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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 已 过一年主实在眷顾保守了我们， 超过我们

赏赐提醒提摩太，这也提醒我们，要过一个爱慕主显现的

所求所想。虽然遭逢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圣徒们无法像往

生活，这叫我们不灰心、不退后、不软弱，忠心到底。在

年一样，自由的聚集、传福音……然而，期间丰满经历主

不在乎主的再来，有否期盼见到主的面，乃是我们属灵生

的恩典，真是路滴脂油恩重重！

活的「温度计」和「风向标」。等候主的再来，乃是爱主
最大的表现。

观看世界最近的局势与所发生的事， 不是自然灾难就
是飞来横祸，不是形势危急就是经济堪忧，至今病毒不肯

「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二十一20）这是使徒约翰

散去，人心充满了不安与茫然。所发生的种种都是指向主

写启示录结束的话，也是他向主从深处恳切的祷告，这也

再来的日子已经临近了……。

是所有爱慕主显现之人时常的祷告。「生命园地」从这期

提摩太后书四章8节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

起陆续登载关于主再来的信息，惟愿这些话能激励我们起

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

来好好的爱主，迫切的追求在生命中长大，专心盼望耶稣

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祂显现的人。」使徒保罗以审判和

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我们的恩。

主 必 快 来

第一篇：神永远计划终极的完成
我们往往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主的再来，只看见主再来
是为着我们。当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主的再来，我们便看
见神永远的计划不单在于救赎，还与犹太人、地上活着的
人以至整个宇宙有关。求神扩阔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看见
主再来不单为着信徒和犹太人，也为着宇宙万物。

主在地上最后一周， 亲自宣告要再来：「那时，他们
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可十三26）
主被接升天以后，天使也印证祂要再来：「加利利人哪，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
们见祂怎样往天上去，祂还要怎样来。」（徒一11）圣经中
有关主再来的记载，是最大的记载，篇幅比记载第一次来
更多。新约圣经共有7957节，当中400节提到主的再来，即
差不多每20节经文,便有1节关于主的再来。整本新旧约圣
经，每卷都提到主的再来，可见这是十分重要的事，是我
们不能不关心的。

全备的救恩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服
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
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 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

主再来与神的心意

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

主的再来与神永远的计划有着密切的关系。神是有旨

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罗八

意、有计划的，祂要按部就班来完成祂的目的。因着神有

19-23）

旨意，所以创造了万物（启四11），创造便是神旨意的第一
重要部分，已经完成了 （创二1） 。神不但创造万物，更创

主第一次来是为着拯救，第二次来是为着审判。我们已
蒙拯救，但仍在罪恶、败坏的世界里，与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劳苦叹息。试问谁人没有劳苦叹息？读书苦, 工作苦;
没有家室苦，有家室也苦。惟有主的再来，叫我们脱离一
切劳苦叹息。我们的灵已得着救赎，我们的魂天天经历救
恩，我们这朽坏的身体，则要等到主再来才得赎。那时候,
再没有叹息，只有欢乐，所以主的再来是我们荣耀的盼
望。
主的再来，是要带我们进到圆满的救恩里。不但如此,
主还要审判世界和撒但，建立国度，带进新天新地新耶路

造了人，因为祂要藉着人完成祂的计划。可惜人堕落失败
了，但神的计划仍没有改变，祂为人预备了救恩，藉着主
耶稣道成肉身，成功救赎，将人带到神面前，神便藉着这
班蒙救赎的人——教会，来完成祂的旨意。主的救赎工作
已经完成（约十九30），但神的旨意和计划还未全部完成，
直到主再来，才有终极的完成。主还未再来，神的旨意不
能完成；神永远的计划，必须藉着主的再来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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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9节） 主降临之前，人照常吃喝嫁娶，这也是今天世
人的光景：以大吃大喝为乐，放纵肉体的情欲。总而言
之，世界越来越老旧，越来越不适合人居住；世人也越过
越放纵，变得越来越可怕。

撒冷。「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
全了…」 （启十7）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
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祂要作王，直到永
永远远。」（启十一15）「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

关于教会：主降临前，有假基督和假先知出现，来迷
惑许多人 （5、11节） ，就如今天有许多异端邪说涌现。此
外，神的儿女要遭受逼迫，被人恨恶，甚至弟兄姊妹彼此
不和，许多人因此跌倒，爱心渐渐冷淡（9-10、12节）。今
天许多圣徒对教会感到灰心失望，正应验了主的话。

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 （启十六17）
「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祂又对我说：
都成了… 」（启二十一5-6）当主再来，一切都成了；主若不
来，便无法成了。主的再来，不单解决我们的个人问题，
乃是解决一切问题，所以我们要与主配合，催促主来，完
成神的旨意。今天许多基督徒对主的再来充满好奇，喜欢
研究启示录中的异象，却没有关心神的旨意。求主开启我
们，叫我们认识主再来与神旨意的关系。

关于以色列国：「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
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
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
（32-33节） 无花果树预表以色列国，当我们看见以色列兴

旺起来，便知道主快要降临。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
居无定所近二千年。1948年，以色列人复国；虽然他们被
四围列国仇视，神却保守他们不被吞灭。1967年，以色列
人夺回耶路撒冷；只要他们得回原有圣殿的根基，便可立
即重建圣殿。主的预言必然应验，以色列国必定更强盛，
并且必定成功重建圣殿。

主再来的预兆
无人知道主何时再来，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
不知道，惟独父知道 （太二十四36） 。然而，主藉地上好些
事情，提醒我们祂要快来。马太二十四章、马可十三章和
路加二十一章均提到主再来的预兆，特别是马太二十四
章，乃有关主再来预兆的蓝本；启示录的部分内容，也是
由此发展出来。马太二十四章1-12节记载，主预言圣殿要
被毁，于是门徒问主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主降临和世界的
末了，有什么预兆。主后七十年，圣殿被罗马将军提多彻
底拆毁，主的话应验了。接着主论到自己再来和世界末了
的预兆（4-12节），可分为三部分：关于世界、教会和以色
列国。

挺身昂首 迎接主来
「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
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
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
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
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 （路二十一

关于世界：主再来之前，「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25-28）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7-8节）

圣经中有关世界、 教会和以色列国的预兆， 均证明主
必快来。世人因着末世所发生的事，都胆战心惊，吓得魂
不附体，信徒的反应却是挺身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
近了。今天我们就要儆醒预备，热切等待主再来。

「灾难」的原文是「产难」，指孕妇的生产之苦，是越过
越疼痛的，就如世上的灾难，是越过越严重的。当踏入
2000年，全球热烈庆祝千禧年，盼望生活越来越好，可惜
事与愿违，灾难年年有：2001年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
2002年美国攻打伊拉克，2003 年爆发沙氏疫症，2004年有
南亚海啸，2005年发生几次严重地震，超级飓风接二连三
侵袭美国…这些灾难都是百年不遇，并且忽然而至，叫人
防不胜防。
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禽流感，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若禽流
感发展至人传人，全球半数人口将受到影响，许多人会因
此死亡。此外，专家指出地球充满了各样危机：亚马逊森
林的面积越来越小，导致生态失衡；全球气温上升，北极
的面积也越来越小；因着环境污染和病毒肆虐，慢性病患
者大增，估计十年内有四亿人因此死亡…这些都是主再来
的先声，即使未信的人，也觉得世界末日快要来临。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
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
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
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祂要
与人同住，他们要作祂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
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
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启
二十一1-4）

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再没有眼泪、死亡、悲哀、哭号、
疼痛，这是终极而完美的救恩，也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所
以我们能挺身昂首，迎接主来。盼望我们随时作好准备，
等待主再来，永远与主同在，求主怜悯我们。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
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

2005年香港教会特别聚会信息（谢）

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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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 徒 成 全

试炼中的安慰
命，所以祂比我们更晓得死亡是什么。祂曾为死的事流

「他们在一切苦难中，祂也同受苦难。」

泪，也曾亲自死过。祂必安慰你们，祂的安慰，虽然也

（赛六十三9）

一个人越在恩中与神同行，他对于别人的过失也就

能觉得死亡的可悲，却是死亡所不能摸着的。

越能体恤；他作圣徒越长久，他就越感到神的信实和体

基督永远是全然可亲，人人可近的主，甚么罪人都

恤。同时也越明白在许多事上，神实在用这方面的恩

能亲近祂，因为祂从世人中分别出来，祂的里头是绝对

典，恩待了他。

归给神，完全舍己，只照着神所吩咐祂的话来生活

主耶稣在地上时， 是完完全全的进入那四围忧患之

的。…这个就是神在地上时的生活。…如果我们里头是

中，且因此被称为一个「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人

真的得到自由，我们就能同情外面的一切。

（赛五十三3）。同样，每一个圣徒也当按其本身的程

我们的主，对于我们在道路上难免的遭遇与忧患，

度，进入因世界、罪恶、重担而产生的感觉里，与主一

总是多表同情和满有恩慈的。倘若祂挪去我们多年所认

同变成忧患之子。

为对象的东西，或者最少也是我们心中所倚靠之物，祂

心灵的喜乐， 在乎享受与神同在那种不变的福气。

总会给我们灵里的勉励和安慰。只有祂是永远不会失落

无论在任何环境之下，纵使尽是遭遇苦难与试炼，其结

的，祂对于我们，实在比所有人世的联系更亲密。

果也必使神因祂向着我们的大爱，把丰富的同情送到我

基督已经历过我们所能经历的一切，祂曾深深的进

们的里面。因此，苦难与试炼，就是迎接神进来的一个

入人类的苦难中，为要拯救我们出来。人的同情，固然

门户。

是一种安慰，然而人往往爱莫能助。神的同情，却是带

基督一看见苦难，就动慈怜之心，祂不愿我们对苦

着能力的。得着神的同情，是多么的好！

难冷心，或不关痛痒，也不愿意我们只向自己难过。祂
要我们向着受苦的人，表现充足的同情与怜悯。「基

一位爱主的 弟兄病重，许多弟兄姊 妹围在床前看

督…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祂的脚踪行。」（彼

他，想到他一生如何忠心殷勤服事主，看顾其他肢体。

前二21）

就有一个人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他爱你！」

我常常感到，家庭中第一次发生亲人离世的事，是

这位在病中的弟兄说：「哦，我的弟兄！不要这样

最伤感而絶痛的！但基督已经进来，补满死亡的缺，且

说,当马利亚和马大打发人去见主时，不是说：『主

把生命赐下。祂用祂的恩惠与慈爱，召我们活在永远的

啊，那个爱你的人病了。』乃是说：『主啊，你所爱的

生命里。祂知道如何安慰。由于祂就是复活，也就是生

人病了。』不是我向着祂那不完全的爱，使我得到安
慰；乃是祂对我那无限的爱，使我得着了安慰。」

福 音 信 息

摘自《基督是我们的满足》第四十六周

你需要耶稣

「同情」及《造就故事》

需要耶稣！需要耶稣！人人都需要耶稣！
要脱罪担，需要主；要得平安，需要主；
要免沉沦，得永生，你需要耶稣！

他需要主耶稣。不道德的撒玛利亚妇人要解渴，也需要主
耶稣。至于道德高尚的人，需要主使他重生，否则他就在
神的国以外。人要进神的国，非得有神圣的生命不可。不
仅如此，卑下的人也需要耶稣；人之所以卑下没有道德，
就因为没有神。人没有神就没有道德，所以会在罪中寻找
快乐。你若要脱离罪，得着真快乐，就必须有神。

《诗歌选集》838首

约翰福音记载与主接触的人， 表明生命应付人各种情
况的需要。这些与主接触的人，有的是高尚有道德的，有
的是卑贱不道德的，有的软弱，有的饥饿，有的干渴，有
的被定罪、被藐视，有的生来就瞎眼，有的则是死了；主
来到人中间所接触的就是这些人。

一个软弱的人没有行善作好的力量，就是缺少主耶稣。
所有软弱的人都是躺在「褥子」上，不能起来行走。好抽
烟的人拿烟当褥子，好打牌的人拿麻将牌当褥子。所有软

这些人都需要主耶稣。 有道德的尼哥底母需要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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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人都无法离开自己的「褥子」，都要靠褥子托住；他
们没有力量，无法自己起来行走。然而你若得到主耶稣，

界的知识，能明白科学和哲学，但若细问人从何处来，要
往那里去，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们都不清楚，因为看不
见。这不是瞎眼吗？这样的人需要耶稣。此外，人没有神
便没有生命。所以没有神的人，都是死了的人、居住在坟
墓里的人。这种人什么时候一接受耶稣，什么时候便能复
活，立刻离开他的坟墓。因此，死亡的人尤其需要耶稣。

便不用躺着；因为主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
（约五8）你有了耶稣，不但不必靠褥子托着你，还能拿着

褥子行走。从前，你作了褥子的奴隶；现在，你作了褥子
的主人。从前你软弱到一个地步，得贴在你的褥子上，就
是贴在香烟、麻将上。然而，自从你得着主耶稣，你站起
来了；你脱离了褥子，从软弱变为刚强。所以，软弱的人
都更需要主耶稣。

什么时候人得着祂，就不必在罪中寻找快乐，而会有真正

饥饿的人也需要主耶稣作粮食。主说：「我就是生命

的快乐。人在软弱中得着祂，便能刚强。人在饥饿中得着

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祂，便得饱足。人在干渴中得着祂，便有活水。人被轻

（约六35）主不只是生命的粮，并且是活水的泉。祂曾应许

视，得着祂便不被定罪。人在黑暗中行，得着祂就有道

喝祂的人，就永远不渴。生来瞎眼的人同样需要主；所有

路，一切明亮。人在死亡中，得着祂就复活，有了生命。

瞎眼的人，都看不见人生从何处来，往何处去。我们有了
主耶稣，便得着了视力，眼睛不瞎，能看见。实在说，许
多世界上顶聪明的人，他们的脑子里，虽然装满了许多世

总之，人的需要就是主耶稣自己。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耶
稣。

圣 经 学 习

信息——
钥点——
要节——
主旨——

什么时候我们碰见主，什么时候我们的需要便得到满
足。什么时候人相信祂，便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

没有为主
因为他们从来
是
，
乐
快
不
许多基督徒
主面前去。
带领一个人到
有
没
来
从
，
直到主来。
说过一句话
上继续下去，
身
们
我
从
要
福音的见证
点亮别人。
亮了，却不去
点
被
是
们
我
— —倪柝声
千万不要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丰满
一23
以弗所及歌罗西二书是圣经中最高、也是最中心的启示，是新约圣经中的至圣所。
以弗所书的主题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歌罗西书的主题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两卷书合起来是关于教会完整的启示，是使徒保罗从主领受的托付和职事，也是我
们在事奉中所持守的异象。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主题
经节
一～三章
四～六章
分段
教会在基督里的福分与地位
教会在圣灵里的生活与职责
经节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重点 属灵的地位
得救的经历
达到的丰满
合一与建造
更新与顺服
争战与站稳
性质
真 理
实 行
特点
蒙召的恩惠
相称的行为

《生命园地》是一份给圣徒们共同耕耘的园地。性质是为传扬神的福音；述说生命和真理
的信息；指明属灵成长及事奉的道路。目的是为帮助未信主的朋友和已信主的圣徒。欢迎弟
兄姊妹提供资料，特别是得救时或得救后蒙恩的见证，或是读圣经及属灵书报的心得，从聚
会或信息所得的帮助等等。来稿以真实，简要，不显耀自己，只为荣耀神为原则。以二千字
为限，中英文均可。若取材于其他刊物，请注明出处。可用笔名发表，但请提供真实姓名及
联系方式，本编辑室保留取舍及修改之权。
稿件可电邮至：info@naccv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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