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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局勢作爲神在地上行動的指標 ,自基督升天到這世 

代末了之世界史的異象 ,爲着豫備主的回來傳佈主恢復 

的真理,以及分辨『這時期的兆頭』而在禱告上堅定持續 

綱  要 

壹 我們必須在我們的靈裏,使我們能成爲在地上有神的心 

   人,就是能得着天向我們開啓,以看見神關於世界定命之 

   異象的人—啓一 10,四 1 ~ 2,參創二八 12 ~ 17,結 

   一 1,太三 16,徒七 56。 

貳 世界局勢是神在地上行動的指標—五 31,十七 26 ~ 27, 

   但二 31 ~ 45: 

叁 羔羊神揭開的頭四印給我們看見,自基督升天到這世代 

   末了之世界史的異象(參四 1 ~ 2,五 1 ~ 14);這四印 

   給我們看見,在祂升天之後(可十六 19 ~ 20),立卽有 

   一場四馬競賽,持續經過整個召會時代,直到基督回來: 

肆 主恢復之真理的傳佈,要豫備主的回來,好帶進以色列和 

   整個創造的恢復和復興—太二四 14,二八 19,十九 28, 

   賽十一 9,參啓五 6 ~ 8: 

伍 在當前世界的情勢中,我們需要分辨『這時期的兆頭』 

   而在禱告上專一奉獻自己並堅定持續—徒六 4,西四 2, 

   太十六 3(神蹟,意卽兆頭),路二一 24 ~ 36,太二四 3  

  ~14、32 ~ 34,羅十三 11 ~ 14: 

週一 8/24                                                                *禱讀 

啟示錄 1:10 

10 當主日我在靈裡，聽見在我後面有大聲音如吹號

說， 

但以理書 2:32-33 

32 這像的頭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銀的，肚腹和

腰是銅的， 

33 腿是鐵的，腳是半鐵半泥的。 

啟示錄 4:1-2 

1 這些事以後，我觀看，看哪，天上有門開了，我初

次所聽見那如吹號的聲音，對我說，你上到這裡來，

我要將這些事以後必發生的事指示你。 

2 我立刻就在靈裡；看哪，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

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 

使徒行傳 5:31-32;17:26-27 

5:31 這一位，神已將祂高舉在自己的右邊，作元首，

作救主，將悔改和赦罪賜給以色列人。 

5:32 我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人，神賜給順從之人的聖

靈，也是這些事的見證人。 

17:26 祂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面上，並且

豫先定準他們的時期，和居住的疆界， 

17:27 要叫他們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祂

離我們各人不遠； 

晨興聖言 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第一週,週一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二章亞伯拉罕的

蒙召; 亞伯拉罕是神恢復工作的起點(1,2段) 

週二 8/25 

但以理書 7:7-8 

7 其後我在夜間的異像中觀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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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 17:12-14,17 

12 你所看見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們還沒有得國；

但他們要和獸同得權柄，作王一個小時。 

13 他們心意一致，將自己的能力權柄給那獸。 

14 他們要與羔羊爭戰，羔羊必勝過他們，因為羔羊

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同著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選

忠信的人，也必得勝。 

17 因為神將意念放在諸王的心中，要他們行祂的心

意，並心意一致，且把自己的國給那獸，直等到神的

話都成就了。 

帖撒羅尼迦後書 2:1-3 

1 弟兄們，關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來臨，和我們聚集

到祂那裡， 

2 我們求你們，無論有靈、或言語、或冒我們名的書

信，說主的日子已經來到，你們的心思都不要貿然搖

動，你們也不要驚慌。 

3 不要讓任何人用任何方法誘騙你們；因為那日子以

前，必有背道的事先來，並有那不法的人，就是滅亡

之子，顯露出來； 

晨興聖言 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第一週,週二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第二章亞伯拉罕是神恢復工作的起點(3-5段) 

週三 8/26 

帖撒羅尼迦後書 2:8 

8 那時這不法者必顯露出來，主耶穌要用祂口中的氣 

除滅他，並用祂來臨的顯現廢掉他。 

但以理書 2:34-35 

34 你觀看，見有一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打在這

像半鐵半泥的腳上，把腳砸碎。 

35 於是鐵、泥、銅、銀、金，都一同砸得粉碎，成

如夏天禾場上的糠秕，被風吹散，無處可尋。打碎這

像的石頭，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全地。 

使徒行傳 2:23-24 

23 祂既按著神的定議先見被交給人，你們就藉著不

法之人的手，把祂釘在十字架上殺了。 

24 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除，叫祂復活了，因為祂不能

被死拘禁。 

馬太福音 21:42-44 

42 耶穌對他們說，“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

頭塊石頭；這是主所作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

你們在經上從來沒有念過麼？ 

43 所以我告訴你們，神的國必從你們奪去，賜給那

能結果子的百姓。 

44 那跌在這石頭上的，必要跌碎；這石頭掉在誰身

上，就要把誰砸得粉碎，簸散如糠秕。 

晨興聖言 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第一週,週三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二章神呼召亞伯

拉罕的目的;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週四 8/27 

啟示錄 6:1-8 

1 羔羊揭開七印中第一印的時候，我觀看，就听見四

活物中的一個，聲音如雷，說，你來。 

2 我就觀看，看哪，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拿著弓，

並有冠冕賜給他，他便出去，勝了又要勝。 

3 羔羊揭開第二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二個活物說，你

來。 

4 我就觀看，看哪，另有一匹紅馬出去，騎在馬上的

得了權柄，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殺，又

有一把大刀賜給他。 

5 羔羊揭開第三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三個活物說，你

來。我就觀看，看哪，有一匹黑馬，騎在馬上的手裡

拿著天平。 

6 我聽見在四活物中，彷彿有聲音說，一個銀幣買一 

升麥子，一個銀幣買三升大麥，油和酒不可蹧蹋。 

7 羔羊揭開第四印的時候，我聽見第四個活物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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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你來。 

8 我就觀看，看哪，有一匹灰馬，騎在馬上的，名字

叫作死，陰間也隨著他。有權柄賜給他們管轄地的四

分之一，用刀劍、飢荒、瘟疫、地上的野獸去殺害人。 

馬太福音 24:3,6-8 

3 耶穌在橄欖山上坐著，門徒暗暗的到祂跟前來，說

請告訴我們，甚麼時候會有這些事？你的來臨和這世

代的終結，有甚麼兆頭？ 

6 你們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要當心，不要驚慌；

因為這是必須發生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 

7 民要起來攻打民，國要起來攻打國，到處必有飢荒、

地震。 

8 這些都是產難的開始。 

晨興聖言 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第一週,週四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第二章『我必叫你成為大國』 

週五 8/28 

馬太福音 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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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 19:11,13-14 

11 我看見天開了，並且看哪，有一匹白馬，騎在馬

上的，稱為忠信真實，祂審判、爭戰都憑著公義。 

13 祂穿著蘸過血的衣服，祂的名稱為神的話。 

14 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衣，又白又

潔，跟隨著祂。 

路加福音 4:18 

18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祂膏了我，叫我傳福音給

貧窮的人，差遣我去宣揚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復

明，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使徒行傳 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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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一切聖別的人中得著基業。 

羅馬書 1:16 

16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 

切信的人，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哥林多前書 9:16,22-23 

16 我若傳福音，於我原沒有可誇的，因為我是不得 

已的。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 

22 向軟弱的人，我就成為軟弱的，為要得軟弱的人。

向眾人，我成了眾人所是的；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 

23 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享

這福音。 

晨興聖言 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第一週,週五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第二章『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週六 8/29 

啟示錄 22:20 

20 見證這些事的說，是的，我必快來！阿們。主耶

穌阿，我願你來！ 

列王紀上 8:44-45,48-49 

44 你的民若在你所差遣他們的路上，出去與仇敵爭

戰，向著你所選擇的城與我為你名所建造的殿，向你

耶和華禱告， 

45 求你在天上垂聽他們的禱告和懇求，為他們施行

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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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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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聽他們的禱告和懇求，為

他們施行公理， 

但以理書 6:10 

10 但以理知道這文書已經簽署了，就到自己家裡，

（他樓上的窗戶，開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雙膝

跪下，在他神面前禱告感謝，因他素常就是這樣行。 

歌羅西書 1:2-3,9 

2 寫信給在歌羅西的聖徒，就是在基督裡忠信的弟兄：

願恩典與平安，從神我們的父歸與你們。 

3 我們感謝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常常為你們禱

告， 

9 所以，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也就為你們不住的禱

告祈求，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和悟性上，充分認

識神的旨意， 

約拿書 2:7 

7 我的魂在我裡面發昏的時候，我就想念耶和華； 

我的禱告進入你的聖殿，達到你面前。 

提摩太前書 3:15 

15 倘若我耽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
這家就是活神的召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晨興聖言 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第一週,週六 

詩  歌 中文小本 923 

主日 8/30  哈利路亞，榮耀歸主 

但以理書 7:13-14,18-22,25,27-28 

13 我在夜間的異像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

著天雲而來；祂來到亙古常在者那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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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然而至高者的聖民，必領受國度，擁有國度，直

到永永遠遠。 

22 直到亙古常在者來臨，為至高者的聖民伸冤，聖

民得著國度的時候就到了。 

25 他必向至高者說頂撞的話，並折磨至高者的聖民；

他想要改變節期和律法；聖民必交付在他手中一年、

二年、半年。 

27 國度、權柄、和天下諸國的尊大，必賜給至高者

的聖民；祂的國是永遠的國，一切掌權的都必事奉祂，

順從祂。 

28 那事至此完畢。至於我但以理，我的心意甚為驚

惶，臉色也改變了，卻將那事存記在心。 

使徒行傳 1:3 

3 祂受害之後，用許多確據，將自己活活的顯給使徒

看，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神國的事。 

啟示錄 11:15;12:10 

11:15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國， 

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國，祂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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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讀 :生命讀經 但以理書第 3-4 篇; 啟示錄第 40-43, 19 篇; 

           約伯記第 30-3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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