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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事
1. 国殇节国际特会于 5 月 26 日-29 日位于 198
Central Avenue, White Plains, NY 10606 的
Westchester County Center 举行。世界各地的圣徒
来在一起见证身体的一，彰显神的荣耀。我们会所有
二十多个家参加了特会。
2. 西温莎区于 6 月 10 日周六有春季室外相调，欢迎圣
徒带福音朋友一同来参加。
3. 劳伦斯区于 6 月 17 日周六在 Village Park 有春季
室外相调，欢迎圣徒带福音朋友一同来参加。
4. 6 月 23 至 25 日 Hamilton 召会与 Montgomery
召会在 288 KPCC 相调中心相调。
召会追求进度
一、圣经主题：启示录第一章
二、生命读经：第一篇至第九篇
三、晨兴圣言：《回归召会的正统》第一周
四、职事书报：事奉主者该有的进取第七章
五、旧约读经：以赛亚书第一章至第七章
六、背诵圣经：加拉太书第一章 22-二章 4 节
启示录第一章

因着主的怜悯，这一次我们来到圣经的末了一卷─启示录。启示录
这卷书，因着神那狡猾的仇敌而被封闭了，很少基督徒能明白；更
难得有人能从其中看到生命，看到神的经纶和耶稣的见证。启示录
是一本豫言的书，因为其中的启示含豫言性质。书中的异象，大部
分是指要来的事。甚至二、三章写给七个召会的七封书信，在表号
的意义上，也是论到召会在地上直到主回来时的豫言。这本书虽然
是一本豫言的书，但不仅是明文的豫言，更是给人看的异象。在神
眼中，这本书所豫言的一切事都已经发生，并且藉着一个接一个的
异象，这一切事都向观者显示出来了。 启示录中所用的动词和述
语，大都不是用将来式，而是用过去式，指明本书所记载的事，都
已经发生。所以严格的说，启示录里不仅是豫言，更是启示一些已
经成就的事。在我们看来，事情也许尚未发生；然而在神看来，事
情已经完成了。在神的眼中，本书所记载的一切事，在将近二千年
前就发生过了。我们都应当相信这个。许多基督徒以为启示录是一
本豫言的书，所以好奇的想要明白这些豫言。这样的人来读启示录，
不过是要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但是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对主说，
“主阿，拯救我们脱离好奇，使我们不是为了好奇而来读启示录。
我们郑重的再说，启示录不仅是一本豫言的书，更是一本已经完成
之事的记录。 在启示录中，有两件主要的事已经成就了。第一就
是耶稣的见证已经永远完成。你有没有看见新耶路撒冷？使徒约翰
在两千年前就看见了。你信不信你现在就在新耶路撒冷里？我们说
这话好像是发疯，但我们是根据圣经而发疯！神历世历代工作的终
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已经完全建造成功了，我们就在其中！按照
启示录末了的两章，新耶路撒冷的建造已经完成了。这头一项是在
积极一面的。 在消极一面，第二件主要的事已经发生，就是神的
仇敌撒但，已经受了对付。在神眼中，甚至在我们的弟兄约翰眼中，
撒但已经扔在火湖里了。撒但，就是那蛇，是在火湖里，而我们是
在新耶路撒冷里。这事你有没有看见？我们若看见撒但是在火湖里，

就不会再求神对付他，反而会赞美神已经对付了仇敌。甚么时候撒
但再来搅扰我们，我们必须对他说，“撒但，你来错了地方。你不
该在这里，你的分乃是火湖！快回去，不要再到这里来！”你有没
有这样作过？我们都必须这样对待撒但。圣经总是前后一贯的，甚
至说到神的仇敌撒但，也是一贯的。
在创世记三章，撒但狡猾的取了蛇的形状，来到人类中间。到启示
录，就把撒但特意称作古蛇。在创世记里，那条蛇还不太老；到了
启示录，那条蛇老了，最少六十岁了。启示录特意称撒但为“古
蛇，”是有确定用意的。然而，到了启示录时期，撒但不只是古蛇，
他更变成了一条“大龙。”按照启示录，这条龙先从天上被摔到地
上来，三年半之后，又被捆绑扔进无底坑里。在启示录二十章中我
们看见，到千年国末了，主要把他从无底坑中释放出来，他在神手
中还有点用处。撒但被释放后，要尽全力来毁坏人类；他“要出来
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歌革和玛各，叫他们聚集争战。”但不
久后，按照二十章十节，魔鬼又被扔进火湖里，那就是他的定命和
结局。启示录所以被封闭，就是因为它暴露了撒但，揭开了撒但的
定命和结局。但现在，在这时期的末了，我们信主要开启这卷书，
也要打开我们的心、灵和眼睛，让我们清楚看见，神的仇敌现今就
在火湖里。阿利路亚，古蛇撒但现今就在火湖里！我们却是在新耶
路撒冷里！ 新耶路撒冷是耶稣的见证，今天的召会也是耶稣的见
证。今天，我们在众召会中，乃是耶稣的见证。我们必须彻底看见
这个，忘掉我们的自己，忘掉我们的软弱，和困扰我们的罪，甚至
忘掉我们还活在地上这个事实。”在新耶路撒冷里没有爬虫、青蛙、
蝎子、或蛇。不但如此，那城里也没有罪、死、或世界。那里没有
别的，只有基督以及神所救赎并变化过的人。如果我们看见这个，
我们必会高声赞美主说，“阿利路亚！”
启示录一章一节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祂，叫祂将必
要快发生的事指示祂的众奴仆；祂就藉着祂的使者传达，用表号指
示祂的奴仆约翰。”本书的启示主要的是由表号组成，表号就是有
属灵意义的象征，如象征众召会的七灯台，象征众召会使者的七星。
甚至新耶路撒冷也是一个表号，表征神经纶终极的完成。因此，本
书是一本表号的书，藉此使我们明白启示。约翰的福音书是一本表
号的书，表征基督如何来作我们的生命，以产生召会，就是祂的新
妇。约翰的启示录也是一本表号的书，显示基督现今如何照顾召会，
以及祂要如何来审判并据有这地，并带召会，就是祂的新妇，进入
神完满的经纶里。
启示录是一本结束的书。如果圣经中删去启示录，圣经就有开头无
结尾，因而有了一个大缺。虽然有创世记作为圣经的开头，但若没
有启示录就没有总结，没有完成。因此神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又经
过了许多工作之后，还需要有一个完成。若没有启示录，神的经纶
就没有总结。神是伟大的，祂是一位有定旨的神；为了成就祂的定
旨，神的经纶必须完成。许多研读圣经的人忽略了神的经纶。我们
若没有启示录，就看不见神经纶的完成。事实上，我们甚至难以领
会甚么是神的经纶，因为我们看不见神经纶的结果。但这卷书清楚
启示了神的经纶，因为它包含了神经纶的总结。 若没有启示录，
连基督的救赎也没有总结。基督在肉体里来，死在十字架上，成功
了救赎，但救赎成功了甚么？有人说，基督的救赎是为了拯救罪人，
把他们送上天堂；这种结论太低了，没有甚么意义。但在启示录中，
我们看见基督救赎我们，用自己的血买回我们，是叫我们成为国度，
作祭司。因此，这卷书阐明了基督救赎的总结。 启示录一章六节
说，基督“使我们成为国度，作祂神与父的祭司。”我们这些藉基

督的血所救赎的信徒，不仅由神所生，进入神的国，更为着神的经
纶成为国度，就是召会。本书的作者约翰，是在这个国度里；所有
蒙救赎得重生的信徒，也都是这国度的一部分。 本书主要的一面，
就是神正在恢复祂在地上的权利，使全地成为祂的国。当基督首次
来时，祂已将神的国一同带来。这国已经扩大成为召会，召会要在
全地上完成神国的建立。一面，神的国今天是在召会中；另一面，
神的国正藉着得胜的信徒来临。然后，基督和得胜的信徒，要在千
年国里辖管万国。
我们藉着基督的血蒙了救赎，不仅成为神的国度，也成为祂的祭司。
国度是为着神行政的掌权，祭司是为着神形像的彰显。这就是君尊
的祭司体系，为要成就神原初造人的定旨。这君尊的祭司体系，正
在今天的召会生活中得以操练，并要在千年国里得以加强实行，且
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启示录这卷书，也陈明召会美妙辉煌的
终极完成。在这卷书中，我们看到神的经纶、基督的救赎、以及召
会的见证。若没有启示录，我们可能把新约书信再三读过，却仍看
不出召会是基督的见证。有那一封书信说到召会如同灯台，照耀在
黑夜里？只有启示录这样告诉我们。在启示录里，召会起先是发光
的灯台，最后到了永世，召会成了新耶路撒冷，一座金的山。这便
是召会美妙的终极完成。就是在今天，在这黑夜的时候，我们仍有
发光的灯台。 启示录说到神的经纶、基督的救赎、和召会的见证，
同时也揭露了仇敌最终的结局。若没有启示录，我们就不知道撒但
的定命，也没有人能明白，神为甚么一直容忍这狡猾、邪恶、污秽
的撒但。但我们若进入这卷书，看见撒但的结局，我们必定快乐，
并向蛇嗤笑。因此，我们在启示录看见神的经纶、基督的救赎、召
会的见证、和撒但的定命这四件重大事情的总结。
启示录是约翰著作的结束。我们在约翰生命读经中曾指出，使徒约
翰的著作可分为三类：福音书，书信和启示录。约翰福音是说到生
命的分赐。在约翰十章十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在约翰十二章二十四节祂又说，“我实实在在
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在这几节圣经中，我们看见生命的分赐，这
是约翰福音的中心思想。约翰的书信是说到为着生命长大而有的交
通。不错，生命已经分赐到我们里面，然而还需要长大。生命的长
大是藉着交通。因此，在约翰的书信中，我们看见为着生命长大而
有的交通。约翰著作的最后一类，就是启示录，是说到生命的收获。
首先是生命的分赐，接着是生命的长大，最后是这生命的收获。若
没有启示录，我们只有生命的分赐和生命的长大，却没有生命的收
获。
新约包括四福音、使徒行传、书信和启示录；启示录也是新约的结
束。在四福音，我们看见生命种子的撒播，因为在福音书中，耶稣
把自己当作生命的种子，撒到人里面，祂把自己撒到少数人里面，
如彼得、约翰等。在使徒行传，有这生命的繁殖。在书信中，我们
看见生命的长大。保罗、彼得、约翰等人所写的书信，其中心观点
都是生命的长大。我们都需要在生命中长大。在启示录里，我们又
一次看到生命的收获。启示录十四章，有成熟的庄稼和收割。启示
录十四章十五节说，“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
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地上的
庄稼已经熟了。”在启示录十四章，所有的庄稼都收割了。由此我
们可以看见，启示录乃是新约的结束。
启示录是圣经最后一卷，是整本圣经，整个神圣启示的结束、完成
和总结。圣经需要有这样的结束。大多数神圣启示的真理，种子都
撒在圣经头一卷的创世记里，在以后各卷，特别在新约各卷，逐渐
生长发展，其收成乃在启示录。例如，蛇在创世记中是种子，到了
启示录蛇被收拾。因此本书所说的事物，多半不是全新的，乃是依
据圣经前面各卷所已有的。在创世记是神圣启示的种子，在以后各

卷是神圣启示的发展，到了启示录，是这神圣启示的收成。因此，
我们都要进入本书并且了解它；我们若不认识这卷书，我们对神圣
的启示就不会清楚。就如我们旅行的时候，若还未到达目的地，我
们对所走的路常是不清楚。但到了目的地之后，回顾所走过的路，
心里便十分清楚了。到了启示录，便是到了整本圣经的目的地；到
了这目的地，我们便能明白整本的圣经。
启示录可分为五段：引言，（启一 1～8，）所见的事，（启一 9～
20，）现在的事，（启二 1～三 22，）要来的事，（启四 1～二二
5，）和结语。（启二二 6～21。）引言中有基督的启示，和耶稣
的见证。启示录虽然包括神的经纶，但神的经纶并不是本书主要的
中心。本书的两大紧要的项目，乃是基督与召会，也就是基督的启
示与耶稣的见证。在引言之后，便是所见的事，就是七个灯台，和
手拿七星的人子。二、三章是说现在的事，就是七个地方召会。下
一段说到要来的事，分为二部分。第一部分（启四 1～十一 19）是
综观要来的事，从基督升天到将来的永远。第二部分（启十二 1～
二二 5）是详述第一部分所论及重要的事物。以上两部分的体裁与
创世记一、二章非常相似。创世记一章是概括记录神的创造，二章
是详述神的造人。同样原则，启示录四章一节到十一章十九节，是
对将来一切的事作一概述；十二章一节至二十二章五节，是把其中
的重要事物作详细的描述。所以不要把末了的十一章当作头十一章
的继续，因为要来之事的概述是结束在十一章。在这一段揭示了要
来之事一切的细节之后，到了二十二章六至二十一节，乃是全本启
示录的结语。
Date

Lawrenceville

04/23/17
04/30/17
05/07/17
05/14/17

West Windsor

English

Total

41

117

Combined
43

33

115

Combined
69 (Chinese speaking combined)

110
22

05/21/17

Hamilton, Montgomery, Franklin Meeting

05/28/17

(Memorial Da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91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