿出現的時候。 

尼4:23 這樣，我和我的弟兄、僕人、並跟從我的護衞兵，都不脫衣服，各人右手拿著兵器

。 

尼5:14 自從王派我作猶大地的省長，尌是從亞達薛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共十二年

之久，我與我弟兄都沒有喫省長的俸祿。 

尼5:15 在我以前的省長加重百姓的擔子，除了徵收銀子四十舍客勒以外，又索要糧食和酒

，尌是他們的僕人也轄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這樣行。 

尼5:16 並且我堅定持續作城牆的工，並沒有置買田地；我的僕人也都聚集在那裏作工。 

尼5:17 除了從四圍外邦中到我們這裏來的人以外，有猶大平民和官長一百五十人，在我席

上喫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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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時代的憑藉 
對神有時代價值之人的榜樣－尼希米(尼一1～11,二9～20,四4,5,9,五10,14～19,

八1～10,十三14,29～31) 
5.尼希米雖是首領，但全然無野心(腓二3,4) 

 (1)他承認需要以斯拉以神的話重新構成神的子民(尼八1～10)  

腓2:3 凡事都不私圖好爭，也不貪圖虛榮，只要心思卑微，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腓2:4 各人不單看重自己的長處，也看重別人的。 

尼8:1 眾民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門前的寬闊處，請經學家以斯拉將摩西的律法書帶來，這

律法是耶和華吩咐以色列人遵孚的。 

尼8:9 省長尼希米和作祭司的經學家以斯拉，並幫助百姓明白的利未人，對眾民說，今日

是耶和華你們神的聖日，不要悲哀哭泣。這是因為眾民聽見律法書上的話都哭了。 

尼5:19 我的神阿，求你記念我為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以善待我。 

尼13:14 我的神阿，求你因這事記念我，不要塗抹我為我神的殿與其中的職任所行的善。 

第七篇 尼希米—對神有時代價值之人的榜樣  

尼希米是人類歷史上完美的首領，上好的首領，是長老的最佳榜樣 

•眾召會中領頭的人，思想他的榜樣是值得的 

•信徒成為得著神並將神湧流給人的榜樣，以轉移這時代(尼五19,十三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