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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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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必 快 来

第三篇：儆醒和爱慕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

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

督从天上降临。」 (腓三20) 「切切仰望并促进神的日子来

祂。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作初熟的果子归与神和羔羊。

到… 」(彼后三12原文)我们的身分是天上的国民，等候主从

在他们口中察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启十四

天上降临；更进一步，我们不单切切仰望主来，并且催促

1、3-5)

主首先要得着男孩子和初熟的果子这两班得胜者， 将

主来。盼望在这时代，神的儿女不单知道主要快来，并且

他们提到宝座前，然后才降临，这是主第一次隐秘的来。

实在是一班等候、迎接、催促主回来的人。

男孩子是历世历代蒙救赎后，在地上过得胜生活的人，他
们在主再来前已离世。当主来时，他们是第一批复活的，

催促主来

被提到天上宝座前，撒但就被摔到地上。不单他们复活，

许多主再来的预兆已经应验， 特别是有关世界、 以色

还有当时活在地上的得胜者，也会活着被提到锡安山上。

列国和教会所发生的事情，但为何主还未回来？关键在于

这两批得胜者都被提到宝座前，主才回来，所以惟有得胜

新妇(教会)还未预备好。主的再来有两个目的：消极方

者，才能催促主回来。

面，是要审判世界和撒但，消除一切消极的东西；积极方
面，是要迎娶新妇，在地上建立国度，所以新妇必须妆饰

得胜者的特点

整齐(启二十一2)。主是万王之王，祂同时要得着一班人与祂

男孩子是历世历代已过去的得胜者， 他们有强壮而丰

一同作王掌权，所以圣经中就有得胜者的出现。

盛的生命，在地上的历程满了神圣生命的丰盛，过着讨主

「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

喜悦的得胜生活。初熟的果子是当主来时仍活在地上的圣

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在天上就有了争战。米

徒，他们的生命已经成熟，结满丰盛的果子，包括生活中

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龙也同牠的使者去争战，并没

所结的生命的果子 (加五22-23) ，以及工作所结的果子。这

有得胜，天上再没有牠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

两班得胜者首先被提到主的宝座前，然后主就回来了。得

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牠被摔在地上，牠的

胜者要与主一同掌权，管理全地，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

他们需要达到掌权、管理、统治和执政的层次，才能与基

救恩、能力、国度，并祂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

督一同作王，统治全世界。同样，若我们渴慕被提，今天

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

就要被神训练，竭力追求、操练，俾能成为得胜者。

了。」

我们只有两条路， 不是被提， 就是被撇下。 得胜者与

(启十二5、7-10)

主在国度里同掌权作王，享受婚筵，其余的就要在黑暗里

「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祂又有十四万四千

哀哭切齿。

人，都有祂的名和祂父的名写在额上…他们在宝座前，并
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彷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

得胜的途径

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

我们要作得胜者， 必须有丰盛的生命， 让这生命长大

1

Garden of Life

主 必 快 来 第三篇：儆醒和爱慕

第四十一期

2021年4月

生命园地

成熟，结出生命的果子。我们重生得救时，已得着神圣的

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

生命。主的话也就是生命，就是神自己：「太初有道，道

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

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一1)所以我们在生命里天天读

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儆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

经，就得着属灵生命的喂养。圣灵要将主的话组织、运行

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路二十一34-

在我们里面，叫我们活出一个与这生命相符的生活。不单

36)。

如此，圣灵还在外面作工，藉着各种的环境和试验，双管
齐下，将我们模成神儿子的形像。

爱慕主来

启示录十四章1节的「十四万四千人」，可能是真实的

除了在生活上儆醒预备，我们还要有爱慕主来的心，

数字，也可能是代表的数字。十四万四千是十二乘十二乘

切切渴慕主快来。多年前，我的大儿子和媳妇有了头一个

一千，「十二」在圣经里代表永远的完全，所以可能这数

儿子，由于他们要工作，所以便由我们夫妇照顾这孙子。

字比真实的数字还要多。十二章的「男孩子」代表睡了的

有一天，孙子在窗前兴奋地大叫起来，原来看见爸爸来接

得胜者，我们不知有多少，但相信主今天仍然等待得胜者

他。自此，每天下午，孙子都会来到窗前等候爸爸；他不

的数目添满。我们不知道还差多少，但当人数添满时，主

过一岁多，不晓得看时钟，但他就是这样热切地等待爸

就回来。主需要得着得胜者，我们要看见这是神的经营，

爸。我们是否有同样的心情，热切等待主回来？

不单为着我们、犹太人和万有，更是为着神的权益和需

我另有一个四岁大的孙女， 与父母同住在美国； 今年

要。故此，我们需要从个人得失里出来，为着神的旨意而

四月，我们夫妇曾探望他们。有一天，我与孙女的父母通

活，即使受苦我们也愿意，因能与主一同作王。为着那日

完电话，她便问：「爷爷、奶奶什么时候来看我？」那时

的荣耀，今天我们必须装备自己，成为与神旨意配合的

我俩刚从内地回来，接着便要来港，之后还有远行，于是

人。

回答说：「恐怕今年不能来了。」后来我的儿子告诉我，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

孙女整天说：「爷爷、奶奶什么时候再来看我？」就是这

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 (启二十一2)主来是要

句话，将我俩的心夺去了，于是我俩便决定更改行程：首

迎娶新妇，就是教会，所以当新妇妆饰整齐，主就回来。

先特地往美国探访孙女，然后才去其他地方，因为她有一

主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祂是美中最美、荣中之荣；祂要

个渴慕的心情，叫我们不得不去看她。若我们有同样的心

找一位与祂匹配的对象，要迎娶的新妇必须是毫无玷污皱

情，相信主必快来。

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必须穿着光明洁

在启示录最后一章， 主三次说： 「我必快来！」 (启二

白的细麻衣，才有资格赴羔羊的婚筵 (启十九7-8) 。盼望我

十二7、12、20) 主很想回来，但我们是否爱慕主来？若我们

们在地上，天天编织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渴慕主再来的话，就当像使徒约翰那样向主回应：「阿
们！是的，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对主最好的回

儆醒预备

应。盼望我们这一代是把主迎接回来的一代。「主耶稣

「所以，你们要儆醒，因为不知道你的主是哪一天来

啊，我愿你来！」这是历世历代圣徒的心声，今天也成为

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儆醒，不容人挖透房

我们的心声。

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

诗歌641首「自伯大尼你与我们分手」，是历世历代圣

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

徒向主发出的心声，但愿也成为我们的心声：「当我回

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

想，我已等候多长久，不禁叹息，低头独自流泪，求你别

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太二十四42-46)今

再迟延不听我要求，现今就来接我与你相会；来吧，我

天我们要儆醒预备，作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见识」与马

主，这是教会的求呼！来吧，我主，请听圣徒的催促！来

太二十五章的「聪明」是同一个意思，所以作忠心有见识

吧，历世历代累积的共鸣，我主，能否求你今天一起

的仆人，就是作聪明的童女和忠心的仆人。

听！」
2005年香港教会特别聚会信息（谢）

「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
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太二十四40-41)无论是耕

我们要从这时代的阴影往前望更好的日子出现。并且
以「等候主临」作我们每一种工作、希望和试炼的口号。
——宣 信

田或推磨，都是日常的工作，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
就要作好准备，时时儆醒，如经上说：「你们要谨慎，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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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息 摘 录

今天天国的实际
如果你蒙主恩典是这种人的话，你就要得着底下的结果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

了。

力的人就得着了。」（太十一12）

第三， 天国是努力的人得着了， 或可译作强暴的人夺

「法利赛人问： 神的国几时来到？ 耶稣回答说： 神的

取了。意思是说，用强暴去夺得天国，并且夺得了。不是

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也不得说，『看哪，在这

将来夺得，是现在夺得了。哦，天国是今天可以夺得，今

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中

天能经历的事，不必等到将来。

间）。」（路十七20-21）
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里，法利赛人的问题是说，神的国在
普通的时候，一提到天国，我们的思想立刻想到将来，

那里？（注：按解经说，神的国是包括天国的，二者的分

想到主第二次降临在地上，设立祂的天国，叫世上的国变

别在此不提。）当初法利赛人在那里盼望一个看得见的国

成我主和主基督之国，得胜者在主的国里与主一同作王一

度，但是神的国在属灵的实际里是看不见的；虽然看不

千年，有管五座城的，有管十座城的…。这是对的，这事

见，却有一定的地方——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注：按

也必定来到，定规要实现。但是这叫我们的思想一直在将

「心里」二字也可译作「中间」；故有的人解释说，主

来，一直在盼望中，而不知道天国属灵的实际是在今天，

〔王〕在门徒中间，就是神的国在他们中间。）这里将地

是今天就得进入的，不必等到将来。请我们不必希奇，让

方告诉了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心里。「心」是神掌权的所

我们来看神的话。

在，这是主特别注意的地方。天国就是神或天掌权在我的
里面，在我里面作主，作王，管理我的一切。

马太福音十一章12节里告诉我们三件事：（一）进天国
的时候，（二）进天国的条件，（三）谁进去，谁得着

那么到底什么是国度呢？ 或者说， 构成一个国度的要

了。

素是什么呢？一个独立的国家必须有三件东西：（一）主
第一， 进天国是在什么时候呢？ 这里说是从施浸约翰

权；（二）土地；（三）人民。在此我要这样来比方：我

起到如今，就是从施浸约翰起到主说话的时候。所以按这

的心是人民——这心彻底的奉献给主，顺服主。我和我的

里所指的时间来说，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进天国的时候是

一切，包括生活、工作、事业等等是土地——完全受主主

在一千九百多年前，在那时已经可以进去了，不必等到主

权的支配。神藉圣灵在我里面管理的权柄是主权。这样就

第二次降临。所以现在我们很可以照样说：从施浸的约翰

可简单的说，神的权柄，因我心的顺服，可以实行在我身

到如今——到现在我对你们说话的时候，天国是努力进入

上，如同行在诸天一样。（神执行权柄于诸天，是通行无

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换一句话说，包括整个恩典的时

阻的，但在我身上，却需要我意志的投降。）神藉着圣灵

代，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没有问

在我的灵里治理我的全人，使我的魂与体都服在这权下，

题，进天国是今天，是现在，现在就有机会进入天国——

这样，我就是今天在属灵实际里进入天国的人。天在我的
身上掌权，我变作受天管辖的人。在实行方面，我就要经

我称之为「属灵实际的天国」。

历思想受管理，言语受管理，行动受管理，一切都得照着

第二，进天国有什么条件？在新约中，进天国的条件很

恩膏（住在里面的圣灵）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样，我们

多，例如灵里贫穷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太五章），遵行

真要从心里赞美主！因为藉着圣灵，天与地是通的，是打

神旨意的人（太七21）等等。但这里是说努力的人，或可译

成一片的，天上的权柄在人身上得以付诸实施。天上的生

作强暴的人。谁是强暴的人呢？我说一个不好的比方，就

命可以显于人间的生活，这生命是多自由、多超脱、多实

是作强盗那样的人。强盗为着要抢人的东西，可以不顾性

在！但是今天谁是强暴的人？

命，将性命放在一边置之度外。强盗是要东西而不要命的

——摘自《十二篮》（俞成华）

人。这就是强暴的人。凡肯不顾性命来干一件事的，这就
是最强暴的人。进天国就是需要这一种的强暴。这一种进
天国的人，为着天国肯将生命、财产、身家、名誉作孤注

属灵的学习不是只在内室用的，应当在公共
生活中活出来，否则就不过是「属灵哲学」而已，
完全是抽象的，可望而不可及。 ——汪佩真

一掷，只要能进入天国，就肯出任何代价，任何牺性。人
若履行了这条件，他就要进入天国。今天这问题临到了我
们身上，所以让我问，到底我们是不是履行这条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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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音 问 题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
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罗马书一20）

这一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叫人如何信呢？
答：

当你接受神进到你的生命中，你就会有一种奇妙、平安

神不是物质， 祂是创造者。 祂是人肉眼不能看见，物

喜乐的感觉进来，这就是神存在的证明。这也是每一个基

质的手不能摸着的。然而，是否眼看不见，手摸不着的就

督徒的经历，没有一个基督徒看见过神，但因为相信祂，

不存在？世界上有很多东西，不是每一样都因为我们看见

接受祂，而得着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生命有了改

了才相信它存在的。例如：

变。

空气

电

它对我们是时刻不可或缺的，然而空气却不是肉眼所能

现代生活每天要用到电，电是家家户户每时每刻都不可

见的。但是当空气运动的时候，人是可以感觉到的。我们

或缺的；我们需要用电来照明，来带动冰箱、电视、电脑

会说：外面风很大。风在哪里？因为我们看到树木在摇

还有许许多多的电器设备。没有电，生活就要停摆。虽然

动。但我们都知道，风不是在树上，那是风运动的空气，

电这么重要，请问各位朋友，你到底有没有见过电？若诚

而空气是无处不在的，当空气运动的时候，人就观察到

实地回答，就得承认没有一个人见过电。电是一个客观存

了。

在的事实，但从来没有人见过电，你所见到的，不过是电
的彰显、电的发表、电的照明、电的驱动等等。

神也是一样，圣经说神是灵，就象风、象气一样，祂是
无处不在、到处都有的。当神的灵触动到你，感动到你的

神也是一样，不是肉眼看得见的，但是神进到你的里面

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当神的灵进到你里面的时候，你就

的时候，就将你里面照明了，你这个人就能发光照亮。人

可以宣告说，神是在我身上，神是在我里面。但是神的灵

好象电灯泡，神是电流，当你打开心中的开关，让神的电

并不仅仅是在你里面，神是无处不在的，祂愿意进到所有

流，也就是神的灵进到你里面的时候，你里面的灵就先被

相信接受祂的人里面。

点亮了，你就被神的灵充满，就会有一种奇妙、平安的喜
乐感觉进来，这就是神的证明。就好象电灯泡是电的证明

电波

一样，基督徒接受神、相信神、得着神，就是神存在的明

空气中有无线电波 ( Radio waves ) ，也称无线电、射频

证。

等，一种电磁波，传输着数据。它也不是肉眼所能看见

彼得前书一章8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祂，却是爱

的，但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能感知它的存在，在于

祂。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祂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

有否对应的接收工具。如果你有一个无线电波接收器，而

的大喜乐。」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没有一个基督徒看见

且能够调到正确的频率，你就能够接受到无处不在的无线

过神，但是却爱这位神，而且相信这位神，因着相信这位

电波，也就能够听到电波里面的声音和音乐。

神就充满了大的喜乐，满有荣光的喜乐，这就是神存在的

同样， 神的存在是个客观的事实， 能否感知到祂的存

明证。

在，就在于你有没有打开你里面的接收器。每一个人里面

这位神是肉眼不能看见、物质的手摸不着的，但是人里

都有一个器官叫「人的灵」，是专门用来接触神的「接收

面的灵却能够感知、感应、接触、接受，甚至能够享受这

器」。因为圣经上说，神是灵，接触祂，敬拜祂的，必须

位是灵的神。约翰福音四章24节说：「神是个灵（或无

要用我们的灵（约四24）。当我们里面的灵，向神敞开，我

“个”字），所以拜祂的，必须用心灵（灵）和诚实（真

们就能够接触到这位神。所以神不是用肉眼看得到的，也

实）拜祂。」盼望你用灵来接触这位是灵的神，并享受

不是用耳朵听得到的，甚至不是用头脑想得通的，但是如

祂。

果用人深处的灵来接触祂、接受祂，就能认识祂, 得着祂。

福 音 故 事

爱迪生最大的发明
有人 问 大发明 家 爱 迪生说 ： 「你一生
最 大的发 明 是 什么？ 」 爱迪生说 ： 「我一
生 最大的 发 现 ，就是 发 现神的儿 子 耶稣基

督是 我 的救主， 洗 净我一 切 的 罪。」 一 次
有人 要 在报上发 表 他是反 宗 教 者时， 爱 迪
生立 即 回答说： 「 具有哲 学 思 想的人 ， 对
于不 得 不承认的 事 实，总 该 接 受。从 万 物
所表 现 的情形看 来 ，宇宙 实 在 乃是全 能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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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意志的 伟 大 成绩。 假 如否认至 上 权能
的 存在， 也 就 等于亵 慢 自己的知 识 。科
学 和宗 教是由同一根 源而 来 的， 其间

绝不会发生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