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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03/10                                             末日與我的家庭                                       (家庭月特別信息--1,2)  

 

    在這2015年的家庭月,我們應該如何爲我自己和我家庭禱告呢?在這末日屬靈氣惡魔的勢力充滿的時代,我的禱告

能阻擋惡魔的火箭而能保守我家人麼?能使我家庭仍然享受從神的國而來各樣美好的福份麼?我的禱告能使我家人

的生命生活都能成爲榮神益人建國的美好見證麼?  

 

    過去一百年,整個世界和人心的變化實在是很大;其急速的變化,使我們看到從創世至今一直被隱藏的知識、被阻

擋的交通和來往,一下子都得釋放;這變化來到了21世紀,已經是達到了極點。我們無法想像:再過幾年後,我們會看

到如何的光景。在今日已經很容易看到:一家四口人一起坐在車上或飯桌上,每一個人手上都有自己的手提電話,都

陷入了網站世界裏的光景;也常常會看到:孩子們在同個時間裏,同時作三、四樣事情:一邊作功課,一邊聽音樂或看

Video,一邊與人網上聊天。有一個報告說,在這時代的年靑人平均每15分鐘一次開手機。網站科技和其各種産品的

發達之超速度也已到達人類無法追趕的地步了。那些所謂Smart Devices(智能機器)、Wearable Devices(穿戴式智能

機器)等網站文化的技術和産品,也非常迅速地發達;最近上市的4D(Four-Dimensional 第四空間)映像科技,也叫人類的

通信和傳播系統要進入完全另一時代;同時,滿帶着黑暗靈氣的信息、音樂、電影、文化就是透過那些科技不斷地

輸入到人心裏而控制人心人世。在如此的時代,我們能保持心靈的安息時常口唱心和地讚美主,能勸勉兒女們親近

主、榮耀主、見證主,實在是很大的挑戰了！  

 

    雖然,我們不知其正確的日時,但我們會知道:主再來的時間非常靠近了。這時代的整個景象,告訴我們主已在門口

了<太24:33>了!那麼,主將要快來臨的這時代,我和我家人還存留在地上的目的是甚麼?我爲何要結婚?爲何要生兒養

女?兒女大槪幾歲的時候,地上的歷史就要結束?那麼,我兒女的認眞讀書,我認眞發展事業,到底有何意義?主爲我和

我家所懷的旨意是甚麼?主正在寶座右邊爲我和我家禱告什麼?主正在我和我家人的生命生活裏每天作什麼?因此,

我們要得着主給我們的答案!時代無論如何急速地改變,人心無論如何地敗壞剛硬,列邦萬民的勢力無論如何地强大,

然而,主的旨意和能力仍然是沒有改變,主透過信靠他之人的心靈顯出大能成全大事的方法從未改變。讓我們透過

主賜給我們的話語,來一起察驗主在我們身上的美意,一起確認主爲我們所定叫我們要得勝的方法,一起恢復主賜給

我們的權柄和能力,一起舉手爲我們自己和我們家人,也爲這時代禱告吧!  

 

** 讀經: 路17:26-37 (創13:8-18,17:1-16,18:1-33,19:29)  

 

26 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樣。(因此,我們透過挪亞的見證,在這人子很快再來的日子能得着拯救我們

自己和家人的秘訣!那就是深信主的應許和預言,與世界分別爲聖,與主同行,爲自己、家人、時代禱告,並預備方舟/

傳福音) 27 那時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蒙神揀選聖民全數,都信從主基督,出黑暗入光明後,

主再來),洪水就來,把他們全都滅了。28 又好像羅得的日子(因此,我們透過亞伯拉罕的見證,要掌握在這人子很快再

來的日子能得着拯救我們自己和家人的秘訣!那就是抓住神的應許,與像所多瑪蛾摩拉的世界分別爲聖,守住希伯倫

幔利橡樹的祭壇爲自己、後代、時代禱告);人又吃又喝,又買又賣,又耕種又蓋造。29 到羅得出所多瑪的那日(凡蒙

神揀選的聖民,都必得救。一次得救就永遠得救;就像羅得那麼軟弱的聖徒,主也不撇棄,從受審判的世界和地獄永刑

中把他們都拯救出來),就有火與硫磺從天上降下來,把他們全都滅了(<彼後3:10>說,主再來的"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

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30 人子顯現的日子也要這樣。31 當那日,人在房上,器具

在屋裡,不要下來拿;人在田裡,也不要回家。(我們在地上所擁有的條件、關係、事情,都只不過是使我們得基督和

永生基業的工具而已。主再來時,就不再需要那些工具了。但我們不可隨便面對"主用來成聖我們,使我們多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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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冕"的條件、關係、事情等的工具。不管主何時再來,我們在今日所作的事情上要忠心,要用來要榮神益人建國) 

32 你們要回想羅得的妻子(她是連在那硫磺從天降下來的時刻也不信神的話,留念了世界,而變成鹽柱了。有些信徒

雖然看到末日神的警告和審判,但還不能脫離屬世的財物、成功、娛樂、名利)。33 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喪掉生命

(凡想要保持屬世生命不願與基督同死而同復活的人,都無法得着永生;他們仍然死在過犯罪惡中,被捆在撒但手裏的,

也將必要受永遠的刑罰);凡喪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明白了福音的精義,就願意與基督同死同復活的人,是已得了永

生,永遠不死,永遠與基督同享福樂)。34 我對你們說,當那一夜,兩個人在一個床上,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主再來

的時刻,在地球裏的有些地區的人是他們正在睡覺的深夜時刻)35 兩個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主再

來的時刻,在地球裏的有些地區的人,是他們正在預備早餐的時刻(有古卷在此有 36 兩個人在田裡,要取去一個, 撇下

一個。(主再來的時刻,在地球裏的有些地區的人是他們正在白天作工的時刻。主講這三句是要講到:主再來駕雲降

臨和聖徒被提的事,是整個地球同時發生,無論在那裏的人,都會同時看見那榮耀的光景。那榮耀的事對有一個人是

成爲永遠的喜樂,對另ㄧ個人則是成爲永遠的痛苦。透過前面的三句,我們應該要知道主再來的日子、時刻誰也不

知道,那時刻就是我們日常生活的時候,突然來臨的。蒙恩聖徒雖然會分辨時代而知道主快要再來的事實,但他們也

不會知道那正確的年月日時。另一個,我們要關注的信息是那些"夜晩睡覺、預備早餐、白日作工"等的事,也都是

重要的,因爲對聖民而言,睡覺、起來、喫喝、作工,都是使他們得永遠冠冕的工具,因此直到主再來,聖徒是時時刻

刻察驗神在凡事裏的美意,並要忠心地用來榮神益人建國) 37 門徒說:"主啊,在那裡有這事麼?"耶穌說:"屍首在哪裡,

鷹也必聚在那裡。"(這句話的意思是指:罪惡在哪裏,那裏就會有審判和死亡,那裏會有要喫屍首的鷹和鳥<啓19:17-

21>。主說:當我們看到世界的罪惡、戰爭、飢荒、瘟疫、災殃的時候,我們應該要知道主再來的日子非常靠近了) 

 

→ 在此,我們要確認三個事實:1)2015年的今日,是主快要再來的時刻麼? 2)我的每日,是明白主在凡事中的美意而跟

從主,加添永遠冠冕的日子麼? 3)我有"我將必被提"的確據麼?有何證據呢?   

 

 

1. 我們正活在主快要回來的時刻! 

 

  1)末日的景象:在這些年間,我們親身目睹了主跟我們講過那些關於末日的預言<太24章,路21章,啓示錄及先知書>

逐一得成全的光景:我們每日正聽見打仗和擾亂的事;民攻打民,國攻打國,地與海大大震動,天上出現黑日血月(日蝕

月蝕/太陽是指神的眞理,月亮是指敎會;日蝕月蝕,是指末日敎會失去福音眞理);饑荒、瘟疫、强暴之事到處頻發;人

心驚慌恐懼,越來越敗壞剛硬,地上充滿了罪惡。網站時代來臨,列國萬民來往奔跑,知識日月增長;經濟統一管理,政

治合縱連橫,宗敎一同聯合;整個世界一齊起來敵擋神和受膏者基督! 

  

  2)看得見的景象,只不過是靈界裏惡劣情況的部分顯露而已→我們更要關注靈界的情況!挪亞時代的洪水,是因爲

人世的罪大惡極,也有其背後靈界的原因(Nephilim時代<創6:4> = 撒但工作充滿的時代)。最近,在各地發生的地震、

海嘯、瘟疫、災難、恐怖活動、戰爭的頻發,都與人的罪和撒但的作爲並神的審判有密切關係的。最近二三十年,

整個歐美敎會漸漸失去純眞福音而墮落(墮落的程度已達到大部分宗派的總會都已接納了同性戀者被按立爲聖工

人員的事),也與"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的攪亂有密切關係的。筆者認爲<啓9:1-4>所提到,救恩歷史到達末期,"一位天

使拿着無底坑的鑰匙打開無底坑,便有煙從坑裏往上冒,好像大火爐的煙。日頭(眞理)和天空(靈界環境),都因這煙昏

暗"的事,就是指末日敎會失去純眞福音的事情;並且末日敎會失去純眞福音,也有與末日信徒"生發錯誤的心而信從

虛謊,不信眞理,倒喜愛不義"的心有密切關係的<帖後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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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考: 筆者在講道裏所提: Haword Pittman牧師的見證: 

http://www.near-death.com/experiences/christianity01.html (英文)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CB8QFjAA&url=http%3A%2F%2Fwww.divin

erevelations.info%2Fdocuments%2Fplacebo%2Fchinese_traditional_placebo.doc&ei=apFIVfvfOYKfgwT5kYGADA&usg=AFQ

jCNGDiUgwB6fO38CTpJvCcnsLVtEXBw&sig2=5RDMhlkJVow_Gt-jVasE2g (中文) 

 

John Ramirez弟兄的見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11L71PD3Lw (英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jMI-6dmJpc (中文) 

 

  3)也要知道那靈戰是在我們的心靈裏發生的,也在我們的生命聯絡網裏發生的!因爲我們的心靈連結於靈界,靈界

的情況影響我們,我們的心靈也會影響靈界。<弗6:10-18>說:我們的爭戰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

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並且我們的得勝,與我們對福音(父神的心)和聖靈的認

識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我們發現:在心靈裏的靈戰年年更加激烈了。 

 

  4)也要知道仇敵魔鬼撒但一切攻擊的焦點,就是"使聖民失去純眞福音和純眞福音所帶來聖靈的大能"!聖徒尙未知

透:"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所帶來聖靈的大能<林前2:1-5>時,得不着①神兒女的身份,②神永遠的愛和應許,③神在

凡事裏的美意;因此,不得已追求那些不完整的宗敎信息、信仰活動、錯認的聖靈,說謊之父魔鬼撒但一切的攻擊就

集中於"叫人不認識活在自己生命生活裏的基督(父神/聖靈)";信徒"常常學習,終久不能明白"<提后3:7>的理由,是因

爲將學習基督的目標不是放在"如何活出基督、如何榮耀基督、如何順從基督",乃放在"如何得着我要得着的"。在

這末日,我們看見:像"非拉鐵非敎會"<啓3:7-13>認淸基督福音的聖徒和敎會越來越少;像"士每拿敎會"<啓2:7-11>願

意爲主爲福音受苦的忠心聖徒和敎會也越來越少;很多聖徒和敎會的光景,就像"以弗所敎會"<啓2:1-6>失去基督之

愛(戒律信仰),像"別迦摩敎會"<啓2:12-17>追求巴蘭的敎訓(祈福信仰/成功神學),像"推雅推喇敎會"<啓2:18-29>追求

神秘運動(神秘信仰),像"撒狄敎會"<啓3:1-6>沒有生命(形式信仰),像"老底嘉敎會"<啓3:14-22>不冷不熱(人本信仰)。 

 

  5)因此,當我們抓住基督福音向我們啓示的事實,靠聖靈禱告的時候,我和我家、我生命聯絡網的光景都改變過來,

並且會影響整個靈界和整個世界!這就是亞伯拉罕、大衛、保羅的見證,也是那在極其黑暗時代以利亞、耶利米、

但以理的見證!"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5:16>。從我一個人開始的禱告召聚基督精兵,藉此能保護

和祝福一個時代!不管仇敵的人數和勢力多大,神透過信從純眞福音的人,潰滅仇敵一切的勢力;不管靈裏受到如何的

攻擊,純眞福音所帶來的能力,可以滅盡從仇敵而來一切的火箭;不管事情、情況如何的複雜、艱難、惡劣,純眞福音

的能力能使其變爲簡單、容易、祝福!  

 

 

2. 我對福音的認識如何,我的靈就如何,我的能力也如何!   

    何謂純眞福音? 是叫我們得着三個生命果子的!   

 

  1)在任何情況裏,叫我以神不變的"榮耀、尊貴、權柄、能力、恩惠、慈愛、聖潔、公義、智慧、豐盛、信實、永

生"爲我最大的滿足和喜樂!凡不正確認識福音的人,凡尙未發現神永遠無限的大愛的人,或是凡爲要得着自己所要

的而呼求主名的人,都不能享受這最美好完整的福份。魔鬼很容易牢籠,控制,殺害他們。基督福音告訴我們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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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就是神親自所生蒙神大愛的兒女,也是永遠住在我們生命生活裏,整個宇宙萬物是神爲我們所造神愛的顯現,

神爲我們定了永遠美好的計劃,也正在我們生命生活時光裏天天成全。深信這福音啓示的事實而得了聖靈,並且追

求神本身的聖徒,在任何情況裏,都能享受神那不變地向所愛之人所顯明的恩賜和賞賜。保羅說:"無論是生是死,總

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腓1:20-21>。大衛說:"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

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裡求問"<詩27:4>。魔鬼撒但最怕這樣的聖徒。  

  

  2)叫我24小時凡事上能活出基督,見證基督!神按自己的形像造我們,是爲要我們與他同行,與他一同享受他的榮耀

和喜樂;神在基督裏重生我們,也是爲要我們與他同行;基督福音的精義和終極目標,就是叫我們在凡事上能察驗到神

的旨意,而活出基督來。藉着保羅啓示的福音精義,就是使人成爲活祭的奧秘<羅12:1-2,弗5:15-21>。保羅對重生的

了解,是:"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

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爲我捨己"<加2:20-21>;他對神恩的了解,是:"(叫我)常常喜樂,凡事謝恩"<帖前5:16,18>他對禱

告的了解,是:"不住地禱告"<帖前5:17>,"靠着聖靈,隨時多方禱告"<弗6:18>,"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帖前5:19>;對傳福

音見證主的了解,是:"無論得時不得時"的傳福音<提后4:2>。透過基督福音:1)明白我們是神的兒女、基督的身體、

聖靈的殿,2)也堅定生命生活的目標爲享受以馬內利而祝福家人、肢體、萬民,3)也認眞學習神在凡事上的旨意並時

常察驗聖靈所顯明神的美意而順從,我們就能享受24小時凡事上與神同行。若人不以恢復與神同行,爲中心學習神

的話,就會被魔鬼牢籠,無法開起矇蔽的靈眼,而常常學習却終久不能明白。雖然,主已將福音的精義淸楚向我們顯明

了,但凡不愛神、不親近神、不願意順從神的人,都不能享受神所賜24小時凡事上所賜那以馬內利全備的恩典。不

但是在歷史歷代的以色列民和基督敎徒中,尤其在這末日敎會裏的人中,很多人學習基督福音的目標不是"活出基督

",而追求"信仰知識、虔誠言行、神秘經歷、成功復興"等,因為那都是魔鬼的矇蔽、欺騙和牢籠。  

 

  3)叫我在苦難中得七倍的恩膏、見證、傳福音門路!整個世界是在空中掌權者撒但的首領之下,因此必一起來攻擊

神和他的受膏者耶穌,並攻擊屬天的聖民就是基督的身體;特別撒但總動員整個力量來敵擋"拯救並成聖聖民"的福

音事工。但,主說:爲基督福音受逼迫的人,是最有福的,因爲他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主叫他們應當歡喜快樂;也應

許給他們說:主必保護,幫助,賜能力給他們。凡以神爲最大的喜樂並能在凡事上與神同行的人,是遇到苦難或逼迫的

時候,不受控告或膽怯,而能得着剛强、仁愛、謹守的心;並在苦難中會得着將要祝福更多聖民的美好見證,也透過苦

難或不如意的事却能得着傳福音的門路,也能得着時代性的基督精兵(門徒)。魔鬼撒但對他們是無法怎樣的,並用

一條路來攻擊他們,他們却蒙受七倍的恩膏和祝福。大衛說:"那作惡的就是我的仇敵,前來吃我肉的時候就絆跌仆

倒"<詩27:2>;"在我敵人面前,你爲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詩23:5>。保羅說:"我們四面受

敵,却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丟棄;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

顯明在我們身上"<林后4:8-10>。"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若幫助

我們,誰能抵擋我們呢?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呢?有神稱他們爲義了,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

從死裡復活,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絶呢?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

得勝有餘了"<羅8:28-39>。在這末日天空屬靈氣的惡魔攻擊主的敎會的時候,凡在敎會裏尙未認識這全備福音的人,

都無法勝過魔鬼撒但在靈裏晝夜的控告和信仰生活中所遇各種的難處,而會撇棄信仰。這事情叫我們想起施洗約

翰所說的話:"他手裡拿著簸箕,要揚淨他的場,把麥子收在倉裡,把糠用不滅的火燒盡了"<路3:17>;也想起主親自所

說:"天國又好像網撒在海裡,聚攏各樣水族,網旣滿了,人就拉上岸來,坐下,揀好的收在器具裡,將不好的丟棄了。世界

的末了也要這樣。天使要出來,從義人中把惡人分別出來,丟在火爐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太13: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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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神以純眞福音呼召了我和我家, 叫我和我家成爲時代的祝福!  

 

    主說,"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樣...又好像羅得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買又賣,又耕種又蓋造。到羅得

出所多瑪的那日,就有火與硫黃從天上降下來,把他們全都滅了。人子顯現的日子也要這樣...你們要回想羅得的妻

子"。人子我們主耶穌基督很快再來的這些年日裏,主叫我們記念挪亞時代的光景和挪亞的見證,也叫我們記念亞伯

拉罕和羅得的見證。在同一個時代蒙神揀選的兩個聖徒(亞伯拉罕、羅得),他們和他們家人、後代的前途完全不同;

亞伯拉罕成爲列國萬民的祝福,羅得成爲神不喜悅的摩押、亞捫族的祖先。二人和他們後裔遇到祝福和咒詛完全

相反的結果,是因着二人的生命、眼光、心腸和生活方法的不同;並且這一切的不同,都是由於二人對"基督福音"認

識的不同。亞伯拉罕是認淸基督福音的生命了;他深信神賜給他"萬福之源(基督)"的身份,也深信神所賜永遠的應許

(四大福音化<創12:1-3>),並帶着那種尊貴的身份和應許判斷萬事而能得着神在凡事上的美意;不但如此,亞伯拉罕爲

要保守"他對神的話和應許"的信心,也爲要維持與神同行的生活,他在希伯倫幔利橡樹那裏築了一座壇,天天早晩呼

求了耶和華的名(察驗神的美意,並潔淨了自己)。我們這群末日的聖民,在基督耶穌裏,都已與亞伯拉罕和以色列成

爲一體了。因爲我們聽見而信基督福音的人身上,有與亞伯拉罕同蒙呼召了;我們信而旣屬乎基督了,就是亞伯拉罕

的後裔,是照著應許承受亞伯拉罕的産業的了<加3:28-29>。我們要深信我們的蒙召和神所賜關乎我們和我們兒女

的應許,並在這主將要快來的末日,必要每週每日以祭壇、肢體、事奉爲中心過榮神益人建國的日子,並要與肢體一

起來擧手祝福這時代列國萬民中的聖民(眞以色列人),一同來要完成救恩歷史最後面大收割的大工。阿們!  

 

** 讀經: 創13:8-18, 17:1-16, 18:1-33, 19:29 

 

<創13:8-18>亞伯拉罕和羅得的不同,就從他們二人眼光的不同開始的,並且那眼光的不同,就從對基督福音的認識和

信靠的不同而來的。羅得離開亞伯拉罕後,神再一次與亞伯拉罕確認他所賜永遠的應許說,"從你所在的地方,你舉目

向東西南北觀看;凡你所看見的一切地,我都要賜給你和你的後裔,直到永遠"!亞伯拉罕再一次得了應許後,在"希伯倫

幔利橡樹"那裏爲耶和華築了一座壇。這地方將要成爲亞伯拉罕、撒拉、以撒、雅各、約瑟的墳墓,也成爲耶穌基

督將要出來的猶大支派的基業,也成爲大衛城。這希伯倫的地名又叫"基列亞巴",當約書亞征服迦南地的時候,亞巴

族所住的地方;亞巴族,是在亞衲族中勢力最大的巨人族<書14:15>。神賜給亞伯拉罕、以色列的基業,是最重要的地

方,也是最難征服的地方;同樣的,神尙未重用一個聖徒或一家、一個敎會之前,必叫他們遇到很艱難的問題,也叫他

們在問題中得着最完美的福音答案,然後神重用賜給他們的答案和見證來祝福許多同蒙呼召的基督精兵;他們用福

音答案和見證所得的精兵就是神賜給他們永遠的基業了。 

 

何謂祭壇?那就是叫聖徒透過"與神交通"得取天上寶座的恩典和能力的禱告,是叫聖徒能得着神在凡事上的旨意而

順從的禱告,也是叫聖徒爲所愛的家人、肢體、親友、時代舉手禱告而保護、祝福衆人的禱告。爲何需要建立祭

壇?是爲要:1)保守信心(神的應許和神的話),2)察驗神的旨意,3)蒙得能力,4)禱告蒙應允。如何建造祭壇?何謂流血的

祭?何謂與基督同釘十字架?:1)與基督同死同復活而成爲基督身體、神兒女、聖靈的殿,2)在基督裏,與神立約(以馬

內利和四大福音化),在凡事上以"神兒女的身份、以馬內利、四大福音化"的眼光察驗神的美意,3)在凡事上,學習"我

死基督活"的秘訣,而愛神愛人,順從神,依靠神,交托給神,4)並要晝夜要檢討潔淨自己的生命,叫自己的生命生活越來

越更完整地活出基督,能成爲衆人的榜樣和祝福。  

  

<創17:1-16>在亞伯拉罕以希伯倫幔利橡樹祭壇爲中心與神交通同行的日子中,神將更詳細的應許和神的美意向亞

伯拉罕顯明,改他的名字爲"多國之父",改他妻子的名字爲"多國之母",並且叫他和他全家人受割禮(將神所賜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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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應許刻在心版上),也告訴他神所賜應許之子"以撒"明年出生的事。當我們以祭壇爲中心學習基督,活出基督,見證

基督的年日裏,主每年加倍的堅固我們,並將他的新計劃告訴我們,也將新恩加在我們身上。  

 

<創18:1-33>以希伯倫幔利橡樹祭壇爲中心與神同行的亞伯拉罕,又得了招待人子主耶穌和兩個天使的機會,並且再

一次蒙受蒙得應許之子以撒之福了。並且,主將要剿滅所多瑪蛾摩拉的事告訴亞伯拉罕。在此,我們會看見亞伯拉

罕何等迫切地爲那兩座城代禱。當我們抓住主所賜永遠應許,以祭壇、肢體、事奉爲中心生活的時候,主必年年在

我們身上也在我們所愛的家人、肢體、親友身上加添新恩,傳福音和得基督精兵的門路繼續被敞開;也能越來越更

淸楚地分辨時代,爲時代代禱,並且我們的代禱在"見證基督,召聚聖民,建立永國"的事工上,帶給能力和功效。   

   

<創19:29>在<創19章>整章裏,我們會看到那生命、目標、眼光、關心、方法與蒙召的恩不相稱的羅得,他和他配偶,

後裔遇到非常悽慘的結局。羅得在所多瑪城裏的生活,不但叫他得着自己要得的,更是叫他的心靈因聖民的罪惡天

天傷痛了<彼後2:7-8>;不但如此,也失去妻子,不但不能將自己身上的救恩傳授給後裔,却透過兩個女兒生了摩押、亞

捫,而成了神所厭惡摩押、亞捫族的祖先。我們要以羅得和他家的事警戒我們自己!<創19:29>說:"當神毁滅平原諸

城的時候,他記念亞伯拉罕,正在傾覆羅得所住之城的時候,就打發羅得從傾覆之中出來"!若我們走亞伯拉罕的道路,

不但我們自己能享受一生與神同行的以馬內利大福,我們爲配偶、兒女、父母、兄弟、肢體和時代所代禱的,天天

蒙主應允而能成爲我們所愛之人的保護和祝福。 

 

 ⇒ 讀完經文後, 我們要爲如下三樣事情禱告!  

 

  1)確信:我和我家,是爲着這末日蒙神呼召的!誰是蒙神呼召的人和家庭?就是①聽見並深信基督福音,願意跟從主的

人和那人的家庭,②在蒙召的過程裏,也在事奉中常常遇到苦難或難題的人和家庭(亞伯拉罕和撒拉到老邁的年歲還

沒有得着兒子,並且他們的一生遇見許多種的管敎和挑戰。在這末日,若沒有經歷了有些時代性的問題,怎能成爲時

代的守望者呢?)③在各種苦難和挑戰中,越來越多認識純眞福音而依靠神的聖徒,並越來越多結出生命內外善果的

聖徒,④看透時代的問題和人的困苦流離,而爲時代守望禱告的聖徒!  

 

  2)如何解決我和我家面對的問題?我因信福音而得着四大福音化的禱告,如何盡快蒙應允? ⇒ 不管遇到了那種問題, 

要將我的眼光不要放在問題本身,乃要放在:"透過這些問題,我如何的更多認識純眞福音,並且更認眞依靠神"!蒙召

的亞伯拉罕和他的家庭遇到了一般家庭不會遇到的各種獨特的問題;而神賜給亞伯拉罕唯一的方法,就是"守住希伯

倫幔利橡樹祭壇,與主交通,得着神賜給他的答案,而順從、依靠、交托給神"!如大綱1~2所述,在這末日,魔鬼撒但對

主敎會的一切攻擊,就在於叫信徒失去純眞福音;我們和我們家庭、敎會的蒙召也就在於顯明純眞福音的大能,來拯

救"未得的聖民", 召聚末日的福音精兵。因此,我們在所遇的問題上,絶不可用世界的方法來要解決,必要用福音的答

案來解決。神賜給我一些問題的目的,就是爲要得着我全部的生命,所以必要以"依靠神"之法要解決問題。若不以

依靠神的方法解決問題,將必遇見那更嚴重的問題,直到我恢復"依靠神"。我們要知道:旣然我和我家是爲這時代蒙

召的;那麼,我和我家所遇的問題裏,必已有主所預備美好福音的答案;不管遇到何種問題,不管正在經過何種情況,不

管正走在那個時間表上,只要我願意將問題帶到施恩寶座前,求問主的時候,主必將最美好的答案向我顯明<雅1:5>;

並且當我願意一步一步順從主的帶領的時候,主的聖靈就先賜給我平安也保守我的心懷意念,然後會看到:主用奇妙

的方法解決,我們所遇的問題,也帶給我們"萬事互相效力"的結果。我們要記得:當亞伯拉罕守住祭壇爲當代禱告的

時候,<創14章>的戰爭和羅得被擄的事情發生了,神如何賜給亞伯拉罕能力和大勝而拯救羅得和所多瑪居民,亞伯拉

罕如何在所多瑪王和迦南地的居民面前作美好的見證來榮耀神,神透過麥基洗德如何祝福亞伯拉罕...等的事。亞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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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罕的一生用"察驗、順從、依靠、交托給神(福音)"的方法在凡事上得勝有餘了,與他同蒙呼召的我們也應該以同

樣"神爲的福音之法"解決一切的問題,來祝福堅固末日的聖民。 

 

  3)我的"希伯倫幔利橡樹祭壇"在哪裏?祭壇有兩個意思:一、是指我們恢復基督生命和基督思想系統的事,二、是指

基督門徒相聚的團契和聚會!  

 

   ①亞伯拉罕所築的希伯倫祭壇,就是預表"摩西的會幕、大衛的帳幕、所羅門的聖殿、以西結的聖殿",更是預表"

耶穌基督用自己的身體在三天之內要建造的聖殿(耶穌基督,與聖徒同死同復活,使聖徒成爲基督的身體)"。我們要

在基督裏得那"基督的身體、神的兒女、聖靈的殿"的身份, 也要得"爲家人、地區、時代代禱的那君尊的祭司"的神

聖職份,並務要宣揚"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2:9>。在這末日靈戰極其激烈的危險時代,凡尙未

得着"基督福音、基督職份、基督禱告"的人,不但不能祝福自己和自己所愛的人,連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的。我們

要記得<啓9:1-11>所講那欺騙人、折磨人的蝗蟲,是惟獨要傷害額上沒有神印記(尙未恢復基督)的人。  

 

   ②當時,亞伯拉罕也不是一個人孤孤零零地守住希伯倫祭壇的,在他手下,單單他所培養出來精兵的人數,已有318

人<創14:14>。每一個時代都有當代神所呼召而聚集的一群時代基督精兵,救恩歷史來到最後的今日,巨大群基督精

兵已在列邦萬民的基督敎會裏蒙召而被培養出來了。雖然當代基督精兵衆多,但對一個基督而言,必有神按他的種

族、地區、言語、恩賜和使命爲他所預備的一個地方敎會,每一個精兵必要知道那神爲他所安排的地方敎會(屬靈

家庭),並要以那自己所屬的祭壇(敎會)爲中心繼續要學習基督,活出基督,見證基督。敎會無論如何小,其生命和關係

的聯絡網必連結到天上寶座,也連結到從亙古到永遠的全體聖民團契,也連結到當代的列國、萬民、地極。當一個

基督精兵以自己所屬的敎會爲中心忠心認眞裝備、服事、傳福音、代禱的時候,必看到自己生命的聯絡網漸漸擴

張到許多當代同蒙呼召的精兵的生命、家庭、團契和聯絡網裏。我們必要知道:我和我家繼續不斷地蒙得保護、

蒙得恩典、蒙得重用的秘訣中的秘訣,就在於:我和我家以祭壇、肢體、事奉爲中心過七日、每日24小時,並與衆肢

體一起爲地區和時代代禱。亞伯拉罕、以色列、大衛、耶穌基督、使徒們和初代聖徒們<徒2:41-47>,都一律地按

這蒙恩的生活運作系統而生活的!若目前,我和我家尙未恢復了這神所定蒙恩的生活運作系統,我們在這家庭月的禱

告裏必要爲此禱告, 並且要得着我和我家的角色、崗位、職份和使命。  

 

** 禱告１: 親愛的主啊,感謝你! 在這 2015 年,"警醒謹守,守望吹號之年"的家庭月,求你將豐盛的恩惠和祝福加在我

們的祭壇和我們每一個肢體的家庭裏。主啊,沒有一個祝福比得着你的心意和福音能力更大的。感謝你!在你卽將

要結束救恩歷史的時刻,你揀選我們和我們家庭、敎會爲時代的守望者,將你要做的事都告訴了我們,並且年年將福

音的奧秘更深更實際地向我們顯明,也將福音的大能加在我們生命裏。在這些年間, 我們親身目睹你跟我們講過那

關於末日預言逐一成就的光景。我們每日正聽見打仗和擾亂的事;民攻打民,國攻打國;地與海大大震動,天上出現黑

日血月;饑荒、瘟疫、强暴之事到處頻發;人心驚慌恐懼,越來越敗壞剛硬,地上充滿了罪惡。網站時代來臨,列國萬

民來往奔跑,知識日月增長;經濟統一管理,政治合縱連橫,宗敎一同聯合;整個世界一齊起來敵擋神和受膏者基督。

主啊,我們知道那些看得見的現象,只不過是顯露那看不見世界裏所進行激烈爭戰的部分而已;我們應該更關注靈戰,

並要關注我們每一個聖民心靈裡的靈戰,也在我們每一個聖民與家人、肢體、親友、同時代之人的心靈和關係裏

的靈戰。主啊,我們深知叫我們得勝的,就是你透過耶穌基督和他的寶血向我們顯明的純眞福音,也就是那透過信基

督福音之人的靈魂體、生活所顯明聖靈的大能。無論情況多麼地艱難、複雜、惡劣,你福音的能力都能轉化爲簡

單、容易、祝福;無論仇敵的人數和勢力如何地衆多猛烈,你單單透過以利亞信你福音的一人所顯出的權能就能輕

而易舉的潰滅仇敵一切的勢力。主啊,我們稱頌你的智慧和你奇妙的作為!在這 2015 年的家庭月,我們期待你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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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所預備的新恩新力!救主將福音和聖靈那測不透的奧秘,多多向我們顯明,好叫我們每一個人都能成爲彰顯你大能

的精兵;並成爲你爲我們在生命聯絡網裏所安排衆聖民的祝福。阿們! 

 

** 禱告２:親愛的主啊,你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你在我們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我們旣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著應許承受産業的了;並且其永遠産業就在於我們生命的條

件裡,也在我們為所愛之人的代禱和服事裡。願我們一生的禱告在你面前,就像亞伯拉罕在幔利橡樹、希伯倫祭壇

那裏蒙應允一樣蒙悅納,使我們的思念、判斷、言語都能與以馬內利的事實相稱,而能顯出你的權柄和能力來,並能

成爲家人、肢體、衆人的保護和祝福。主啊,我們知道在這末日之末,你神聖的呼召在我們這信從福音之人的身上,

過去衆先知和使徒們所打過的那激烈的爭戰就在我們心靈裏也在我們每天的事奉裏。那被摔在空中的撒但知道自

己的時候不多,帥領空中屬靈氣千千萬萬的惡魔來攻擊基督的身體就是主的敎會,使主的聖民失去純眞的福音而不

能察驗明白神在凡事裏的美意。魔鬼撒但一切的攻擊特別都集中於我們這末日爲傳揚純眞福音而蒙召的守望者心

靈裏。因爲牠知道我們和我們所愛之人的蒙恩,全靠我們在禱告中的得勝,並且我們的得勝也在於隨時隨地穿戴全

副軍裝並靠聖靈禱告,而敵擋魔鬼的詭計。主啊,雖然靈界爭戰激烈,列邦萬民爭鬧,大地大海震動,人心驚慌恐懼,你

仍然坐着爲王掌權,透過信靠你的人顯出得勝,並且天天迅速成全救恩大工。主啊,感謝你!每當我們呼求你名的時候,

你就顯出權柄和能力來,趕逐魔鬼一切的欺騙、暗示和控告,以絶對的平安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並成全我們因信你

的應許而得爲所愛之人的禱告。我們的力量,我們的主啊,我們愛你!在任何情況中,我們要因與你同行歡喜,因你的

愛歡呼喜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