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萬民作見證, 然後末期纔來到

07.08.19 今日耶穌 130

- 太 24:1-28, 可 13:1-23, 路 21:5-24 -

** 開始的話
** 讀經: 太 24:1-28
1. 末日將必來臨
1) 你降臨和世界的末了, 有什麼預兆呢?(3)
- 好些冒基督之名來的· 假先知, 顯大神蹟· 大奇事, 迷惑許多人/ 聽見打仗的風聲(民攻打民,
國攻打國)/ 災難(饑荒· 地震)/ 人的愛心漸漸冷淡了/ 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裏(恨惡, 殺害)
- 其實, 從耶穌基督死而復活, 昇天, 聖靈降臨, 末日是已經開始的<徒 2:17-18, 約壹 2:18>
- 從始祖墮落以后直到如今, 神藉著人類歷史, 繼續反覆地顯明“將要來臨的末日和審判之事＂,
來警告人, 警戒聖民了(創 3:16-19, 挪亞洪水· 所多瑪滅亡· 以色列的興亡· 主後 70 年耶路撒
冷的滅亡· 十字軍戰爭· 兩次世戰· 今日的戰爭· 災難··· )
=> 不可以“只等末日, 不作今日該要作的事＂

2) 重要的, 是你的人生是否過“天天豫備末日＂的生活
* 不管你有沒有信, 世界末日· 世代末日· 個人末日將必來臨
= 死亡律 100% / 每日 25 萬人離世<來 9:27>/ 一生的年日就七十, 強壯則八十<詩 90:10>
= 有限的日子: 就像農夫一年的耕農· 一回合裏的比武· 一次的短跑· 長跑的競賽· 考試的學生

3) 有聰明智慧人的人生= 豫備末日
* 知道來處· 歸處/ 認識神· 看見天國→ 堅定一生的目標→ 每天與主人· 天國本營聯絡→
明白每天主人所托付的事情→ 得著從天而來的智慧· 能力→ 忠心勝任自己的任務
→ 一天一天平安· 喜樂· 盼望地過日子...
* 在任何情況裏, 懂得 掌握“所托付的事＂ ② 誠實地擔當 ③ 得著稱讚和賞賜
- 不管尊卑· 富貧· 地位· 處境.. 甚至在戰場裏... 在監獄裏... 在沈沒的破船裏...

4) 愚昧糊塗人的人生= 根本沒有開始和末了
- 被環境· 條件· 肉體· 世界捆綁而應變的人生
- 只追求“肉體的情慾· 眼目的情慾· 今生的誇耀＂
= 他們的日子, 就像等候死刑審判的死刑囚, 也就像被帶到屠宰場去的“豬豚＂

2. 這天國的福音, 要傳遍天下, 對萬民作見證, 然後末期纔來到

1) 這些事是必須有的, 只是末期還沒有到(6)= 神的終極目標= 得救的人數要得滿足
- 神的終極目標= 藉著耶穌基督, 得著永遠的子民, 建造永遠的國度
- 使子民得重生· 得成聖· 得基業

2) 在歷史中, 末世的徵兆繼續反覆出現, 也都為著“傳福音之事＂
- 藉著過去的事, 警告罪人, 警戒聖民(挪亞洪水· 所多瑪蛾摩拉· 以色列的被管教)
- 每時代神的審判, 對蒙恩者(亞伯拉罕· 以色列)來講是“祝福＂, 對滅亡者來講是“咒詛＂
- 藉著戰爭· 災殃之事, 神得著“所揀選的聖民＂, 也更新堅固以色列自己的子民

3) 傳福音工作過去· 現在· 未來的回顧和展望
- 先是猶太人, 後是希臘人, 再後是羅馬人, 再後是歐洲人· 美洲人, 再後是亞洲人..
- 繼續尋找未得之民= 福音繼續要被傳揚到還未聽過福音的宗族那裏, 也在福音已到的地區·
宗族裏, 繼續尋找神所豫定要得救的子民

4) 並且等候已蒙得救的子民, 多得“成聖＂, 多得“冠冕＂的日子
- 對一個已重生的聖民而言, 地上剩下日子的目的, 就是: 將自己的生命和生活, 都建立在“福
音磐石＂上面, 並將自己生命的聯絡網盡一步擴張..
- 歷世歷代, 神偉大的福音事工, 則每一次透過“一個微弱的聖徒＂開始, 展開到全世界的...
(約瑟· 大衛· 路得· 馬利亞· 120 門徒· 保羅· Hudson Taylor· D.L.Moody···)
- 每次災難(黑暗)日子的來臨, 神已經豫備好了“所要重用的一個人＂, 而回復“以馬內利運動＂,
並且逐漸召聚一群喜愛神, 追求永遠天國, 看見時代的黑暗而哀慟的聖民...
- 主如何使用“我＂, 將要多少發展我生命的聯絡網, 這些事都歸於“主的主權＂, 我們應該不管
蒙主使用多大, 就在今日願意參與“蒙恩的群體＂, 與他們一同認真學習基督, 事奉基督, 擴展
“四大福音化＂的事工, 將一生的禱告和事工傳授給後代, 叫他們繼續發展就好

3. 最重要的事, 還是今日忠心跟隨主
1) 主的再來· 永遠的新天新地是將必來臨的, 對我來講, 更重要的, 還是..
- 在地上有限的日子裏, 我能得著什麼
(世界末日還未來臨之前, 個人先到“個人末日＂, 那時刻被定永遠的樣子)
- 每日有每日的結束, 今日我多得了什麼? 是最重要的...

2) 其實, 主耶穌每日來到我的生命· 我的生活現場裏
- 寶座= 聖靈= 在我心靈裏/ 當將主所賜的身份· 應許· 美意, 應用在自己的生命· 生活· 人際
條件時, 主的引導是顯而易見的/ 每當靠著有根有基的信心尋找主的美意, 願意順從的時候,
主的能力降臨, 會看見主的幫助和成就...

3) 末日的聖徒, 更要謹慎“分別為聖＂

= 那時, 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裏, 也要殺害你們, 你們又要為我的名, 被萬民恨惡
* 在這末日黑暗時代, 許多屬靈爭戰等候“蒙恩的聖徒＂
- 肉體· 世界· 異教/ 敵基督· 假先知· 異端邪說/ 靈裏許多的暗示· 欺騙· 攻擊/
事工中, 所遭遇的條件· 環境· 過程
=> 得勝后, 將那答案· 經歷· 見證善用於“拯救人· 醫治人· 堅固人＂的事工上

4) 繼續不斷地要確認, 要展望, 要跟隨
一生的異象

② 連結(凡事· 每時期)

③ 今日的使命和遵從

** 結束的話

** 本週祭壇禱告題目 **
1) 不管末日的預兆是如何, 更重要的, 是我的人生是否過“天天豫備末日＂的生活! 主耶穌, 不但末日再來, 更
是每日降臨在我生命· 生活現場裏! 診斷: 今日, 我生活的計劃· 內容· 意義, 都連結於我的末日? 需否加一點整

理和確認? 每天早上, 主如何向我顯明祂要托付給我一天的任務? 最近, 主特別關注之事是那些?
2) 那時, 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裏, 也要殺害你們, 你們又要為我的名, 被萬民恨惡: 為主的名, 我曾經受過那些

逼迫? 我正在打那些打仗? 我清楚仇敵的攻擊和暗示麼? 有否已掌握了從主而來的智慧· 能力?
3) 繼續不斷地要確認, 要展望, 要跟隨: 確認: 到如今, 主在我生命裏, 如何顯明了“福音的奧秘＂? 到如今,

主透過我的生命, 展開了那些福音事工? 最近, 主正在作那些福音工作? 我如何展望未來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