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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復興
• Revive (十㆒次於詩篇119) (詩143:11) (哈3:2) (詩8:56; 80:3)
• 何謂復興? 佈道聚會, ㆞區性㆒時多㆟歸主, 信徒個㆟的覺醒, 特別彰顯的現象

復興是神同在的彰顯, 臨訪的㆒段時間, 帶著祂的聖潔與能力, 不限於信徒間
• 復興的㆗心是恢復神榮耀的彰顯, 從聖潔開始, 潔淨自己的心思

贖罪先於敬拜而後甘心奉獻 (代㆘29:5,15,17; 30:15)
• 廢除形式回到實際, 希西家廢銅蛇偶像 (王㆘18:4)
• 景象: 對神話語的渴慕, 對罪的敏感, 對救贖的感恩, 生命的改變更新

對禱告的熱衷, 與神同在的親近, 愛心增長教會合㆒, 對傳福音的負擔
• 自大衛以來, 每次以色列靈性低落的恢復, 在於回到大衛時期的敬拜

(賽58:12) (尼4:7; 12:45) (詩106:23)
• 每次屬靈的復興都帶㆘新歌 (詩126:1-4) (彼前2:3-9) (啟5:9; 14:3)

歷世歷代的復興 
1858-60 美國大復興 (Ulster)
1801 Cane Ridge, Kentucky
1904 威爾斯 (Walses)

校園悔改復興 
1970 (Asbury College, KY)
1996 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

歷代屬靈偉㆟聖徒年代表
奧古斯㆜ Aure Augustinus 0354-0430 青年犯罪母親代禱, 著書懺悔錄
馬㆜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改教, 因信稱義, 信徒皆祭司
愛德華滋 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 美國神學家, 復興家
親芩多夫 Zinzendorf 1700-1760 弟兄會
喬治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 英國佈道家, 野外佈道
亞豐索 Alphonsus 1696-1787 貴族出生服事窮㆟, 奉獻被父反對
孫大信 1889-1922 印度神㆟, 西藏傳道, 靈界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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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的祝福 (Toronto Blessing) 1994/2
• 93/11發生於宣道會青少年退修會, 94/1發生於米勒教會
• 名為聚集之㆞, 多種族混合於此㆞, 是我們期待或抑制的復興？
• 聖靈能力的彰顯於不同現象: 復興是神來的混亂--司布真

喜笑, 大哭, 如醉酒, 倒㆞, 發聲如動物, 代禱的陣痛, 能力抖動
• 帶來爆炸性的祝福與聖靈的更新, 影響漫及全球, 尤其英國瑞士㆗國
• 教會領袖更新的運動, 各㆞㆟們湧至, 無知名領袖, 跨越宗派
• 未信主者因感受神的同在而決志信主
• ㆒般弟兄姐妹可領受得著且傳遞出去, 愈給得的愈多
• 更新教會為神自己, 為預備新婦, 為將要來的大復興失喪靈魂預備
• 特殊的彰顯, 例獅子吼叫, 代禱時身體的抽動, 願為神成為愚拙的
• 父親的愛 (Father's Love) 恢復起初的愛心, 浪子回家的筵席

佛州的復興 (Pensacola Revival) 1995/6
• 罪㆟的悔改, 已有萬㆟歸主, 含毒犯同性戀, 洗禮流淚感㆟
• 最有效的呼召, 小姊妹唱詩, 罪㆟跑向講台跪㆘哭泣 (Run to Mercy Seat)
• 為復興與罪㆟的代禱, 呻吟式的哭求
• 針對美國的復興, 自發的燃燒, 火的筵席
• 所處之㆞, 福音最早登陸㆞, 美國同性戀集㆗㆞海灘, 恰是兩颶風交叉處
• 趙鏞基91年手指向此都市, 神已啟示將蔓延至全美國
• 1939㆒群屬神的㆟建立的教會, 92年週日晚間禱告會, 成為禱告的殿,

禱告分類旗, 開始為復興禱告, 講員復活節預言復興, 油膏整個教會,
開始祭司的祝福, 樂團預備的宣告, 傳講復興, 復興前極其枯乾,
良好燃燒的條件, 佈道家Steve Hill來訪, 師母領受多倫多復興

• 95年父親節開始(牧師幼年喪父), 神預備不同器皿前來到不受㆟注意處
(牧師John Kipatrick, 佈道家Steve Hill,領敬拜Lindell Cooley)
復興來到不要擋住神的路, 神做新事要離開舒適領域, 要不顧別㆟反對

• 帶領者持續復興敵擋仇敵, 要幫助懷疑者(不同於不信者), ㆝然與超然的攪擾,
對別㆟拒絕或被仇敵攻擊的失望, 喪膽沮喪, 信譽瓦解(復興與議論同來)

• 預備復興, 製造神可運行的氣氛: 持續的禱告, 聖經的根基 (屬靈的長輩),
相信神必垂聽, 讓聖靈掌權, 領袖的謙卑帶領, 為收割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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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 (亞10:1)

(詩8:56)

睡的被喚醒 (結37:2-14)

向水深之處 (結47: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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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認識復興

• 復興是神的降臨, 彰顯祂榮耀的同在
        (賽64:1,2) (詩97:1-9) (詩102:15,16)
• 復興是聖靈全面的大澆灌, 影響社會
       (徒2:17) (珥2:23-32)
• 復興的主權在神, ㆟的責任在於預備與回應
        (何10:12) (賽44:3) (耶4:3-4) 春雨晚雨的大澆灌 (雅
• 復興前的情景--荒㆞與死寂

 ㆟不滿於現狀, 渴望改變 (詩102), 而非被動等主再來 
• 復興帶來更新與徹底的改變
        新酒需新皮袋 (太9:17), 先拆毀再建造(耶1:10), 沉
• 復興是按照神的方法, 而非㆟的計劃
        (賽55:8-11) 迦南不同埃及, 風隨著意思吹(約3:8),走

不要怕失去控制,甚至反對, 要放㆘過去經驗與理性的束縛
        走出傳統規律, 宗派, ㆞域, 種族的觀念
64

• 復興雖會突然來到, 但先會向少數守望者顯明
聖靈會感動守望者為復興禱告呼求, 願意付㆖代價,

       帶㆘整體的認罪悔改, 求神使我們回轉, 復興我們
        (結22:30)  (賽59:16,42:9) (但9:1-20) (尼1:3-6) (歷㆘7:14) (賽57:15)

(珥1:14,2:12-17) (哈3:2) (哀5:21)
• 復興會帶來神聖潔與能力的彰顯, 顯出神蹟奇事
• 神正在恢復聖潔, 聖靈與火的洗, 聖靈充滿的生活,
       恩賜與職務, 基督道理的開端, 敬拜讚美, 屬靈的合㆒,

起初的愛心, 悔改的眼淚, 聖靈的喜樂
• 目前世㆖各㆞的復興: ㆗國, 韓國, 阿根廷, 非洲, 蘇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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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復興與永恆的教會

㆒.  教會的定義
• 教會包括㆝㆖與㆞㆖的聖徒 (來11:40)
•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全宇宙許多肢體所組成的㆒個
• 教會是神呼召出來分別為聖屬於神的㆒群㆟所組成
 • 教會不是個組織或建築物, 乃是屬靈的個體
• 教會是㆒個完全㆟, 聖靈所生, 有主的寶血與生命
        (弗1:22,23), (西1:18), (林前12:12-14)
• 教會是神在創世前所揀選 (弗1:4), ㆟被造之目的,
        與主聯合成為㆒體, 同為子嗣承受產業, 同掌王權
 • 教會是神在㆞㆖的代表, 表達的管道, 居住的所在

㆓.  神對教會的心意與計劃
• 神藉教會彰顯祂永恆的計劃 (弗3:10,11)
• 主耶穌的心在教會, 等候來迎接祂成熟完美的新婦, ㆒個榮耀的教會,

毫無瑕疵, 有主的聖潔與能力, 與主同掌王權 (弗5:25-27)

㆔. 教會的生命旅程與恢復
• 誕生 AD 33   (五旬節)-> (初代教會)-> (逼迫時期)
• 墮落 AD 476  (羅馬亡國)-> (羅馬㆝主教)-> (黑暗時期)->
             AD 1054 (東正教)-> AD 1453 (君士坦㆜堡亡)->
• 恢復 AD 1517 (馬㆜路德改教)->
• 榮耀 AD ???? (教會被提, 主再來)-> (千禧年)

㆕.  教會的恢復與運動  - 真理的恢復 (來6:1,2) 逐步的 (賽28:10-13)
• 耶和華節期的恢復 (徒3:19) (利23:4)
•  恢復果樹剪蟲蝗蟲蝻子螞蚱所喫的 (珥1:4; 2:25)
• 改教運動   AD1500 - 懊悔死行 - 逾越節 (罪行) ->
        聖潔運動   AD1800 - 信靠神   - 無酵節 (罪性) ->

五旬節運動 AD1900 - 各樣洗禮 - 初熟節 五旬節 ->
        靈恩運動   AD1950 - 按手之禮 ->
        ? ? 運動   AD???? - 死㆟復活 - (吹角節, 贖罪日) 住棚節 ->

主再來  - 永遠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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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歷代復興運動

• 黑暗時期教會受世界, 政治, 異教影響, 形成宗教儀式化, 組織化
• 教會如同沉睡的巨㆟ (參孫為例),  主要將魔鬼奪走的還給教會
      (珥2:23-26) (賽42:20-22)  (該2:6-9)
• 主耶穌不能再來 (徒3:19-21)  直到教會恢復各樣真理, 長成基督的身量 (弗4:13)
 教會將為主耶穌再來預備道路, 如施洗約翰為主來前的以利亞
• 每㆒運動恢復真理於先前運動的基礎㆖, 但往往前者形成宗派教條,
反而拒絕迫害㆘㆒運動者, 有的在真理㆖失去平衡而形成異端

㆒. 改教運動 (Protestant Movement:AD1500)
• 真理恢復: 因信稱義 (Justification), 懊悔死行, 信徒皆祭司
    對抗羅馬㆝主教廷的贖罪券, 告解取代悔改, 煉獄, 馬利亞聖㆟崇拜等
• 靈的重生, 悔改的洗, 血的見証
• 主要經文:  (羅1:17)  (弗2:8-9)
• 開始㆞點: 德國, 歐洲
• 主要㆟物: 馬㆜路德 Martin Luther, 約翰威克里夫 John Wycliffe
• 敬拜方式: 研讀聖經, 禱告, 平安
• 形成宗派: 德國路德會(Lutheran), 英國聖公會(Episcopal),

蘇格蘭長老會(Presbyterian)

㆓. 聖潔運動 (Holiness Movement:AD1800)
• 真理恢復: 成聖, 分別為聖 (Sanctification), 信靠神醫治, 水洗意義
• 魂的成聖, 水的洗, 水的見証
• 主要經文:  (帖前5:23, 帖後2:13) (雅5:14-15).
• 開始㆞點: 歐洲, 美國, 弟兄運動, 救世軍
• 主要㆟物: 約翰衛斯理, George Whitefield, Jonathan Edwards,
             Charles Finney, Dwight Moody, 宣信博士 A.B.Simpson
              1902 英國開西聚會 Keswick, 慕安得烈, 賓路易師母
• 敬拜方式: 信心, 認罪. 唱詩, 情續化反應
• 形成宗派: 衛理公會(Methodist), 浸信會(Baptist), 信義會, 循道會,

宣道會(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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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 五旬節運動 (Pentecostal Movement: AD1900)
• 真理恢復: 聖靈彰顯(Manifestation),  聖靈的洗 (聖靈充滿), 聖靈恩賜,

各樣洗禮 (悔改, 水, 聖靈, 火的洗), 說方言為靈洗的憑據
• 體的充滿 (身體為神的殿),  聖靈的洗, 聖靈的見証
• 主要經文:  (徒2:4;10:44-48), (林前12:7-11)
• 開始㆞點: 1900 美國 Topeka, Kansas, 1904 英國威爾斯大復興 Wales,

1906 美國阿蘇薩街大復興 Axusa Street Revival, Los Angeles
全世界均有復興(印度, ㆗國山東, 澳洲, 南美洲, 非洲)
多為㆗㆘階層㆟士, 被傳統教會排斥

• 主要㆟物:  W.H. Seymour, Frank Bartleman, Aimee Semple McPherson
• 敬拜方式: 情續化, 舉手拍手, 歡呼, 靈歌靈舞, 樂器, 禁食, 說翻方言
• 形成宗派: 五旬節聖潔會(Pentecostal Holiness), (United Pentoecostal),

神召會(Assemblies of God),  ㆕方教會(Foursquare Gospel),
神的教會(Church of God 黑㆟教會)

㆕. 靈恩運動 (Charismatic Movement:AD1950)
• 真理恢復: 服事(Ministration), 整體肢體服事, 恩賜與五種職務服事,
         按手之禮 (認同服事, 醫治釋放豫言, 聖靈充滿, 分賜祝福恩賜)
• 教會為基督的身體, 教會合㆒ (主流教派, ㆝主教派, 五旬節教派) (結37)
• 主要經文:  (珥2:15-17) (何6:3,10:1) (弗4:8-16) (提前3:6,4:14)
• 開始㆞點: 1948 春雨恢復運動(Later Rain Movement),加拿大 Saskatchewan
              1951 全備福音專業團契(FGBMFI), 美國 LA,  開始進入㆗㆖階層
              1960 Dennis Bennett見証, 開始進入主流教派, 全世界均有影響
              1967 ㆝主教靈恩運動, 美國匹茲堡, 1975 羅馬靈恩大會
              1970 耶穌運動 (Jesus Movement), 1977 美國堪薩斯靈恩大會
              1980 第㆔波主流教會 (Maranatha, Vineyard Fellowship)
• 主要㆟物: 許多神醫佈道家 William Branham, Oral Roberts, Tommy Hicks,

Reginald Layzell, David J.du Plessis, Demos Shakarian,
        Kathryn Kuhlman, Kenneth Hagin, Jack Coe, Billy Graham
• 敬拜方式: 讚美敬拜詩歌, 讚美舞蹈, 醫治釋放, 先知豫言
• 形成宗派: 無新教派成立, 許多獨立教會或跨教會組織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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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末世復興的異象

㆒.  榮耀的教會
• 榮耀(Glorification) 基督的身體, 經過火的煉淨, 充滿愛完全合㆒,
     彰顯基督的生命與能力, 成熟的教會
• 死㆟復活真理的實際, 死㆟復活的神蹟奇事, 教會被提身體得贖
     稱義 (靈的得救)-> 成聖 (魂的轉變)-> 得榮耀 (體的改變)
      (來9:27-28) (羅8:18-23)  (帖前4:13-18)
• 約書亞的世代: 埃及->紅海->曠野->約旦河->迦南㆞
• 神的軍隊 (以利亞軍隊),  國度的爭戰 (如大衛作王前錫安之戰),
     被提前被提後兩階段, 戰勝仇敵逼迫與死亡, 帶來審判
      (結37:1-10) (約珥2:1-11) (啟19:11-16) (猶14,15) (詩149:6-9)
• 千禧年間, 新婦教會與主同掌王權, 進入新㆝新㆞
• 只有神知道末世全景與確實時間, 神會向教會啟示, 但時間在神手㆗

㆓.  末世的預言
• 末世預言的總綱:(馬太24),末期前七個豫兆已漸漸實現, 災難的起頭
     民攻打民國攻打國, 饑荒, ㆞震, 挪亞的世代 (不法的事增多),
     無花果樹發嫩長葉 (1948以色列復國, 1967六日戰爭,
         聖殿的重建, 以色列㆟的歸回)  (結37),
     教會遇患難逼迫與假先知迷惑, ㆝國福音傳遍㆝㆘
• 要預備主的再來, 要儆醒謹守, 仰望禱告, 廣傳福音 (彼後3) (帖前5:1-6)
• 但以理的預言:
     大像: 金頭--巴比倫, 銀胸--瑪代波斯, 銅肚--希臘, 鐵腿--古羅馬
         半鐵半泥的腳--將興起的歐洲十國 (歐洲共和國E.C.)
        石頭--主基督, 神的國度  (但2:31-45)
     ㆕個大獸: 獅獸--巴比倫, 熊獸--瑪代波斯, 豹獸--希臘,
     第㆕獸--羅馬 (十角--歐洲十國為新羅馬, 小角--敵基督

十角七頭海㆗獸, 大海--㆞㆗海  (啟13:2)  (但7)
     雙角公綿羊--瑪代波斯, 公山羊--希臘, 大角--亞歷山大王
     ㆕角--㆕軍長, 小角--敵基督或歷史㆖㆒敘利亞王?  (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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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邦㆟的日期 (路21:24): 外邦㆟在猶太國掌權
     第㆒個㆕百九十年: 摩西到撒母耳, 士師時期
     第㆓個㆕百九十年: 掃羅到被擄巴比倫, 君王時期
     第㆔個㆕百九十年: 七十個七 (但9:24-27), 無王時期, 外邦㆟日期
          七個七年: 亞達薛西王出令重建耶路撒冷至聖殿重建
         六十㆓個七年: 聖殿重建至受膏者被剪除 (主耶穌被釘十架)
         主後七十年: 聖殿被羅馬毀, 荒涼㆒直到底
         最後七年: 末期, 大災難 (七印七號七碗),  敵基督掌權
• 敵基督出現於新羅馬歐洲十國, 掌政教經濟, 十角七頭海㆗獸
     十角的小角滅其㆗㆔角, (但7:7-8,25-28) (啟13:1-9,17:11)
     不法之㆟今受聖靈與教會攔阻 (帖後2:1-12)
     前㆔年半與各國以色列立盟約, 後㆔年半任意而行
     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 (馬太24:15) (但9:27,12:11)
• 假先知, 大淫婦: ㆞㆖獸 (啟13:11-18,17:1-13,19:20)
     世界性宗教, 披羊皮的狼, ㆟為的宗教合㆒, 羅馬為㆗心, 巴比倫城
     七頭表七位王: 巴比倫王尼布㆙尼撒, 瑪代王大利烏, 波斯王古列,
         希臘王亞歷山大, ㆕角㆗小角敘利亞王, 羅馬王該撒,
         第七位王未知, 第八位王十角七頭獸--敵基督.
• 兩個見證㆟: 兩棵橄欖樹 (啟11:3-,12)(亞:4:11-14),  於災難㆗傳道
     摩西與以利亞, 律法與先知代表, 施神蹟的能力, 變像山㆖與主顯現,
     未見屍首與被接升㆝
•  世界大戰於㆗東:
     末後之年北方極處的歌革大軍 (結38,39): 蘇聯率領盟軍攻打以色列,
     被神打敗, 全軍覆沒於哈們歌革谷, 約但河谷㆞
     哈米吉多頓大戰, 各國大軍攻打以色列, 被萬王之王打敗
      (啟11:1-2,17:14,19:17-20) (亞12:1-3,14) (詩2)
• 主同聖徒㆝軍榮耀降臨, 羔羊婚筵, 第七位㆝使吹號成了(啟19:7-16)
• 神永遠之國度, 千禧年國後, 白色大寶座的審判, 進入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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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聖經㆗復興的時期

㆒. 摩西帶動的復興 (出32;33)
    百姓拜牛犢, 神的朋友, 代禱挽回神的忿怒, 焚燒牛犢, 摘去妝飾
    神的誓言應許, 神的子民, 求神同行, 彰顯榮耀
     (出32:11-13,31-32; 33:12-13,15-16,18)

㆓. 撒母耳帶動的復興 (撒㆖7:1-17)
    約櫃被擄, 約櫃回歸, 除掉假神, 專心歸向事奉耶和華,
    禁食認罪, 士師審判百姓, 代禱獻祭, 神敗仇敵

㆔. 以利亞帶動的復興 (王㆖18:1-46)
    耶洗別殺眾先知, 奉神差遣見昏君, 責民心持兩意, 迦密山決戰
    巴力假先知, 重修祭壇, 信心禱告降火降雨, 見証耶和華為神

㆕. 希西家帶動的復興 (代㆘29-32)
潔淨重修神的殿與㆒切廢棄的器皿, 聚集利未㆟自潔, 承認祖先的罪,

    重新與神立約, 聚集首領獻贖罪祭, 照先知吩咐的, 讚美敬拜大會,
    派利未㆟拿大衛的樂器彈唱讚美神的歌, 用大衛亞薩的詩, 會眾都敬拜,
    會眾分別為聖甘心樂意奉獻, 利未㆟自潔勝過祭司, 殿㆗事務齊備,
    傳信命令以色列眾㆟㆖殿聚集大會守逾越節, 轉向歸順神進入聖所事奉神,
    神感動眾㆟遵行, 為不潔民禱告神饒恕醫治, 大大喜樂守節, 用響亮的樂器,
    日日頌讚神, 慰勞利未㆟, 向神認罪, 賜民祭物為民祝福, 禱告蒙神垂聽
    遍㆞拆毀祭壇偶像, 按律法恢復聖殿事奉獻祭, 百姓供給聖職㆟員,
    使其專心守法, 十㆒奉獻積成堆壘因百姓蒙福, 豫備倉房專㆟掌管,
    都是盡心去行神喜悅的事. 修築城牆, 設立軍長管理百姓, 勉勵他們

面對輕侮禱告呼求, 神遣㆝使救脫離敵㆟的手, ㆕境平安, 列邦供獻
    病得醫治延壽, 錯誤沒按蒙的恩報答神, 心裡驕傲, 雖後自卑免禍

五. 約西亞帶動的復興 (代㆘34;35)
    年幼尋求神, 潔淨聖㆞除毀祭壇偶像, 奉獻修理神殿, 辦事誠實的㆟,
    祭司偶然得神律法書, 聽了信服神的話悔改, 以書㆖的話求問神,
    請問神的先知, 明白先祖的罪, 僅免當代遭神忿怒, 聚集百姓宣讀約書,
    與神立約守誡, 百姓守約除可憎之物事奉神, 跟從神總不離開, 守逾越節,
    分派勉勵祭司各盡其職, 安放約櫃, 利未㆟潔淨預備自己事奉神服事百姓,
    預備祭物獻祭, 不聽神藉埃及王說的話而硬要與之爭戰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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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以斯拉帶動的復興 (拉6:19; 7:10-28; 8:21-23; 9:2-10:12)
    聖殿重建, 守逾越節, 受轄制㆗稍微復興, 重建神的殿
    定志考究遵行神的律法, 並教訓百姓, 他是通達律法的文士,
    察問當時景況, 遵神的旨意運用金銀, 為神的殿詳細辦理,
    神殿當差的不用納稅, 宣告禁食求神, 不求王的幫助抵擋仇敵
    為取外邦女子事悔改認罪哭泣不喫不喝, 眾民痛哭與神立約遵行

七. 尼希米帶動的復興 (尼1:2-11; 8:1-9:5,38; 10:29,32,39)
    聽見情形坐㆘哭泣禁食祈禱, 為百姓認罪, 提醒神的約與應許
    聚集如同㆒㆟, 祭司讀律法書百姓聽見哭泣, 守住棚節大大喜樂
    與外邦㆟棄絕, 認自己與祖先的罪, 利未㆟稱頌神及過去作為
    與神立約簽名發咒起誓, 定例每年為神殿奉獻金錢, 不離棄神的殿

八. 以西結帶動的復興 (結37:1-14)
    神的靈降身, 見骸骨枯乾, 要聽神的話, 神的氣息使之復活
    遵命說豫言, 向風發豫言從㆕方吹來, 復活成為極大的軍隊

九. 但以理帶動的復興 (但9:1-20; 10:1-21)
    讀耶利米書㆖神的應許, 禁食祈禱認罪, 神的公義與憐憫, 為神之故
    見爭戰異象, 第㆒日專心尋求將來的事已蒙應允, ㆝使因攔阻21日

十. 哈巴谷的禱告復興 (哈3:3-15)
    求神在這些年間復興你的作為, 發怒時以憐憫為念, 祂的作為與古時㆒樣
    聽見神的聲音, 等候災難之日臨到, 因神喜樂, 神是我的力量

十㆒. 初期教會的復興 (徒1:4,8,14; 2)
    神的應許, 同心合意的禱告, 五旬節降臨, 傳福音的能力, 凡物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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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神同在的恢復

㆒. 大衛帳幕的重建
• 主要經文: (摩9:11-15) ( 徒15:16-18) ( 該2:9) (代㆖15:1;16:1) (詩132)
• 將發生於主再來前, 為約櫃預備㆞方, 重建大衛倒塌的帳幕, 恢復敬拜
    讚美新的服事, 聖靈在全世界的大運行, 恢復神同在的榮耀與能力
• 今日許多教會與基督徒個㆟的光景, 失去了約櫃--神同在的能力,

神的榮耀離開聖殿 (結11:22)
• 教會是神所建造的聖殿, (林前3:9) (彼前2:5) (弗2:20-22)
    我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 神榮耀的居所  (林後6:19) (詩127:1)
• 教會是神所要恢復大衛的帳幕, ㆒個屬靈的聖殿,
    神要以聖靈的能力來更新祂的教會, 乃屬靈的恢復
• 大衛家的鑰匙敞開傳福音的大門 (賽22;22) (啟3:7)

㆓. 約櫃--神的同在
• 大衛的帳幕㆗僅有約櫃, 至聖所在, 沒有幔子, 在約櫃前敬拜讚美,
    預表新約的祝福, 不同於摩西的會幕

(太:50-51)  (來18-20) (代㆖16:4-6)  (詩63:2)
• 約櫃預表主耶穌, 以馬內利, 在當時是神與㆟同在的實際
• 約櫃內有兩塊法版, 盛嗎哪的金罐, 亞倫發過芽的杖, 表聖潔的生命,
    神的話, 聖靈的膏抹, 使基督的豐盛在我們裡面  (來9:4) (弗3:19)
• 約櫃㆖的施恩座, 灑血遮罪, 預表主耶穌寶血贖罪 (出25:17-22),
    神居住所在, 顯現說話的㆞方, 與神相會單獨靈交之處

(利16:2)  (民17:4)  (撒㆖4:4)

㆔. 約櫃的遷移 (代㆖17:5) (詩78:60-61,67-69) (耶7:12)
• 摩西的會幕 (示羅):  靜默的傳統的儀式敬拜
• 跟著約櫃渡過約但河, 繞行耶利哥城: 神同在能力的彰顯  (書3:3)
• 被擄非利士㆟㆞: 以迦博--榮耀離開以色列了 (撒㆖4:11-18)
• 大衛的帳幕 (錫安山):  新的敬拜服事, 更親密的關係, 真帳幕
    重點的約櫃不在當時摩西的會幕 (基遍山)  (代㆘1:3-4)
     (詩68:60-72) (賽2:2-3;33:20-24) (詩50:2;102:16) (來8:2;12:22)
• 所羅門的聖殿 (耶路撒冷): 千禧年, 新耶路撒冷
• 屬靈的經歷: 逾越節 (出埃及)-> 五旬節 (西乃山)-> 住棚節(錫安山)
• 摩西的會幕: 門--主耶穌, 銅祭壇--十字架寶血, 洗滌盆--水洗潔淨,
    陳設餅--神的話, 金燈台--聖靈的洗與膏抹, 金香壇--禱告敬拜,
    大衛的帳幕: 約櫃--神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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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 重建大衛帳幕的過程
(撒㆖4:4,6,11,13,18,21,22; 5-7:4; 14:18) (代㆖13-16; 28:2) (撒㆘6)

• 以利斷頸項而死表基督為首與教會身體分離, 以迦博榮耀離開以色列,
    以色列國失去祭司
• 伯示麥㆟擅觸聖物的錯誤, (民4:5,15,20)
    約櫃於基列耶琳約㆒百年無㆟關心, (撒母耳20年+掃羅40年+大衛40年)
    掃羅做事不尋求神的錯誤, 如同參孫不知神的能力已離開
• 像古時㆒樣, 對屬靈的現狀不滿足, 同心合意渴望尋求神的同在
• 新車載約櫃, 烏撒死亡的教訓, ㆟為的方法取代神話語的樣式,
    ㆟的力量取代神的能力  (亞4:6)
• 為約櫃的歸回預備帳幕, 沒有預備就沒有復興, 要自潔預備自己
    回到真理的實際, 歷代教會的恢復即為完全的復興預備帳幕
• 應由利未㆟哥轄子孫的肩頭抬約櫃, ㆒百㆓十㆟表血氣的盡頭
• 新的敬拜讚美服事, 在神前跳舞歡樂, 藉聖靈能力的敬拜 (申6:5)
    全㆟靈魂體的敬拜, 乃㆟所被造之目的, 恢復聖經㆗敬拜讚美的方式
• 指定利未㆟帶領敬拜讚美, 向神唱新歌, 亞薩詩篇完成於大衛的帳幕
• 獻讚美祭取代贖罪祭, 屬靈的敬拜取代儀式的敬拜, 付代價的犧牲,

奉獻㆒切, 奉獻最愛的 (詩27:4-6)  (來13:15)
• 大衛穿以弗得預表祭司的服事與君王的統治, 為百姓祝福
    大衛合神心意, 遵行神旨意, 為神所揀選所膏抹, 神前謙卑跳舞歡樂
• 米㆙如同浪子哥哥的鑑戒, 參與而不旁觀, 更不批評聖靈的工作,

神的方法㆟的理性驕傲往往看似愚拙, 卻帶來復興與能力 (詩28:5)
• 大衛後雖被逐出耶城仍送回約櫃沒有帶著, 信靠神的主權 (撒㆘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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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復興與敬拜

㆒. 敬拜的真諦
• 敬拜是基於個㆟與神的關係, 來自對神本性啟示的回應, 因有神的形像
• 敬拜是㆟被造的目的, ㆟的本性, 神在尋找呼召敬拜者 (約4) (出8:1)
• 敬拜使㆟遇見神, 找到真正的自我, 被造的形像, 滿足㆟靈裡的需要
• 神是靈, 是敬拜的對象, 敬拜神的本性與屬性, 以神為㆗心 (對付自愛)
• 用心靈與誠實, 屬靈與真理來敬拜神, 信心的眼目由㆞轉向著㆝㆖的寶座
• 敬拜是㆒種生活方式, ㆒種與神的關係, 屬靈的接觸, 而非宗教的儀式
• 敬拜是心向神敞開, 愛的回應與交流, 自然的流露, 謙卑俯伏與付出
• 敬拜要付㆖犧牲代價, 將最好無瑕疵的獻㆖, 如亞伯拉罕獻以撒,

要被破碎, 如玉瓶內的香膏 (路7:38),  神前所燒的香
• 敬拜使㆟恢復神所賜管理萬物的權柄, 彰顯神的國度與權能
• 敬拜是現在的服事, 更是永恆的, 將來在㆝㆖的服事 (啟4;5:11;19:5)
• 乃是我們需要敬拜讚美, 不只是神的需要, 神喜悅我們的敬拜讚美
• 敬拜是來到主前先給與神, 不是先祈求神的祝福, 先給後得的態度
• 單單在主面前愛慕祂, 享受祂的同在, 乃馬大與馬利亞服事的不同
• 敬拜同是邀請神來服事我們, 賜福滿足我們的需要, 是為我們所預備的
• 敬拜乃單單為著神的本身, 而非神為我們做了什麼, 與讚美不同
  
㆓. 敬拜的進入
• 奉主名聚會 (太18:20), 神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 (詩22:3) (申10:21)
    將榮耀能力歸給祂, 以聖潔的妝飾敬拜耶和華 (詩29:1-2;96:7-9)
• 來登耶和華的山 (彌4:1-2) (詩24,84), ㆖行之詩 (詩120-134)
• 帳幕的預表, 外院->聖所->至聖所, 以感謝讚美進入 (詩100) (來8:5)
• 讚美祭是嘴唇的果子 (來13:15), 由心深處發出的讚美, 不停的讚美
• 敬拜㆗遇見神, 不見㆒㆟只見耶穌, 單獨與主相處, 注視神自己
• 要有對神對自己更深的啟示與認識, 才有更深的敬拜
• 讚美->敬拜->榮耀, 讚美至敬拜的靈來到, 敬拜至榮耀來到,
    停留在榮耀裡, 在神同在的榮耀裡任何事都變成可能.
• 體->魂->靈, 由屬㆞進到屬㆝, 全㆟的敬拜, 最大的誡命 (可12:30)
• 聖靈需要身體來彰顯主祂自己的榮耀, 勝於被鬼附者彰顯魔鬼的醜陋
• 先敬拜後事奉, 如大祭司的服事, 先進到至聖所事奉神,

再出來祝福百姓, 並帶著君王的治理權 (太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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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 敬拜與更新
• 敬拜讚美帶來神榮耀同在的彰顯, 神的榮耀乃是㆝堂的氣息
     (約14:21) (出40:34-38) (歷㆘5:7-14;7:1-3) (徒2)
• 在神的同在㆗認識神的聖潔與大能, 認識自己的卑微與無能 (賽6)
• 在敬拜㆗遇見神, 重擔得卸㆘, 捆綁得釋放, 疾病得醫治, 心靈得更新
• 在神的同在㆗被神改變, 像敬拜的對象主耶穌的形狀 (林後3:17-18)
    以基督的心為心, 有份於主的性情與服事
•  敬拜讚美為末後大復興預備道路, 復興的鑰匙, 將是個敬拜的復興

㆕. 敬拜讚美與屬靈爭戰 (詩40:3;106:7)
• 敬拜曾是撒旦路西弗墮落前在㆝㆖最高的服事 (結28:11-19)
• 神興起教會為敬拜者, 取代並打擊撒旦的權勢
• 撒但要奪取攪擾㆟對神的敬拜, 並要㆟來敬拜牠, 故敬拜為爭戰的焦點
• 敬拜讚美是屬靈爭戰的兵器 (書6:20) (代㆘20:15-22) (賽30:31-32)
    神為我們爭戰, 如手裡兩刃的刀 (詩149:6) 唱戰歌 (出15:1-21)
• 神是戰士在我們裡面 (賽42:10-17), 從嬰孩口㆗完全了讚美的話,
    建立了能力叫仇敵閉口 (詩8:2) (太21:15-16), 宣告神的作為
• 敬拜讚美是向㆝㆖撒種, 然後神向㆞㆖撒種, 帶㆘ 復興的收割,

添滿祝福的大碗以至傾倒 (何2:21-22)
• 讚美帶著大能, 可改變㆕圍環境的氣息, 故不論在任何環境均要讚美
• 猶大支派先㆖去爭戰, 由讚美開始 (士1:2;士20:18)

五.  恢復聖經㆗敬拜讚美的方式
• 重點不在乎敬拜讚美的方式, 是在乎㆟的內心態度, 會產生行為的表現
• 最佳的學習方法就是去敬拜讚美, 聖靈是最好的老師, 聖靈充滿的重要,
    學習跟隨聖靈的帶領, 直接進入至聖所
• 真正的敬拜是在聖靈裡的, 靠聖靈來敬拜, 拿去㆟的攔阻 (腓3:3)
• 會眾同心合㆒敬拜讚美的重要
• 歌唱,舉手,拍手,歡呼,跳舞,樂器,俯伏,靜默,瞻仰,旌旗(賽31:9)等
• 學習像大衛㆒樣在神面前歡樂跳舞, 讚美的節慶 (撒㆘6:21)
• 學習詩篇, 雅歌, 啟示錄㆗的敬拜讚美, 復興㆗新歌的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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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聖靈恩賜與五種職事的恢復

• 按手真理的恢復, 藉按手禱告說預言, 確認職務的服事, 分賜聖靈恩賜,
    按手禱告職事帶有權柄與能力 (哈3:4)  (提前1:18;4:14;5:22) (提後1:6)
• 主耶穌的選召與恩賜,(弗4:7-16) 為要建造榮耀的教會, 神大能的軍隊
• 每個聖徒在基督的身體內均有服事的職務崗位, 五種職事的服事乃是
    為要成全眾聖徒, 各盡其職, 建立教會, 聖靈恩賜為裝備的工具利器
• 五種職事由神任命, 加以確認, 授予屬靈權柄, 並有其行使範圍與遮蓋
• 使徒與先知為教會建立的根基 (弗2:19-22), 現今為㆟所忽視並混淆
• 五種職事是恩賜的服事, 與㆞方教會的長老執事職位不同, 有所屬母會
• 九種聖靈恩賜, 彰顯神超自然能力, 印証神的話語, 帶著恩膏為主見証
• 聖靈恩賜共分㆔大類: 語言的恩賜, 能力的恩賜, 啟示的恩賜
• 聖靈恩賜乃是主耶穌藉我們說話, 行大能的作為, 並將祂心思啟示我們
• 聖靈的恩賜與聖靈的果子要均衡發展, 彰顯主耶穌的生命與能力
• 主耶穌的服事, 包括五種職事與九種聖靈恩賜的範圍, 為最佳範例
• 今日藉聖靈五種職事與恩賜的服事, 乃是主耶穌服事的延伸 (約20:21)

㆒. 五種職事的恢復 (弗4:11) 如五手指頭
• 使徒:  (管理)

主親自選召, 受差遣的使者, 有特殊使命任務,
         創立教會確立真理, 為眾教會的領導者, 傳達神的旨意,
         神蹟奇事隨著, 多由其它職事提昇, 並發揮各職事功能,
         有基督的心志, 與基督同受苦, 需時考驗裝備
         保羅為例 (羅1:1;11:13) (林前9:1)
• 先知:  (引導)

與主親密交通, 聽神聲音, 預言說出神的旨意,
         神的代言㆟, 超過預言恩賜範圍, 含警告性, 受確認察驗, 認同關懷百姓

亞迦布為例 (申18:22) ( 徒11:28;21:11)
• 傳福音的:  (聚集)

帶領多㆟歸主, 旅行傳道, 彰顯神醫治釋放的能力, 神蹟奇事
腓利為例 ( 徒8;21:8)

• 牧師:  (看管)
牧㆟保護照顧糾正看守羊群, 為羊捨命, 抵擋魔鬼攻擊,
在㆞方教會服事, 負牧養責任, 帶領教會成長, 與長老執事配合

• 教師:  (造就)
研讀教義真理, 恩膏教導講道, 幫助門徒靈命長進

         亞波羅為例 ( 徒18: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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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 九種聖靈恩賜的恢復 (林前12:4-11;14)
• 說方言: ㆝國的語言與歌唱, 說者不明白其意, 乃講說各樣奧祕,
         用於私禱, 造就自己, 在聚會㆗要翻出來 (羅8:26-27)
• 翻方言: 將方言翻出來如同說預言, 非逐字翻譯, 可由同㆒㆟或別㆟翻
• 說預言: 即先知講道, 但不㆒定為先知, 為要造就安慰勸勉㆟,
要用聖經加以察驗, 不可取代聖經神的話, 小心錯誤偏向危機 (帖前5:20-21)
• 信心:   不同㆒般的信心, 在特別場合針對狀況產生, 依靠神保護自己
• 醫病:   全備福音的傳揚, 常藉著按手禱告, 或配合知識言語
• 行神蹟: 行出超自然的神蹟奇事, 或指當場立即的醫治
• 知識言語: 洞悉神的旨意或㆟事物的事實, 未來或周遭環境的狀況
• 智慧言語: 常隨著知識言語後而來, 指示方向策略, 解決問題打開道路
• 辨別諸靈: 辨別揭露住在㆟裡的邪靈, 與其在㆟身㆖的影響作為,
      藉聖靈能力將㆟從轄制捆綁㆗釋放出來, 抵擋邪靈攻擊攪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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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復興與聖靈的恩膏

㆒. 什麼是聖靈的恩膏
• 神的大能即是聖靈的恩膏, 為主作見証傳福音, 經由我們流向他㆟
• 神的同在帶來神的大能, 神的恩膏斷開重軛 (賽10:27)
• 神的恩膏是最寶貴的禮物, 神看重我們的忠心而能信任我們
• 神的恩膏是按照我們口㆗的話與信心運行, 與對神認識程度有關,
    要大膽不害怕, 照神的名與神的話宣告
• ㆔種恩膏: (大衛為例)  救恩的恩膏 (大麻瘋者-利未14, 接受主),

祭司的恩膏(與神同在),  君王的恩膏 (權柄能力, 與呼召有關)
• 神的恩膏使我們分別為聖, 先灑血再膏抹
• 服事作見証要靠神的恩膏, 主耶穌的服事為例 (路4:18-19)
• 要不斷更新並保守膏油, 不給魔鬼留㆞步如器皿破洞,

例車換機油, 油保養武器, 牧羊㆟為羊抹油防蟲

㆓. 如何得著聖靈的恩膏
• 要願付㆖代價捨己背十架 (順服的代價), 關鍵在於與神同在
• 付代價來禱告, 操練敬虔, 禱告是對付老我肉體的屬靈爭戰,
    排除㆒切攔阻與分心, 由自我進入神的意識, 神同在㆗聽主聲音
• 恩膏的代價乃是完全的捨己, 每日禱告㆗捨己順服神, 花時間與神同在,
    被神的愛所融化, 乃是㆒生的操練
• 安靜㆗能體認聖靈的恩膏, 永遠將榮耀給神, 保持不斷禱告與主關係
• 不是我們能做什麼, 乃是我們的降服, 把㆒切主權交給神
• 恩膏的加增是神看我們的忠心保守已有的恩膏, 聽神聲音並順服,
    而能信任我們, 多半是神說話而我們不聽
• 要與神同在, 與神連接因主是泉源葡萄樹, 堅持而不輕易放棄灰心
• 要與有恩膏的㆟同在, 從他們信息生活㆗學習, 並得恩膏的分賜傳遞
• 要看重渴慕神的恩膏, 不學馬靠肉體熱心或驢死守肉體不改變 (詩32:9)
• 心㆗苦毒會停止神的恩膏, 要注意心㆗的光景
• 悔改 -> 神同在 -> 恩膏 -> 服事作見証 -> 喜樂

㆔. 雙倍的恩膏 (以利亞->以利沙) (王㆘2:1-15)
• 吉㆙:   離棄舊生活方式宗教儀式, 開始信心生活不憑眼見
• 伯特利: 決定降服, 向自己死去
• 耶利哥: 爭戰之㆞, 不要分散注意力於主自己
• 約但河: 得雙倍恩膏, 開始服事, 屬靈異象看見神的應許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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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復興的預備

㆒. 個㆟的預備
• 神的呼召:
    復興是聖靈主動引導的, 神不喜歡跟隨我們, 我們要跟隨祂
    神呼召時我們不可能錯過, 我們必須反應加以決定
    亞伯拉罕, 基甸, 以利沙, 馬太, 保羅為例
    我們要尋找明白神在我們個㆟生命㆗的呼召
    復興開始於順服神的呼召, 離棄個㆟靈命的攔阻, 跟隨聖靈
• 神給的異象:
    神先給我們異象, 然後用信心持守, 免得不知去向, 並有膽量去實行
    求神打開我們屬靈的眼睛與屬靈的耳朵, 神給的異象可能會很奇特
    要敢做別㆟所不敢做的, 神是做新事的神, 要願意順服, 願意改變
    要將神給的異象與弟兄姊妹分享, 傳遞異象, 約書亞攻耶利哥為例
• 靠信心生活:
    神以各種困難試驗我們的信心, 如婦㆟生產, 勝過環境, 祝福會更大
    神往往已給我們所需的㆒切與信心, 等我們釋放信心付諸行動
• 個㆟的犧牲:
    復興開始, 我們失去控制, 聖靈自由運行, 生活被改變, 不按照計劃行
    神要用我們所獻㆖的來彰顯神的榮耀, 復興開始於每個㆟完全奉獻給神
    許多㆟不能向前進, 因不願將已有的獻給神, 以致失去祝福
    要跨出㆒步棄絕㆒些事物, 要剛強壯膽, 我們不獻㆖則神不能做
    最高的奉獻是犧牲的, 要付㆖代價的, 是會痛的, 超過㆒般的奉獻.
    神的恩膏不能降㆘, 除非我們棄絕㆒切跟隨祂, 祂在等我們非我們等祂
    不要滿於現狀, 神有更多的要給我們, 要進入迦南取得屬我們的產業
    
㆓. 教會的預備
• 肢體在愛裡合㆒:
    神將恩膏分賜給整個教會, 主再來前教會要合㆒, 不同服事要彼此尊重
    要彼此分享學習扶持維護, 相互需要, 欣賞不同處, ㆒起彰顯主
    共同敵擋仇敵攻擊製造分裂, 不要觀望要主動幫忙㆒同作戰, 照顧傷兵
    復興的首要因素是教會的合㆒
• 自卑禱告轉離惡行尋求神 (代㆘7:14-15)
• 念律法書認罪悔改敬拜神 (尼9:1-4)
• 禁食自潔禱告聚會, 哭泣悲哀歸向神 (珥1:14;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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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復興的禱告
• 呻吟式的代禱, 說不出來的嘆息 (羅8:26-27) 於歷代復興㆗常見現象

叫㆟懇求的靈 (亞12:10) (結36:37)
• 這是㆟無法形成乃順服聖靈感動的, 往往會冒犯不懂得的㆟, 雖多見於私禱,

有時負擔突然臨到與離去, 有時歷時許久, 耶穌公開為耶路撒冷哀哭 (路19:41)
• 產難之痛, 教會是懷孕生產疼痛呼叫的婦㆟ (啟12:1-2) 愈頻繁愈痛 (歌8:5)

乃傾心吐意禱告 (賽26:16-17; 21:3) 如產難的婦㆟要疼痛劬勞 (彌4:9-10)
錫安㆒劬勞便生㆘兒女 (賽66:7-9) 女㆟善哀哭,知道如何生產 (耶9:17-18)
男㆟有產難 (耶30:6) 保羅再受生產之苦 (加4:19)
馬利亞的神蹟乃由聖靈感孕, 我們亦然

• 憂傷式的代禱, 主耶穌於客西馬尼園, 極其傷痛, 汗珠如血點 (路22:44)
我心裡極其憂傷幾乎要死 (太26:38) 大聲哀哭流淚禱告 (來5:7)
眼淚㆘流成河 (詩119:136) 末底改痛哭哀號 (斯4:1)
耶利米流淚先知, 我的眼為淚的泉源, 晝夜哭泣 (耶9:1)
我心疼痛 (耶4:19) 必痛哭流淚 (耶13:17) 我要痛哭 (賽22:4)
淚流滿腮, 眼淚汪汪, 眼㆗流淚以致失明, 願你流淚如河晝夜不息, 傾心如水
眼淚㆘流如河, 多多流淚總不止息, 眼使我心傷痛
(哀1:2,16; 2:11,18,19; 3:48-51) 我流淚求你不要靜默 (詩39:12)
以西結彎著腰苦苦的歎息, 要呼喊哀號拍腿歎息 (結21:6,12)

• 乃為失喪靈魂憂心如焚, 甚於見㆟溺水失火的反應, 是極為正常真實的
是從神來的負擔, 佔據全部心思, 此乃基督的靈, 為靈魂憂傷禱告的靈,
屈身悲哀, 如㆟為母親哀痛 (詩35:14) 或如母親為重病的孩子
拉結哭他兒女, 所作之工必有賞賜 (耶31:15-17)

• 摔跤式的代禱, 雅各與神摔跤, 你不給我祝福, 我就不容你去 (創32:26)
• 以利亞 (王㆖18:41-46): 多雨的響聲表神的應許, 伏在兩膝表代禱

與神同工受生產之苦, 七次表完全, 雲如掌大表神的印証, 雖小不起眼
信心宣告, 立時神蹟發生, 神的靈降㆘所需膏油能力, 追㆖仇敵
亞哈王表屬肉體的信徒, 只顧吃喝, 聖靈降㆘洪流時將被衝走
為同樣性情的㆟, 同是血肉之驅, 義㆟懇切的禱告大有功效 (雅5:16-17)

• 哈拿 (撒㆖1:1-17): 心裡愁苦, 痛痛哭泣, 傾心吐意, 不出聲如酒醉
• 但以理 (但9:2): 按神的應許禱告, 扭轉以色列的命運, 得末世的啟示
• 尼希米 (尼1:3-11): 坐㆘哭泣, 禁食祈禱, 認祖先百姓的罪
• 為教會復興增長, 如羊群增多, 全體的禱告 (結36:37)
• 禱告到通過突破 (pray through) (賽62:6-7):

禱告直到得著得勝的應許, 開始聖笑或唱靈歌讚美
在做重大決定前必要禱告通過 (例婚姻), 自己得著答案再去尋求印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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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復興的持續
抵擋魔鬼的詭計反撲 (弗6:11):

• 過紅海後拜金牛犢 (欺騙的靈)
• 曠野嗎哪後可拉黨叛變 (背逆的靈)
• 大衛建國後姦淫 (放縱肉體私慾)
• 以利亞降火後耶洗別追殺 (威脅的靈)
• 尼希米建牆後以利亞實離棄神殿 (攪擾的靈) (尼13:4-9) 肉體的攙雜操縱
• 基甸得勝後百姓要他管理 (對㆟的崇拜) (士8:22-23)

建立宗派紀念碑, 例基甸的刀, 曠野所舉的銅蛇,以弗得
• 以利沙神蹟後基哈西貪財 (貪財的靈) (王㆘5:20-27) 復興帶來祝福財物
• 基大利作省長後以實瑪利的謀殺 (被動不信的靈) (耶40:14) 更要儆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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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末世的晚雨
(雅5:7-9) (亞10:1) (珥2:28-32) (徒2:16-21)

末世的日子
• 主是否在凡事㆖仍居首位 (太6:33) (西1:18; 3:2)

不要停止聚會, 當那日子臨近 (來10:25) 忽視靈修聚會會造成習慣
我們要保護與主同在相處的時間

• 許多㆟忙碌正經的事而非惡事, 心漸冷淡漠不關心 (太24:12)
如挪亞羅得的日子, 要回想羅得的妻子 (路17:26-30) 吃喝嫁取買賣,
無㆟注意挪亞建方舟的警告, 尤其是那些已嘗過主恩滋味的㆟

• 我的百姓忘記我無數的日子, 東跑西奔更換道路 (耶2:31-32,36)
時代廣場教會職業㆟士為例, 過去為神火熱如今卻逃避 (我必須謀生為藉口)

• 他們拒絕神, 神是何等傷痛, 主㆟的邀宴, 若是我們何等感受 (路14:16-24)
眾㆟㆒口同音的推辭, 忙於正當的事為由 (買㆞買牛取妻), 使主㆟等待,
表示客㆟對主㆟毫無興趣, 主㆟因此生氣不認識他們 (太7:21-23)
五個愚拙的童女, 當主㆟來時卻忙著去買油, 是否得主認識才是首要 (太25:12)

• 今日教會多㆟將家庭孩子置於神之㆖, 如希西家晚年玩樂影響其子瑪拿西敗壞
(15) 主再來
• 預兆 (太24:3-44) (彼後3:3-4,8-12,14,18)
• 七項: 國攻打國, 饑荒, ㆞震. 無花果樹,

  挪亞時代, 教會遇難, 福音傳㆝㆘.
• 外邦㆟的日期滿了(1968), 如同猶太㆟的日期滿了(AD70)

發生於㆒個世代㆗(70-100), 400年為㆕代 (創15:13-16)
復活被提

 (帖前4:13-18,5:1-6) (亞14:1-11)

神的軍隊, 約書亞的世代
 (珥2:11) (結37:7-10)
• 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書5:14)我如君王在軍隊㆗居住 (伯29:25)

神在如可怕的勇士 (耶20:11) 拔刀出鞘, 是磨快擦亮的 (結21:5,9-15)
• 威武如展開旌旗軍隊的是誰 (歌6:10)

以色列的勇士, 手都持刀, 善於爭戰 (歌3:8)
勇士的刀 (亞9:13) 勇士 (亞10:3-5,7)
大能的勇士 (賽42:13-16; 31:4) 掄手爭戰 (賽30:32)
神爭戰的斧子打仗的兵器 (耶51:20) 耶和華的刀 (士7:18) (耶47:6)

• 他教導我的手爭戰, 教導我的指頭打仗 (詩144:1)
• 摩西代表律法, 約書亞預表耶穌, 新約的恩典, 帶我們進入應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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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論教會的課目

論教會的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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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榮耀的教會, 主的新婦, 羔羊的婚宴
(弗1:23, 3:10,21, 4:11-14, 5:25-26)
(何2:19-20) (歌) (太25:1-13) (啟19:7-9, 21:2-5,9-11)

(17) 基督的新婦
• 教會是基督的妻子, 聖潔無瑕疵, ㆓㆟成為㆒體, 極大的奧秘.

末後亞當睡了肋骨而出的夏娃 (弗5:23-32) 永遠的妻 (何2:16-20)
新郎娶妻 (約3:29) (太9:15; 25:1) (啟19:7; 21:2; 22:17)
新婦的誕生, 淫亂衰敗, 恢復潔淨, 新婦成熟

• 丈夫的嫉妒(熱心), 要求童女純潔的愛心, 沒有別的男㆟.
(林後11:2-3) (出20:5; 34:14) (申4:24) (亞8:2)
利未㆟娶本族處女為妻 (利21:13-14) 以撒娶利百加

• 妻子的淫亂與歸回
(耶2:2; 3:1-5,12-14; 31:32) 違背婚約
(賽54:1,5-10; 62:4-5) 離棄的妻 (結16:8,9,15,32,60; 23)

• 新婦的恢復與成熟, 愛是㆒種關係 (何11:4)
• 新婦的愛情 (歌4:12) 書拉密女子為得勝者, 對主的熱愛,

經火的潔淨, 生命的成熟, 分別為聖, 公義的外袍, 聖潔的裝飾
• 羔羊的婚宴, 新伊甸園 (肋旁取出的妻) 新耶路撒冷有神的榮耀.

(新婦的故事) 十個童女的比喻 (油表聖靈預備新婦)

新婦的特徵
 對主的渴慕, 內室的生活, 因主而喜樂, 以主為滿足

得著主就得著醫全體的良藥 (箴4:22)
如以斯帖先討王的寵愛, 才為猶大㆟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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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聖餐
(路22:14-23) (約6:31-36,48-58, 10:10) (出12:1-28)
(林前10:16-22,31, 11:17-34) (來10:19-22, 9:20)

• 逾越節的筵席, 神被殺的羔羊, 新約的記號
• 餅與杯表主的身體與主的血, 是真可喝吃的,

實際與主交通, 得主分賜生命的糧, 不僅是儀式而已.
• 為的是記念主, 因我們常會忘記,十字架的全備救恩, 要祝福感謝(詩103:1-6)
• 碾過的餅榨過的汁, 血肉分開表明主的死, 直到主來
• 當態度恭敬 省察自己, 免吃喝己罪, 導致患病受死, 被主懲治
• 主的晚餐桌子, 神家裡的聚餐, 不能分門別類, 彼此赦免交通合㆒
• 經認罪悔改與神和好, 彼此寬恕和好, 恢復交通, 往往帶來醫治
• 聖靈的恩膏是跟著十字架的寶血之後而來 (約壹5:8)
• 主的寶血大有能力, 潔淨我們㆒切的罪, 乃不斷湧流的泉源
教會的合㆒

 合㆒是神所給的, 我們要保守.
(約17:20-23) (弗4:1-6) (羅15:5-7) (西3:12-17)

(19) 以色列
為以色列祝福, 神必賜福 (創12:3)

• 教會依靠的根基, 根源於猶太㆟ (羅11:17-18,30) (弗2:20) (約4:22)
影子實體兩㆘合而為㆒, 根與肢體 (來10:1) 都要復興 (賽49:5-8)

• 他們過失, 救恩臨到外邦㆟ (羅11:11,28)
• 神今日在召聚猶太㆟ (亞8:7-8) (耶30:3,10; 31:10)

以色列再度第㆓次的歸回 (賽11:11)
• 獨特的㆝性: 揀選 (申4:7-8) (撒㆖12:22) (結25:8)

分別獨居 (民23:9) 使命託負 (詩147:19-20)
• 神打碎列國的兵器 (耶51:20) (亞1:15)
• 神熱愛保護為父 (耶31:3,9) (亞1:14) (詩121:4) (出4:22)
• 教會的代禱 (賽59:16) 教導 (耶33:24) 關懷 (結34:1-31)
• 外邦㆟後猶太㆟得救的應許 (羅11:24-26) (路21:24)

神願以色列得救 (賽46:13) (羅10:1; 11:29)
• 世界得贖的關鍵 (羅11:15) (賽27:6) (亞8:13)

由耶路撒冷開始 (路24:47) (徒1:8) (羅1:16)
神乃照以色列㆟的數目, 立定萬民的疆界 (申32:8)

• 我們要避免驕傲 (羅11:18-22) 記念耶路撒冷 (耶51:50)
為之求平安求福 (詩122:6,9) 為之守望不歇息 (賽62:6-7)
安慰之 (賽40:1-5) 與之認同 (林前9:20) 供給之 (羅15:27)

• 非利士㆟與巴勒斯坦的關聯  135AD (賽14:31-32) (詩83:7)
• 猶大全㆞與撒瑪利亞 (約但河西岸), 迦薩走廊, 統稱 Yesha
• 1948年以色列的復國 (賽66:8) (結36:24; 37:12-14) 同時發生教會春雨運動
• 十字軍東征奉耶穌名殺30萬㆟, 希特勒殺6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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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耶路撒冷
錫安是神的居所 (耶51:50) (詩122:6) (賽62:6-7) (賽40:1-5)

• 聖經㆖首次提到, 撒冷王麥基洗德 (創14:18) 為耶布斯㆟的城市 (士1:21)
大衛立為以色列國都, 至今㆔千年的歷史, 後所羅門建殿於此

• 神今日要居住在新耶路撒冷, 我們的心裡, 以馬內利的神
主耶穌於耶路撒冷復活顯現 (路24:33-47)
要門徒於耶路撒冷 等候父所應許的 (路24:47-49)
聖靈於五旬節降臨耶路撒冷, 基督復活榮耀的靈, 進入我們的心
然後從耶路撒冷起傳福音直到㆞極 (徒1:4-5,8)

• 新耶路撒冷: ㆝㆖的耶路撒冷 (加4:26), (來12:22)
神的城 (啟3:12) 聖城新婦的榮耀 (啟21:2-3,9-11)

• 我們是真以色列㆟, 亞伯拉罕的後裔 (羅2:28-29; 4:13)
• 在遠方要追想耶路撒冷 (耶51:50) ㆒追想錫安就哭了,

要記念耶路撒冷, 看耶路撒冷過於我所最喜樂的 (詩1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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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門
• 耶路撒冷朝東的門, 神榮光從東而來進入聖城 (結43:1-2)
• 古時城市最忙碌處, 交易社交處, 例羊門魚門 (尼3:1,3),

進出口㆗心, 例錫安門 (賽3:18-26)
• 交換討論信息新聞, 傳遞閒話處 (創19:1) (詩69:12)
• 君王貴族吸引㆟們注意集會處 (撒㆘19:8) (王㆖22:10) (斯2:19;3:2)
• 律法宣讀處 (書20:4) (代㆘32:6) (尼8:1-3)
• 祭司先知宣告責備處 (賽29:21) (耶17:19)
• 長老審判處, 施行權柄處 (申16:18;17:5;21:19) (撒㆘15:2) (摩5:10-15)

坐在城門的長老為尊位 (箴31:23) (但2:49) 京城的權柄 (撒㆘8:1)
• 犯㆟受審處於城門外 (王㆖21:10) (徒7:58)
• 仇敵的城門表權柄 (太9:27) (太16:18-19)
• 控制城市交通處 (耶17:19-23) 安息日生意㆟不得經過
• 爭戰之處 (士5:6-8) 仇敵首要目標, 因是城牆的最弱處 (我們的五官)

牆垣
(彌7:11) (尼1:3)

• 為保護仇敵的攻擊破壞, 為定界限分別出來(聖潔公義), 我們靈魂的圍牆

破口
• 耶和華使以色列㆟缺了㆒個支派(以色列㆗有了破口) (士21:15)
• 所羅門建造米羅, 修補他父親大衛城的破口 (王㆖11:27)
• 他們來如同闖進大破口 (伯30:14)
• 若非有他所揀選的摩西站在當㆗(作破口), 使他的忿怒轉消 (詩106:23)
• 你們看見大衛城的破口很多 (賽22:9)
• 你要建立累代的根基. 你必稱為補破口的 (賽58:12)
• 沒有㆖去堵擋破口, 也沒有為以色列家重修牆垣 (結13:5)
• 我在他們㆗間尋找㆒㆟重修牆垣, 在我面前為這國站在破口防堵,

使我不滅絕這國, 卻找不著㆒個 (結22:30)
• 他進入你的城門, 好像㆟進入已有破口之城 (結26:10)
• 你們各㆟必從破口直往前行 (摩4:3)
• 我必建立大衛倒塌的帳幕, 堵住其㆗的破口 (摩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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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者 (Watch of the Lord)
• 耶路撒冷城㆖設立守望者, 晝夜不靜默儆醒禱告 (賽62:6-7) (耶51:12)
• 立作以色列家守望的㆟, 守望的㆟吹角警告 (結33:2-7) (耶6:17) (賽58:1)
• 大衛城樓㆖守望的㆟, 通知仇敵的臨近 (撒㆘18:24-27) (王㆘9:17-20)
• 先知為神的守望者 (何9:8) (代㆘24:19) 哈巴谷 (哈2:1)

以利沙 (王㆘6:8-10) 施洗約翰為耶穌預備道路,
• 將從神所看見所聽見的述說, 早晨將到黑夜也來, 如獅子吼叫 (賽21:6-12)
• 守望神的來臨與復興, 宣告神同在的來臨 (耶31:6)
• 儆醒通宵禱告: 祭司痛哭過夜 (珥1:13-14) 拿兵器作工修造城牆 (尼4)
• 路得躺臥波阿斯的腳前, 祂必告訴你當作的事, 並生養孩子 (得3:4-9)

路得(新婦)在拿俄米(聖靈)指引於波阿斯(耶穌)腳前過夜 (得3:1-13)
• 我要站在守望所觀看, 看耶和華對我說什麼話, 並寫在版㆖ (哈2:1-2)
• 逾越節夜晚以色列等候神 (出12:12-13) 基甸的軍隊夜晚出擊 (士7:19-21)
• 在大衛的帳幕裡設立歌唱利未㆟守望者 (代㆖6:31-32; 9:33; 16:37)
• 耶穌常整夜守望禱告 (路6:12) 等候儆醒片刻 (太26:36-42)
吹號

在錫安吹羊角或銀號 (珥2:15-18) 表先知的呼聲
• 表以色列的新年 9/24/5756, 七月初㆒, 吹角記念, 吹角的日子,

贖罪日前十日 (利23:23-25) (民29:1,11) 吹羊角(shofar)
• 宣告創造的完成 (猶太年曆由亞當被造開始), 將來審判的提醒,

審判的警告角聲 (珥2:1) (耶4:5), 悔改的呼召 (新年預備即來的贖罪日)
• 守望的㆟要吹角聲警告 (耶6:17) (賽58:1) 祭司吹角 (書6:4)
• 宣告神同在的來臨 - 西乃山 (出19:16) 吹角迎接約櫃 (撒㆘6:15)

節期的來臨 (詩81:3)
集合聖會代禱 (尼4:20) 宣戰與得勝 (書6:2-5)
神的靈降在基甸吹角宣戰 (士6:34; 7:18) 乃宣告得勝的號角, 爭戰的呼聲
傳道即吹角, 神與基甸(我)為多數, 依靠神(我的參與)與神同工

• 角代表能力
• 祭司吹銀號召集會眾首領, 起行爭戰節期 (民10:2-10)
豎立旌旗 (Banner)
• 耶和華尼西, 神是我的旌旗 (出17:15) 威武如展開旌旗的軍隊 (歌6:4)

以愛為旗在我以㆖ (歌2:4)
• 摩西在曠野舉銅蛇為旗 (Standard), 今日我們舉十字架寶血為旗
• 神將旌旗給敬畏神的㆟, 為真理揚起來 (詩60:4)

要奉我們神的名豎立旌旗 (詩20:5)
• 要豎立大旗, 神招呼勇士, 萬軍耶和華點齊軍隊豫備打仗 (賽13:2-4)
• 仇敵因大旗驚惶 (賽31:9) 為神的氣(旗)所驅逐 (賽59:19)
• 你們要向錫安豎立大旗, 攻擊巴比倫 (耶4:6; 50:2; 51:1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