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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神寶座的異象、世界局勢背後的屬靈景象、 
以及基督作神行政的中心 

綱  要 
壹 我們需要看見一個屬靈的異象,就是神的寶座乃 

   是全宇宙中神行政的中心—啓四 2,五 1,結一 

   26: 

貳 但以理十章陳明在世界局勢的背後屬靈景象的 

   異象: 

叁 基督是照神永遠的經綸作神行政的中心—啓五 

   6,二二 1: 

週一 8/31                                                               *禱讀 

啟示錄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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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西結書 1:26 

26 在他們頭以上的穹蒼之上，有寶座的樣式，像藍

寶石的樣子；在寶座的樣式以上，有一位的樣式好像

人的樣子。 

列王紀上 22:19 

19 米該雅說，因此，你要聽耶和華的話；我看見耶

和華坐在寶座上，天上的萬軍侍立在祂左右。 

但以理書 4:3 

3 祂的神蹟何其偉大，祂的奇事何其有能！祂的國是

永遠的國，祂的權柄存到萬代。 

以賽亞書 6:1 

1 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我看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

祂的衣袍垂下，遮滿聖殿。 

啟示錄 4:11; 5:1 

4:11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能

力的，因為你創造了萬有，並且萬有是因你的旨意存

在並被創造的。 

5:1 我看見坐寶座的右手中有書卷，裡外都寫著字，

用七印封嚴了。 

羅馬書 6:22 

22 但現今你們既從罪裡得了釋放，作了神的奴僕，

就有聖別的果子，結局就是永遠的生命。 

約翰壹書 2:27-28 

27 你們從祂所領受的膏油塗抹，住在你們裡面，並

不需要人教導你們，乃有祂的膏油塗抹，在凡事上教

導你們；這膏油塗抹是真實的，不是虛謊的，你們要

按這膏油塗抹所教導你們的，住在祂裡面。 

28 現在，孩子們，你們要住在主裡面；這樣，祂若

顯現，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當祂來臨的時候，也不

至於蒙羞離開祂。 

晨興聖言 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第二週,週一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二章神兩次呼召

亞伯拉罕; 第一次呼召──在吾珥 

週二 9/1 

但以理書 4:17, 26;2:37,44;4:17;7:9,14 

4:17 這乃是眾守望者的命令，這決定乃是眾聖者的吩

咐，好叫活人知道，至高者纔是人國的掌權者，要將

國賜與誰，就賜與誰；祂立極卑微的人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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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王阿，你是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將國度、權能、

力量、榮耀，都賜給了你； 

2:44 當那列王在位的日子，天上的神必興起一國，永

不敗滅，國權也不留歸別民，卻要打碎滅絕那一切國；

這國必存到永遠。 

4:17 這乃是眾守望者的命令，這決定乃是眾聖者的吩

咐，好叫活人知道，至高者纔是人國的掌權者，要將

國賜與誰，就賜與誰；祂立極卑微的人掌權。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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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火焰，其輪乃是烈火。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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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 11:15 

15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

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國，祂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晨興聖言 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第二週,週二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第二章第二次呼召──在哈蘭 

週三 9/2 

但以理書 10:5-6 

5 舉目觀看，見有一人身穿細麻衣，腰束烏法精金帶。 

6 祂身體如水蒼玉，面貌如閃電，眼目如火把，手和

腳如閃耀發亮的銅，說話的聲音如大眾的聲音。 

歌羅西書 1:17-18 

17 祂在萬有之先，萬有也在祂裡面得以維繫； 

18 祂也是召會身體的頭；祂是元始，是從死人中復

活的首生者，使祂可以在萬有中居首位； 

希伯來書 1:8 

8 論到子卻說，“神阿，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

國的權杖是正直的權杖。 

啟示錄 1:12-17 

12 我轉過身來，要看是誰發聲與我說話；既轉過來，

就看見七個金燈臺； 

13 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袍，直垂到

腳，胸間束著金帶。 

14 祂的頭與發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

焰， 

15 腳好像在爐中鍛煉過明亮的銅，聲音如同眾水的

聲音。 

16 祂右手中拿著七星，從祂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

劍，面貌如同烈日中天發光。 

17 我一看見，就仆倒在祂腳前，像死了一樣。祂用

右手按著我說，不要懼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 

晨興聖言 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第二週,週三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三章 亞伯拉罕

與迦南地 

週四 9/3 

但以理書 10:2,12-13 

2 當那些日子，我但以理悲傷了三個七日。 

12 他說，但以理阿，不要懼怕，因為從你第一日專

心求明白這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自己，你的言語已

蒙垂聽；我是因你的言語而來。 

13 但波斯國的魔君，攔阻我二十一日；然而大君中

的一位米迦勒來幫助我，因我單獨滯留在波斯諸王那

裡。 

猶大書 9,20-21 

9 天使長米迦勒與魔鬼爭辯，為摩西的身體爭論的時

候，尚且不敢以神對他的判辭毀謗他，只說，主責備

你罷。 

20 親愛的，你們卻要在至聖的信仰上建造自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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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裡禱告， 

21 保守自己在神的愛中，等候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

憫，以至於永遠的生命。 

以弗所書 6:10-12 

10 末了的話，你們要在主裡，靠著祂力量的權能，

得著加力。 

11 要穿戴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能以站住，抵擋魔

鬼的詭計， 

12 因我們並不是與血肉之人摔跤，乃是與那些執政

的、掌權的、管轄這黑暗世界的、以及諸天界裡那邪

惡的屬靈勢力摔跤。 

使徒行傳 26: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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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亞基帕王阿，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晨興聖言 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第二週,週四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三章亞伯拉罕築

壇; 示劍(肩膀)──有能力之地 

週五 9/4 

啟示錄 5:5-6; 22:1 

5:5 長老中有一位對我說，不要哭；看哪，猶大支派

中的獅子，大衛的根，祂已得勝，能以展開那書卷，

揭開牠的七印。 

5:6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中間，並眾長老中間，有

羔羊站立，像是剛被殺過的，有七角和七眼，就是神

的七靈，奉差遣往全地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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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 

以西結書 1:26 

26 在他們頭以上的穹蒼之上，有寶座的樣式，像藍

寶石的樣子；在寶座的樣式以上，有一位的樣式好像

人的樣子。 

希伯來書 12:1-2 

1 所以，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

們，就當脫去各樣的重擔，和容易纏累我們的罪，憑

著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賽程， 

2 望斷以及於耶穌，就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與成終者 

；祂為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 

架，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使徒行傳 2:34-36 

34 大衛並沒有升到諸天之上，但他自己說，“主對我

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 

35 等我使你的仇敵作你的腳凳。” 

36 所以，以色列全家當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

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祂為主為基督了。 

晨興聖言 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第二週,週五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第三章伯特利(神的家)──基督的身體 

週六 9/5 

啟示錄 1:4-5;4:5;19:16 

1:4 約翰寫信給在亞西亞的七個召會：願恩典與平安，

從那今是昔是以後永是的，從祂寶座前的七靈， 

1:5 並從那忠信的見證人、死人中的首生者、為地上

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歸與你們。祂愛我們，用自己

的血，把我們從我們的罪中釋放了； 

4:5 有閃電、聲音、雷轟，從寶座中發出。又有七盞

火燈在寶座前點著，這七燈就是神的七靈。 

19:16 在祂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字寫著：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以弗所書 1:20-22 

20 就是祂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使祂從死人中復活，

叫祂在諸天界裡，坐在自己的右邊， 

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

以及一切受稱之名，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在

內， 

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著召會作萬有的

頭； 

腓立比書 2:9-11 

9 所以神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

名， 

10 叫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在耶穌的名裡，

萬膝都要跪拜， 

11 萬口都要公開承認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

神。 

晨興聖言 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第二週,週六 

詩  歌 中文大本 120 

主日 9/6  哈利路亞，榮耀歸主 

但以理書 4:34-37 

34 那些日子過後，我尼布甲尼撒舉目望天，我的理
性複歸於我，我便頌讚至高者，讚美尊敬那永活者；
因為祂的權柄是永遠的權柄，祂的國存到萬代。 

35 地上所有的居民，都算為虛無；但在天上的萬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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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那時，我的理性複歸於我；為了我國的榮耀，威
嚴和光耀也都復歸於我；我的謀士和大臣也來求見我，
我又得堅立在國位上，超越的尊大加增於我。 

37 現在我尼布甲尼撒讚美、高舉、尊敬天上的王，
因為祂一切的作為全是真的，祂的道路是公平的，因
為祂能使那行動驕傲的降為卑。 

啟示錄 5:8-14 

8 當祂拿書卷的時候，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都俯
伏在羔羊面前，各拿著琴，和盛滿了香的金爐，這香
爐就是眾聖徒的禱告。 

9 他們唱新歌，說，你配拿書卷，配揭開牠的七印，
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支派、各方言、各民
族、各邦國中，買了人來歸與神， 

10 又叫他們成為國度，作祭司，歸與我們的神；他
們要在地上執掌王權。 

11 我又看見，且聽見，寶座與活物並長老的周圍，
有許多天使的聲音；他們的數目有千千萬萬， 

12 大聲說，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能力、豐富、智
慧、力量、尊貴、榮耀、頌讚的。 
13 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裡的一切
受造之物，以及天地間的萬有都說，但願頌讚、尊貴、
榮耀、權能，都歸與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 

14 四活物就說，阿們。眾長老也俯伏敬拜。 

              參讀 :生命讀經 啟示錄第 4 篇; 

                  但以理書第 5-6, 13,15 篇  

報告事項： 

※ 九月 4 日(週五)到 6 日(主日) 有紐約州眾召會的勞工 

      節線上相調聚會, 請踴躍報名參加.報名的鏈接: 

              https://forms.gle/L7j1caBbKRPPKpg69 

 

  紐  約  市  召  會 

網站 www.churchinnyc.org 及 www.churchnyc.org 

 

https://forms.gle/L7j1caBbKRPPKpg69
http://www.churchinnyc.org/
http://www.churchny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