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哪哒树。有哪哒和番红花，菖

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没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

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

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歌四13-16）

第二篇：国度的实现

   当神在祂永远的定旨里创造人时，已经有国度的伏笔：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

照着祂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一26-28)神永远

的定旨关乎「形像」和「管理」，形像是为着彰显，管理

是为着代表和掌权，都与国度有关，是积极而正面的。神

在造人之前，已预知人会堕落，但还是按着祂永远的定旨

创造了人，又为人预备了全备的救恩，将人带回祂永远的

定旨里。神永远的定旨没有改变，并且要藉着国度的实现

来完成。

预览主再来

    神是永远无限的，却将人放在时间和空间里：「生养

众多」指出人在有限的时间里，需藉此在时间上才得以延

续，这乃与永恒相对；「遍满地面」指出人活在有限的空

间中，需凭此在空间上才得以扩展，这乃与无限相对。神

要人与祂永远的计划配合，实在不容易，因为人活在时空

里，只着重此时此地，不关心永恒，所以实在需要向神祷

告，叫我们有突破的看见：「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

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

道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祂的恩召有

何等指望，祂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弗

一17-18)

  我们活在时间里，若要认识将来，就需要预言。预言对

一般人而言，就是预知（预先知道）。其实预言本来的意

思是预先照明，当然有预知的一面，但主要意思是预先看

见或预览。圣经的预言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关于主的第

一次来，大部分记载在旧约，在主降生的时候大多应验

了；二是关于主的再来，从四福音开始，主就亲自用比喻

或直接地向门徒说祂要再来，其他新约书卷也经常提到主

的再来。当时门徒非常渴慕主的再来，后来教会经过黑暗

时期，只有圣职人员才有圣经，直到十六世纪马丁路德恢

复基要真理，圣经才渐渐广传。到了十九世纪，神在英国

兴起一班弟兄们，解开圣经中关于教会、国度的真理，特

别讲到预言的应验。历世历代，当圣徒对主再来的信息有

一点看见，他们在主面前就有相当爱慕的心情。他们实在

有看见——不单预知，更有预览。在以色列还未复国以

先，他们就有把握和看见：主必要再来，这异象控制了他

们的生活。

主再来的目的

　 对于预言，我们往往着重「何时」、「何地」和「如

何」应验，却很少注意「为何」应验。过去半个世纪，是

教会历史上最突出的时期，无数圣徒盼望能活在这世纪，

看见预言的应验。昔日主向门徒提到以色列复国的预言(太

二十四32)，经过多年还没有应验，终于在我们这年代应验

了。然而，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何时」、「何地」和

「如何」，却忘记最重要的问题——「为何」。我们在时

间和空间里，若要与神永恒的旨意配合，在时空里与永恒

挂钩，就必须有突破的看见，认识主为何要再来。我们的

得失不要紧，神的旨意当留心；主的再来是神永远计划终

极的完成，对于我们这世代实在太重要了！

　 我们是跨越千年时代的，由二十世纪进入二十一世纪。

主 必 快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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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圣经，世界自被造以来至主耶稣降生，总共经过四千

年；现今是主后二千年，即是说世界已经过六千年。彼得

后书三章8节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从

主的角度来看，世界已经过了六天，而神正用了六天创造

世界，第七天安息，所以主快要再来。此外，还有许多迹

象，叫人觉得主快回来。然而，我们不要被外面的事情吸

引，单单注意「何时」、「何地」和「如何」；主回来是

要迎娶新妇，所以我们要关心新妇预备好了没有，这才是

「为何」。盼望我们在主面前有此感觉，当我们交通主的

再来和预言的应验时，不要单单停留在预知的境界里，而

要进入预览的境界里。主实在恩待我们，将我们摆在此时

此地；不是我们比别人强，历世历代许多爱慕主来的圣

徒，他们的心情不知比我们强多少。巴不得我们同被激

励，挺身昂首，迎接主来。愿我们都看见活在这世代，乃

是神特别的怜悯，以至我们成为催促主快来的一班人。

神的国与天国

    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永远无限

的神；在新约圣经里，特别是马太福音，则常用「天

国」。「天国」一词最早见于主的先锋施浸约翰的话：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三2)后来主出来尽职

时，也说：「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四17)神的

国是从永远到永远，天国则在新约才开始；当主耶稣来

临，就带来了天国。天国是跟教会有关的，马太十六章

16-19节便是基督与教会的启示，当中提到基督、教会和

天国，将天国和教会相题并论。主又说：「我要把天国的

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

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19节)不单天国和教

会是相题并论，而且天国将地与天联接起来。另外，「耶

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

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

呢！」(太十九23-24)在此主耶稣将「天国」和「神的国」互

换，可见两者是相通的。

   神的国是统称，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天国是从主耶稣来

时才开始的，是在永远到永远里的一段时间，是整个新约

时代，也就是教会时期。「天国」是马太福音的常用词，

马太五、六、七章一般称为天国的实际，十三章讲到天国

的外表，二十四、二十五章论到天国的实现。天国的实际

就是教会时期，教会需要活在天国的实际里，认清天国的

外表，以至带来天国的实现，就是主的再来，带进千年国

度，即国度时期。

天国的实际

　 天国跟主的两次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主耶稣第一次

来，是道成肉身，祂是永远无限的神，成了受时空限制的

人，在十字架上成功救赎，经过死而复活，产生教会，就

是新妇；整个教会时期，就是为着新妇的装备。主第一次

来是为着产生新妇，第二次来是为着迎娶新妇，其间就是

装备新妇。在这段时间里，主称神的国为天国，今天我们

在地上是与天连接的，因为我们是「重生」的人，意思就

是「从上头生的」(约三3)。我们的父在天上，祂是我们的

源头，所以主教导门徒祷告时，说：「…我们在天上的

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太六9)「神国」是统称，

「天国」是专称，在新约里神国就是天国，当天国来临

时，就把天和地相连成为实际，为着新妇的装备。今天我

们虽活在地上，但可思念上面的事(西三2)，因为我们是天

上的国民，与天连接。为着新妇的装备，我们要活在天国

的实际里，这样当主再来、天国实现的时候，新妇就妆饰

整齐了。

   主第一次来是道成肉身，从永远无限的神成为受时空

限制的人，为我们成功救赎，产生教会。我们虽然活在地

上，处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中，却可以跟神永远的旨意和

计划配合——在时间里跟永恒挂钩，在空间里与天连结。

我们需要有这看见，也需要传这样的福音：「这天国的福

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太二

十四14)我们虽活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里，但我们所传的福

音不受时空限制，所以我们在时间里是跟永恒挂钩的，在

空间里是与天连结的，叫我们可以活在主祷文的实际里。

总结

　 国度的实现，是与神永远的旨意连结的。今天我们活在

新约里，在时间里可以与永恒挂钩；在空间里，因着我们

是从上头生的，我们有天上的父，在地上就可以与天相

连。故此，国度能够落实在我们身上。我们活在现今世

代，实在是蒙福的：不单圣经中最重要的预言都在我们这

代应验了，而且神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神永远的旨意是

什么——我们今天正是为此而活。关于主的再来，我们已

有许多交通，但还是求主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照

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都有预览，传国度的福音，活

在国度的实际里，一同装备，让教会得着建造。当新妇装

备好的时候，就促进主的再来。

                    2005年香港教会特别聚会信息（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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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但以理•怀特（1840-1901，DanielWebster 
Whittle），出生于美国麻州，南北战争爆发
后加入军队，并且晋升至少校。在一场战役
中丧失了右臂，并且被俘，此时，他才醒悟
需要救主。有一天，他陪一位垂死的士兵祷
告，怀特弟兄见证当时的经历说：「我双膝
跪下来，断断续续的说着话，向主认罪，并
求基督赦免我，我确信主当时赦免了我。接
着我为那个男孩祷告时，他安静了下来，紧
握着我的手。当我起身时，他已经死了，但
他原本忧伤的脸却显得非常的安详。我不得
不相信，神用那个男孩带我回到救主的身

边，也用我来带领那个男孩信靠基督的宝
血并得着赦免。」
  

诗歌简介
    此诗作于1883年，在这首诗中，怀特用
多个「不知」和一个「惟知道」来强调他
对救恩的经历，以及对圣经所预言末期之
事的坦然无惧，凭信往前，等候主来。这
实在就是所有爱慕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之
人共同的心声。
  

诗歌赏析
    第一节：「神的奇恩临到我身」是个确
切的事实，但又是个太超出人想象的事
实！这恩之「奇」，其妙非凡，怎能有这
等恩典，竟将一个完全无望且不堪的罪人
救到永活的生命和盼望里？救恩来了！竟
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联于神永远的旨意。
  

    第二节：我们是信徒，对于「救我的
信」如何进入我心，以及为何仅因一信便
能得着「新心」，虽常感到奇妙莫名，我
们却仍该凭信简单接受神所说「我也要赐
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
（结三十六26）。这可信靠的话，并凭此
话坚定站立。

   

　   第三节： 圣灵来了，要为罪，为义，
为审判，使世人知罪自责（约十六8）。
而圣经的话临及，则是见证救主，使人自
然接受祂（罗十14）。这些乃是每一个得
救之人确实的经历，却难以用道理说得
通。为此，我们只有低头感谢、敬拜。
   

　   第四节：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

诗 歌 赏 析

3

一  我真不知神的奇恩  为何临到我身；

      我也不知不堪如我，救来有何足多。

          和  惟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并且也深信祂实在是能；
                保守我所信托祂的，

                都全备直到那日！

二  我真不知救我的信，如何进入我心，

      我也不知何以一信，便得一个新心。

三  我真不知圣灵如何  引人知道己过，

     并由圣经显明耶稣，使人接祂为主。

四  我真不知我的前途，到底是甘是苦；

     我也不知未见主前，还有什么试炼。

五  我真不知何时主来，那时我是何在-

     到底我当经过死谷？或将空中遇主？

                   《诗歌选集》339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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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为要试炼你们，
不 要 以 为 奇 怪 （ 似 乎 是 遭 遇 非 常 的
事）。」（彼前四12原文）我们的前途虽
有甘苦，或遇试炼，却知道是谁在前头带
领，是谁在身边陪伴。并且知道祂确定的
应许，不是要我们受无由的痛苦，乃是要
我们得永远的荣耀（罗八17-18, 林前十13, 帖前

三3）。
   

　  第五节：「看哪！我必快来。」（启二
十二7）从前我们的人生是一条奔往火湖的
路，但现在却成了一条奔赴婚筵的路；从
前在罪恶中害怕此生的尽头，但今天却在
喜乐中切望来世的开始。若非主来，便是
我去，无论怎样，总盼相聚！或将经过死
谷，更盼空中遇主，但不管境遇如何，祂
是那能保守我们不失脚，并使我们无瑕无
疵，欢欢喜喜站在祂荣耀之前的，我们的
救主独一的神（犹一24）。
   

    和歌：保罗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
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
信的是谁，也深信祂能保全我所交付祂的
（祂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提后
一12）「保守」原是军用名词，是看守、
护卫、保护、防守等意思。我们所信的这
位主，乃是信实、可靠的，祂必负责保守
我们的一切，直到祂再来的那日。「托
付」（交托）一词的原意是交托给银行或
某人一笔存款，妥为保管。对于爱主并相
信主藉着圣言所启示之事的人，总是愿意
将自己的生命及生命中的一切交在主的手
中，让祂这属天、永远的银行来掌管运
用；这保守要直到那日，这是何等的安
慰！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影响了我们的聚

会，教会的实体聚会被迫停止，而改在网上进行。感谢主！祂的

爱一直在陪伴着我们，祂保守和带领每一个祂的儿女。特别是我

们每月的福音聚会改在网上聚会后，主与我们同在，并把得救的

人数加给教会。下面是最近几次受浸弟兄姊妹的得救见证。

                         神的奇妙安排

      小时候我很害怕下雨，下雨的时候我就会望天祈祷！希奇的

是每次都会雨过天晴。所以以后我的小白兔生病或是我考试时也

会求。那时我虽不认识也没听人说过主耶稣，但冥冥中总感觉有

神的存在！不过随着年岁

的增长，人渐渐长大，似

乎少了这份童真的祷求。

尤其在出国后，虽有人向

我传过福音，也曾参加过

几次教会的聚会，却因生

活 的 平 顺 ， 也 不 愿 寻 求

神！直到这次爸爸生病且病得很严重，却不肯就医时，我感到了

自己是那么无助，那么无能为力。这时才想到呼求神，在祂面前

祷告祈求。感谢主！祂竟听了我的祷告使我爸终于同意住院治

疗，且在连续跑了三家医院后，很快就住进了医院，这事决不是

偶然的，是神听了我流泪的祷告后，伸手在帮助我。感谢神！祂

从来未曾放弃过我，一直在身旁陪伴着我，直到爸爸难度很大的

手术成功顺利完成，直到术后的恢复。

    经历这一切之后，我非常感恩，更坚信天地之间，有一真

神——耶稣基督！祂竟为了救赎我们这些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

而死。因此我决志信主，成为新造的人！感谢您使我蒙恩得救，

成为您的儿女！也求神听我进一步的呼求、祷告，让我爸爸也能

信耶稣得救，成为神的儿女。我知道这都是主的安排，也求主保

守我一直读经、祷告，不停止聚会生活，使自己的属灵生命不断

成长！（张芷莹姊妹）

                      新的起点  新的生活

      温哥华是我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王东弟兄带我来参加了教

会的聚会，我得到了很多的温暖与祝福，在这里我认识了主，得

到了主的引领，让我一下子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人生。在众多的弟

兄姊妹中，我看到了他们的热情大方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当

弟兄姐妹遇到困难时大家也都以主的名相互鼓励真诚祷告。在这

里我不再拘束，没有了平日的烦恼，感

觉自己又回到了童年一样，因为这里有

家的温馨。

      通过聚会让我明白了主耶稣的救赎，

我也藉相信就可以得到救恩，我今天愿

意受浸归入主的名里，让主引领我前面

的道路。从此以后一举一动都有新生命

的样式，过一个新的生活。

                                                  刘雨阳弟兄

              苦难中的安慰

     四个月前女儿的突然生病离世，我们整个人都崩溃了，整日

以泪洗面，不知前面的路该如何走下去，感觉到非常的无助和伤

痛。女儿的朋友见我们夫妇一直这样的痛苦，就建议我们相信主

耶稣并找教会，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感谢主！三个多月前由女儿朋友的父亲殷弟兄把我们带进教

会。通过两次和弟兄姊妹的谈话并多次参加线上的福音聚会，我

们亲身感受到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关心和祷告；也感受到每次聚会

前和聚会后有明显的不同，每次聚会

后都会从低沉中走出来，心里满得安

慰与平安，这个安慰与平安乃是从主

而来的。

     藉着弟兄姊妹们的祷告和帮助，

使我们深深感到只有亲爱的主耶稣才

能拯救我脱离目前所面对的痛苦和艰

难。所以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作我们

的救主，并受浸归入主的名下。

     感谢主耶稣！你是何等信实伟大

的主，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到我们，让

我们在迷茫失丧中遇见你。亲爱的主

耶稣！我们愿全然归向你，事奉你。

不仅是今天，乃是一生一世。无论是天色常蓝，还是风雪交加，

我们都一无所惧，因为你与我们同在。

                                                            候维腾弟兄  朱国梅姊妹

     感谢主！祂拯救的手一直都在作工，这激励我们每一个神的

儿女都起来加入福音事工，把自己摆上，与主同工。邀请和陪伴

我们的家人、亲友来参加福音聚会。让更多的人得救，我们也在

服事中更多的经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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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