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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應神的呼召作祂時代的憑藉， 

就是祂的得勝者，以轉移時代 

綱  要 

壹、 每當神要有一個時代的行動，一個轉移時代的行 

動，祂必須得着祂時代的憑藉；我們對神必須是有 

時代價值的人—啓十二 5 ～11，一 20，但十二 3， 

太十三 43：  

貳、 但以理有同伴，能一同絕對奉獻給神，並從跟隨 

撒但的世代分別出來歸給神—但一 4 ～ 8，五 12、 

22，六 10：  

叁 、但以理藉着神的話語，聯於神的心意—但九 1 ～  

4，申十七 18 ～ 20，提後三 16 ～17，弗六 17 

～ 18，詩一一九 11，24： 

肆 、但以理是禱告的人，有美好的靈，他是在諸天之 

國（諸天管治）的實際裏，活在神的管治之下的 

人—但二 17 ～ 19、28，六 10， 九 1～ 4、17， 

五 12、14， 六 3， 五 22 ～ 23，四 25 ～ 26、 

32： 

伍 、但以理是一個犧牲自己，有殉道之靈的人—六 10 

～ 11： 

陸 、我們要作今天的得勝者成爲神時代的憑藉，以轉 

移時代，就必須贖回光陰；歌羅西四章五節說， 

『要贖回光陰』，以弗所五章十六節也說，『要贖 

回光陰』： 

柒、 今天要成爲有活力的路，乃是答應主的呼召，作 

得勝者；得勝者乃是有活力的人，有活力的人 

（活而有活動的人）乃是禱告的人—一一九 88、 

159，但十一 32 下： 

捌、 我們要作今天的得勝者就該像以薩迦的子孫，『通 

達時務，知道以色列人所當行的』（代上十二 32  

上）；（見下述李弟兄應用上的經歷）。 

週一  9/21                                                   *禱讀 

啟示錄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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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去了。 

啟示錄 12: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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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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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以理書 12:3 

3 通達人必發光，如同穹蒼的光輝；那使多人歸義的，

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 

馬太福音 13:43 

43 那時，義人在他們父的國裡，要發光如同太陽。有耳

可聽的，就應當聽。 

馬太福音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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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書 1:9 

9 神是信實的，你們乃是為祂所召，進入了祂兒子我們

主耶穌基督的交通。 

啟示錄 2:4-7 

4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離棄了起初的愛。5 

所以要回想你是從那裡墜落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

的。不然，我就要臨到你那裡；你若不悔改，我就把你

的燈臺從原處挪去。6 然而你有這件事，就是你恨惡尼

哥拉黨的行為，這也是我所恨惡的。7 那靈向眾召會所

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

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喫。 

晨興聖言 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 

第五週,週一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第四章、 恩典與律法 

週二   9/22 

但以理書 1:8; 6:10 

1:8 但以理卻立定心意，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的酒玷污

自己，所以求太監長容他不玷污自己。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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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 2:13 

13 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但座位之處。你持守著我

的名，甚至當我忠信的見證人安提帕在你們中間，撒但

所住之處被殺的那些日子，你也沒有否認對我的信仰。 

民數記 6:1-8 

1 耶和華對摩西說，2 你要對以色列人說，無論男女許

了特別的願，就是拿細耳人的願，要將自己分別出來歸

給耶和華，3 他就要遠離淡酒和濃酒，也不可喝淡酒或

濃酒作的醋；不可喝甚麼葡萄汁，也不可喫鮮葡萄或乾

葡萄。4 在他分別出來的一切日子，凡葡萄樹上結的，

自核至皮所作的物，都不可喫。5 在他許願分別出來的

一切日子，不可用剃刀剃頭。他要成為聖別，直到他將

自己分別出來歸耶和華的日子滿了；他要任由髮綹長長。

6 在他將自己分別出來歸耶和華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

死人。 

7 他的父母、兄弟、或姊妹死了的時候，他不可因他們

使自己不潔淨，因為那分別出來歸神的憑據在他頭上。

8 在他分別出來的一切日子，他是歸耶和華為聖的。 

詩篇 110:3 

3 當你爭戰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奉獻為彩飾，甘心獻上

自己。你的少年人對你必如清晨的甘露。 

晨興聖言 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 

第五週,週二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第四章、不死就不能生 

週三   9/23 

但以理書 9:2-3; 2:17-18 

9:2 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從經書上得知耶和華

臨到申言者耶利米的話，論耶路撒冷荒涼的年數，七十

年為滿。9:3 我便禁食，披麻蒙灰，面向主神尋求，禱

告、懇求。 

2:17 但以理回到他的家，將這事告訴他的同伴哈拿尼雅、

米沙利、亞撒利雅，2:18 要他們為這奧祕的事，在天上

的神面前求憐恤，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與巴比倫其

餘的哲士一同滅亡。 

詩篇 119:11 

11 我將你的話珍藏在心裡，免得我得罪你。 

提摩太後書 3:16-17 

16 聖經都是神的呼出，對於教訓、督責、改正、在義上

的教導，都是有益的，17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備，為著各

樣的善工，裝備齊全。 

以弗所書 6:17-18 

17 還要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頭盔，並那

靈的劍，那靈就是神的話；18 時時在靈裡禱告，並盡力

堅持，在這事上儆醒，且為眾聖徒祈求， 

晨興聖言 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 

第五週,週三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第四章、亞伯拉罕又一次因信稱義 

 

週四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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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 5:15-16 

15 你們要仔細留意怎樣行事為人，不要像不智慧的人，

乃要像有智慧的人；16 要贖迴光陰，因為日子邪惡。 

歌羅西書 4:5 

5 你們對於外人要憑智慧行事，要贖迴光陰。 

哥林多後書 5:10 

10 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的審判臺前顯露出來，叫

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到應得的報應。 

馬太福音 25:21-23, 25-26 

21 主人對他說，好，良善又忠信的奴僕，你在不多的事

上既是忠信的，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進來享受你主

人的快樂。22 那領二他連得的也進前來，說，主阿，你

交給我二他連得；請看，我另賺了二他連得。23 主人對

他說，好，良善又忠信的奴僕，你在不多的事上既是忠

信的，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25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他連得埋藏在地裡；請看，你

仍有你所有的。26 主人就回答他說，又惡又懶的奴僕，

你既知道我沒有撒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簸散的地方要

收聚， 

馬太福音 7:26 

26 凡聽見我這些話不實行的，好比一個愚拙人，把他的

房子蓋在沙土上。 

晨興聖言 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 

第五週,週四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第五章、亞伯拉罕與兒子（中）; 

亞伯拉罕受割禮 

週五   9/25 

約珥書 2:25 

25 我打發到你們中間的大軍隊，就是群蝗、舔蝗、毀蝗、

剪蝗，那些年所喫的，我要補還你們。 

詩篇 90:10,12,14-15 

10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

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

飛而去。12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

們得著智慧的心。14 求你使我們在早晨飽得你的慈愛，

好叫我們一生歡呼喜樂。15 求你照著你使我們受苦的日

子，照著我們遭難的年歲，叫我們喜樂。 

 

 

詩篇 84:10 

10 在你的院宇住一日，勝似在別處住千日；我寧願站在

我神殿的門檻，也不願住在惡人的帳棚裡。 

歌羅西書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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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行事為人配得過主，以致凡事蒙祂喜悅，在

一切善工上結果子，藉著認識神而長大， 

詩篇 39:4 

4 耶和華阿，求你叫我曉得我的結局，我的壽數幾何。

願我知道我的生命何其短暫。 

晨興聖言 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 

第五週,週五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第五章、神與亞伯拉罕立約 

週六   9/26 

詩篇 119:88 

88 求你照你的慈愛將我救活，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 

但以理書 11:32 

32 作惡違背聖約的人，他必用花言巧語使他們被玷污；

惟獨認識神的子民，必剛強行事。 

士師記 5:15
中
, 16

中
 

15
中
 …以薩迦以忠誠待巴拉，眾人都跟隨巴拉衝下山谷。 

16
中
 …在流便的族系中，有心中設大謀的。 

歷代志上 12:32 

32 以薩迦的子孫中，通達時務，知道以色列人所當行的，

有二百首領；他們的族弟兄都聽從他們的命令。 

啟示錄 3:12 

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絕不再從

那裡出去；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

就是由天上從我神那裡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我的

新名，都寫在他上面。 

啟示錄 14:1, 3-4 

1 我又觀看，看哪，羔羊站在錫安山上，同祂還有十四

萬四千人，額上都寫著祂的名，和祂父的名。3 他們在

寶座前，並在四活物和眾長老前唱新歌；除了從地上買

來的那十四萬四千人以外，沒有人能學這歌。4 這些人

未曾與婦女在一起受到玷污，他們原是童身。羔羊無論

往那裡去，他們都跟隨祂。他們是從人間買來的，作初

熟的果子歸與神和羔羊； 

 

晨興聖言 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 

第五週,週六 

詩 歌  中文大本 647 

主日 9/27          哈利路亞，榮耀歸主 

但以理書 9:1-4,17 

1 瑪代族，亞哈隨魯的兒子大利烏，立為迦勒底國的王

元年，2 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從經書上得知耶

和華臨到申言者耶利米的話，論耶路撒冷荒涼的年數，

七十年為滿。3 我便禁食，披麻蒙灰，面向主神尋求，

禱告、懇求。4 我向耶和華我的神禱告、認罪，說，哎，

主阿，大而可畏的神，向愛祂守祂誡命的人，守約並施

慈愛。 

17 我們的神阿，現在垂聽你僕人的禱告懇求，為主的緣

故使你的臉光照你荒涼的聖所。 

但以理書 10:11-12,18-19 

11 他對我說，大蒙眷愛的但以理阿，要明白我與你所說

的話，只管在原地站起，因為我現在奉差遣來到你這裡；

他對我說這話，我便戰戰兢兢的立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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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有一位樣子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

19 他說，大蒙眷愛的人哪，不要懼怕，願你平安。你要

剛強，要剛強；他一向我說話，我便覺得有力量，說，

我主請說，因你使我有了力量。 

            

參 讀： 

轉移時代的人，第一至二篇。 

但以理書生命讀經，第二至八篇。 

在舊造裏撒但的混亂以及爲着新造的神聖 

經綸，第三篇。 

 

報告事項： 

9/25 紐約市召會 校園迎新福音(線上聚會) 

9/ 25-26 青職聖徒和青年家庭(線上聚會) 

10/1-3 秋季國際長老暨負弟兄訓練(線上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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