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恢復耶穌基督見證的路

不與屬血氣的爭戰(三)

康登

保羅是耶穌基督見證的器皿，在他的見證中，他說出「那美好的仗我

已經打過了」。這是一個比較難講的題目，我們要講到仇敵、要講到魔鬼跟

牠的工作，我們知道牠確實存在，且在末後的日子牠顯露出牠的邪惡，牠

知道牠的日子不多了，所以牠在那裡要攻擊耶穌的見證。我們都熟悉啟示

錄十二章一開始的那個景況，在天上有一個婦人要生男孩子，在她的面前

就是魔鬼，牠要吞吃這個男孩子，這就是牠如何的恨耶穌基督見證的那幅

圖畫。我們不願意講太多關於仇敵的計劃，但是我們不能夠不曉得牠的詭

計。我們看到保羅向提摩太傳講末後日子那些實際的光景。

經文

請大家翻到提摩太後書第二章十四節開始讀完這一章。提摩太在基督

身體裡面是一位教師，保羅在這裡指示他要在哪一些事情上面應該說明。

第十四節：「你要使眾人回想這些事，在主面前囑咐他們，不可為言語爭

辯，這是沒有益處的，只能敗壞聽見的人。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

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但要遠避世俗的虛談，因為這等

人必進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們的話如同毒瘡，越爛越大，其中有許米乃

和腓理徒，他們偏離了真道，說復活的事已過，就敗壞好些人的信心。然

而神堅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這印記說：『主認識誰是祂的人；』又說：

『凡稱呼主名的人總要離開不義。』在大戶人家，不但有金器銀器，也有木

器瓦器；有作為貴重的，有作為卑賤的。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

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

人的私慾，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信德、仁愛、和平。惟有那愚拙

無學問的辯論，總要棄絕，因為知道這等事是起爭競的。然而主的僕人不

可爭競，只要溫溫和和地待眾人，善於教導，存心忍耐，用溫柔勸戒那抵

擋的人；或者神給他們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們這已經被魔鬼任

意擄去的，可以醒悟，脫離牠的網羅。」

我們再翻到第四章第一節：「我在神面前，並在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

基督耶穌面前，憑著祂的顯現和祂的國度囑咐你。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

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

因為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

添好些師傅，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語。你卻要凡事謹慎，忍

受苦難，作傳道的工夫，盡你的職分。」我們再有一點的

禱告：

「主啊，我們謝謝祢，藉著祢的話啟示出來，藉著祢的話也告訴我們

在末後的日子有許多真理上面人帶來的複雜。我們感謝祢,讓我們在祢的

話裡看到這些的光景。我們想到祢的話說,祢要建造祢的教會在這磐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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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她。求祢幫助我們在這末後的日子站穩在祢建造得勝

的根基上面。求祢給我們從上面來的恩典，以及我們能夠付代價來打這場

仗。主啊！求祢下午更新我們，藉著祢的靈來幫助我們，給我們一個向祢

完全敞開的心。我們謝謝祢與我們在一起，我們奉主耶穌基督寶貴的名禱

告，阿們！」

以弗所教會當時的光景

我們讀提摩太後書第四章這一段，我們看到保羅講「這美好的仗我已

經打過了」這一句話時，當時教會的背景。保羅教導提摩太，當教會處於今

天大戶人家的光景時，應如何作耶穌基督的見證。在不同地方的聚會中，

他們應如何高舉真理的燈台。保羅寫這些話的時候大概在教會開始之後三、

四十年，那時教會有極大的增長，許多人都蒙恩了。教會雖有極大的增長，

但在真理方面有許多地方卻放鬆了，如果我們看提摩太前書第三章的時候，

在十四、十五節保羅講到永生神的教會說：「我指望快到你那裡去，所以先

將這些事寫給你。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

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會是多麼的美好，教會在

那裡傳講純正耶穌基督的福音，她也實際能夠活在耶穌基督生命的裡面，

所以教會就成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任何人到這個聚會裡面，在聚會中不

單單有活動，不單單有傳講神的話，他們可以感受到主耶穌基督的同在。

但是到了提摩太後書我們就看到這裡成了大戶人家，這就說出了教

會裡面產生了一些的變化。當時國度的工作極大的擴展，有許多神的僕人

到處去傳講國度的福音。在這許多出去服事的工人當中，不全是尊貴的器

皿，有些是金器，有些是銀器，有些是瓦器。雖然國度的福音傳開了，當

時的重點反而轉到他們外面的工作、服事上，注重的教會外面的改變，人

數的增長。教會的標準該是耶穌基督生命的豐富與否，可是當國度的工作

擴展以後，卻人為的定了一些不同的標準。在大戶人家有人就跟著這些金

器，有人就跟著這些的銀器，但是在教會裡面的準則應該單單是耶穌基督

的生命，在教會裡面不是比較誰道講得更好，教會乃是耶穌基督在我們當

中的聚集。

作貴重的器皿、作忠心的見證人

那提摩太要作甚麼呢？他要成為一個忠心的僕人。這裡有許許多多不

同的僕人，甚至有一些是妥協了的工人。提摩太怎麼辦呢？放棄這些聚會

裡面的弟兄姊妹嗎？教會裡面產生了一些的腐敗，我們是不是脫離這些聚

會呢？或者提摩太要搞一個像開西那樣的特會？那是不是講到個人得勝這

些的信息呢？他沒有這樣作，因為耶穌基督的見證乃是一個團體的見證。

我們看到在啟示錄第二章第三章裡，啟示錄七個教會裡面每個地方都有持

守耶穌基督見證的得勝者。所以保羅告訴提摩太要忠心，繼續傳講純正的

道，忍耐這些苦難。他雖然知道在這些日子裡面有難處，或者有一些神的

僕人他們只會去挖別人的耳朵，提摩太還是要在那裡忠心，在以弗所傳講

純正的話。

在大戶人家有一些的困惑，誰是金器？誰是銀器？我們的標準在哪

裡呢？保羅提醒提摩太，神有祂的標準。在第二章十九節中也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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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堅固的根基立住了；在祂兒女身上有印記,這裡顯明說：「主認識誰是祂

的人。」我們的主不會因為傳講話的基督徒太多，祂就不認識誰是誰。很多

人在那裡稱呼主名說「主啊，主啊」，但是主認識誰是祂的人。在下面又寫

著：「凡稱呼主名的人總要離開不義。」提摩太為了耶穌基督的見證，在基

督身體裡面有這個高貴的仗要打，這個仗是甚麼呢？提摩太，帶出耶穌基

督的見證，叫別人因著你的見證而得著激勵，你為了神見證的恢復，你要

成為那尊貴的器皿。

抵制仇敵對神團體見證的攻擊

我們這次下午要看到仇敵對攻擊神團體見證的計謀。我們都知道仇敵

是來偷竊、來殺害、來摧毀，對於耶穌基督的見證，牠實在就是這麼作的。

牠的陰謀跟我們前面兩天所講的如何對付個人，牠對付團體也是這樣。仇

敵的目的乃是，從耶穌基督作頭這個事實裡面把教會拖出去。牠用兩個方

法，我們簡單的來這樣講，第一個是迷惑，藉著迷惑教會把教會拖離、離

開耶穌基督作頭這件事情。第二個牠的戰略，牠在那裡折磨聖徒，這是我

們要看的。我們要認定一點，仇敵雖有這麼多的陰謀，但是牠在我們身上

沒有權柄，只要我們行在光中。我們弟兄早上講過仇敵在教會裡面，牠有

一些的盟友，就是我們的肉體，這就是牠攻擊的計劃，就是把耶穌基督的

見證從地上拖走。如果我們持定元首，牠就沒有辦法；如果我們靠著聖靈

而活，我們敏銳的連上恩膏的教訓，牠就沒有辦法。如果我們一起聚會是

帶著起初的愛，跟那純一清潔的心，牠就沒有辦法。如果我們真是作這起

初的工，按祂在啟示錄二章對以弗所的教會所說的，悔改，回到起初的愛

裡面，魔鬼就沒有空子可鑽。

我們是這樣講，其實非常簡單，我們全心全意的敬拜我們的主，我

們在靈裡面禱告，我們彼此交通，我們在這裡為主作見證，傳主的福音，

仇敵連碰都不能碰這樣的教會。主，祂實在非常的愛護，祂對於祂的教會

是有一個忌邪的心，所以主在祂的教會身上有這樣的一個保護。我們其實

受了神極大的保護，我們都不知道那個保護是那麼好，因為主愛祂的教會，

祂要把教會預備妝飾整齊，成為預備好的新婦。

仇敵的陰謀之一：使人離開基督作元首

但是仇敵有牠的陰謀，牠首先要作的，就是把我們離開讓基督作元

首的那個光景。教會的內容本應該是耶穌基督，牠卻逐漸地使她變成一個

死的宗教。如果你看保羅的書信，他一直在這裡要指出我們要注意仇敵的

迷惑，牠要把宗教滲到教會的裡面。在我們這個墮落的肉體的裡面，我們

喜歡這些宗教的東西。

（1）加拉太各教會在恩典中墮落

在加拉太的各處的聚會裡面接受了猶太教師進來，這些教師說，你

們這些人沒有受割禮啊，如果你要成為屬神聖潔的人，你一定要受割禮。

哦，這些初信的人，和真理上沒有基礎的人說，啊，受割禮既是敬虔的行

為，我要證明我向著主的忠心，雖然痛，我也接受。為此保羅在加拉太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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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真理而戰，嚴嚴的責備他們，說不要讓任何人奪去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面

的真自由。

（2）宗教是仇敵頭一步要用的工具，宗教的的起源與發展

宗教是仇敵頭一步要用的工具，你們覺得很驚奇嗎？你覺得魔鬼怎

麼會用宗教來成為牠的器具呢？你知不知道在巴比倫是宗教的創始人哪？

你看這一些人哪，他們要造巴別塔，傳自己的名。撒但說我要像神一樣，

他們學撒但，也要像神一樣。在初期巴比倫還沒有成為四大帝國之一的時

候，巴比倫裡面就建立了很多很複雜的宗教的體系，藉著這個宗教你能夠

來定你自己的前程；藉著這個宗教你能夠與神和好或者激怒神。巴比倫的

宗教與星象學有關，拜許多的偶像，在那裡崇拜聖母（月神）。這些在聖

人裡面有許多的等次，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體系。你知道撒但對宗教是發明

者，牠非常高興的看到教會的裡面叫宗教的東西滲入。這裡不是雅各書所

講的那些純正的敬虔，我們是講到外面人的行為的活動，仇敵就用欺騙人

的理論，叫我們這些憑著恩典而得的救恩變成人要靠行為、靠遵守規條得

救；那個向著神純一清潔的心，牠就加上一些假冒的東西，要我們有一些

的責任。牠把我們向著主那純一清潔簡單向著神的心來改變，變成一個非

常複雜的宗教的東西。這些的名詞、這些的奧秘，只有圈內的人才能夠瞭解

保羅在他的書信裡面講到一些的奧秘，他說這都是聖靈所啟示的，

聖靈向神兒女所啟示的奧秘，在基督耶穌裡的啟示，是特別對於我們這些

重生得救的人的特權，叫我們能夠明白耶穌基督的奧秘，叫我們知道神的

奧秘，叫我們明白基督在我們裡面的這個奧秘，叫我們明白福音的奧秘。

這都是屬於我們的。

（3）宗教如何滲入教會

但是宗教是非常的複雜。我要承認，我聽到一些基督徒的資訊那麼複

雜我不明白，可能你覺得我今天下午的資訊太複雜了，我要小心一點。但

這些宗教的東西是非常的微妙，我問你們幾個問題，啟示錄的七個教會有

的怎麼樣竟落到那種光景裡面？宗教是怎麼樣摻進來取代了起初的愛？推

雅推喇的教會怎麼能夠有撒但在那裡帶領他們進入這種可怕的光景？宗教

是怎麼進來的？我們問另外一個問題，天主教是怎麼演變到今天的？裡面

很多迷信的東西，用魔術代替信心，在神職人員內有各種的階層，他們是

怎麼變成這個樣子的？在頭一個世紀教會開始滲入宗教性的東西，到了天

主教變本加厲的匯聚更多宗教的、商業的東西，是怎麼匯聚的呢？我們在

教會歷史裡面可以一直問出這些的問題。或者我們可以問我們自己的光景，

德國從宗教改革直到現在為怎麼變成這個樣子？英國以前的光景是那麼好，

現在這個樣子，怎麼變成的？在中國也是如此，怎麼變成今天的樣子？

仇敵痛恨恢復耶穌基督的見證。這是一個奧秘，肉體的酵怎麼樣進到

面團裡，這個芥菜種那麼小的一個植物為甚麼能夠長大成為一棵樹，鳥都

可以在上面搭窩？甚麼時候仇敵把稗子放到麥子的莊稼裡面，在稗子與麥

子的比喻裡面主耶穌也說過仇敵已經作過這些工。

仇敵的陰謀之二：講迷惑人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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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敵第二個工作的方法是沿著頭一個方法進入的，牠第二個方法怎

麼樣迷惑人呢？就興起一些的教訓跟一些的假先知來講這些迷惑人的道。

我們翻幾節聖經看保羅跟其他人所講的，羅馬書第十六章十七、十八節，

羅馬的教會還是一個比較年幼的教會，但是這些迷惑人的教導已經開始了。

十七節：「弟兄們，那些離間你們，叫你們跌倒，背乎所學之道的人，我

勸你們要留意躲避他們。因為這樣的人不服事我們的主基督，只服事自己

的肚腹，用花言巧語誘惑那些老實人的心。」

以弗所書第四章，保羅在這裡講到教會如何的成長，如何的長大成

人，我們讀第十四節：「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

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我們知道到約

翰寫書信的時候，這些迷惑人的教師到處都有了。我們看到約翰二書第七

節：「因為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

這就是那迷惑人、敵基督的。」我們都知道仇敵的陰謀乃是把這些迷惑人的

教師差出去，我們再回到提摩太前書跟後書，提摩太弟兄作為神的僕人非

常的忙碌，他要對付這些錯誤的教導跟這些迷惑人的話。提摩太前書第一

章第三節那裡說，第一章第三節：「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曾勸你仍住在

以弗所，好囑咐那幾個人不可傳異教，也不可聽從荒渺無憑的話語和無窮

的家譜；這等事只生辯論，並不發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第一章第十八

節：「我兒提摩太啊，我照從前指著你的預言，將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

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常存信心和無虧的良心。有人丟棄良心，就在真道

上如同船破壞了一般。其中有許米乃和亞歷山大，我已經把他們交給撒但，

使他們受責罰，就不再謗瀆了。」

第四章第一節：「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聽從

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第六章二十節：「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

託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虛談和那敵真道、似是而非的學問。」提摩太後書第

二章第十八節，我們剛才已經讀過：「他們偏離了真道，說復活的事已過，

就敗壞好些人的信心。」第三章第六節：「那偷進人家，牢籠無知婦女的，

正是這等人。這些婦女擔負罪惡，被各樣的私慾引誘。」第三章十三節：

「只是作惡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惡，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這只是

在提摩太書信裡面提到的，這只是在教會初期的時刻。但是聖靈這裡很清

楚的講到，仇敵是用這些魔鬼的教訓跟這些迷惑人的道理、這些的教導把

我們帶到離開主。

總結成為三種的迷惑
（1）不義 師的 訓教 教
首先這些的教師他們的良心跟他們的道德標準已經妥協了。保羅說你

要有清潔無虧的良心，但是有人他們的良心，好像船破了一樣，但他們還

在那裡教訓人。但是如果你落在這種騙局的裡面，就是你們已經不義，但

裝作還公義，你們的教導就成為一種對人的迷惑，因為你們所講的這些教

條，就是根據你們自己肉體的這些的東西。

（2）偏離正道 師的 訓教 教
還有第二類的教師，他們已經偏離了耶穌基督的真道，在以弗所書

第四章那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當保羅在那裡勸勉以弗所遠離世界的

教導，以弗所四章二十節跟二十一節那裡說：「你們學了基督，卻不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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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如果你們聽過祂的道，領了祂的教，學了祂的真理。」在教會裡面作教

師的要像耶穌那樣教導真道，保羅在這裡所講的是甚麼意思？保羅是說，

你們看見耶穌在地上是如何的行走，我們要像耶穌那樣的行走。你們已經

學了基督，這是在基督耶穌裡面的真理，因為在耶穌的身上有真理的平衡。

耶穌基督是神也是人，在祂的生命裡面有人性的一方面，也有屬靈的一方

面。耶穌是真理，在真理方面祂是真理，在實際個人方面祂也是真理。在祂

的教導裡面主觀與客觀都是平衡的，如果我們離開了這個真理，我們的教

導就成為迷惑人的。

比如說一些的教師他們對某一種的教訓著迷，高舉它過於聖經所記，

把所有的真道都納入這一教訓的的框架裡面。當我們過度的強調某一個教

訓，我們就失去了平衡，我們就墮入被騙的光景裡面。所以，雖然它是真

理的一部分，但因為你過分的強調就失去了平衡，就偏離了正道。當我們

讀這些的經節的時候，許多的教師他們離開基督教訓的真理，他們去跟從

哲學，他們就在那裡教導知識善惡樹的教訓，他們就在那裡演變出很複雜

的一些的教條、一些的理論、一些的哲學、一些的推測，他們在那裡沒有宣

講真理，反而他們在那裡傳那些宗教。

（3）被邪靈迷惑 師的 訓教 教
我們還有第三類的教師，這些的教師他們被迷惑人的靈帶離了真道。

在提摩太前書第四章第一節的裡面：「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

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人被誤導，還以為是聖靈

其實是迷惑人的邪靈，所以約翰在他的書信裡面說凡靈都要試驗，因為世

上有聖靈、真理的靈，也有邪靈。所以主在那裡就揭露了推雅推喇教會裡他

們有撒但一些深奧的事情。我們為甚麼要講這些？弟兄姊妹，今天在基督

教裡面有許多迷惑人的靈，有些人他們是從邪靈那裡得能力，他們在那裡

製造一些假冒的經歷，很多人都被他們擄去。

我們不是說遙遠地方，在美國就有這種光景。有的時候當我來到西岸

聚會的時候，我覺得有一些的驚訝，二零零八年我對年輕人講道，我忘了

我講甚麼，我是講到基督的真理。我在那裡講到，在美國有一個所謂的復

興是邪靈在那裡帶動的，這個傳福音的人，他說他在念經，向著天使愛瑪

在那裡念經，說在那裡有一個洞，你可以跟著它鑽到三層天上去。在聚會

的裡面，他說，「你們要注意啊，這些天使的灰塵會掉下來，這些天使掉

下來的灰塵能夠醫治你們的病」。你們以為我在這裡講笑話，這實在是不可

思議的，成千上萬的人去參加這樣的運動，從世界各地跑來。最後他們要

關門了，因為這一個傳道的人，他在那裡跟一個女人犯了姦淫，他們只有

制止他，讓他停下來。但很奇怪的是，當我在西岸聚會裡面講這些事的時

候，有些年輕人來指責我，說那個是真正的復興。

當你看到這些的基督徒他們眼睛被遮蓋，然後他們開始退後。但是開

始時他在教會裡面非常猖獗，發生了這種不可思議的事情。這種的騙局怎

麼會產生？我們翻到兩處的聖經，哥林多後書第十一章第十三節：「那等

人是假使徒，行事詭詐，裝作基督使徒的模樣。這也不足為怪，因為連撒

但也裝作光明的天使。所以牠的差役，若裝作仁義的差役，也不算希奇。他

們的結局必然照著他們的行為。」這些迷惑人的教師看樣子像是仁義的差役

他們會微笑，他們在那裡讚美神，他們也會禱告，他們說他們過非常好的

生活。但是他們是假裝的，他們告訴你這才是正路，你們應該這樣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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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才能蒙福啊。撒但在那裡裝模作樣，這些迷惑人的教師也是如此的假裝。

在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二章那裡，保羅在這裡講到末後的日子敵基督

要來，我們讀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二章九到十一節，第九節：「這不法的人

來，是照撒但的運動，行各樣的異能、神蹟，和一切虛假的奇事，並且在

那沉淪的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因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使他

們得救。故此，神就給他們一個生發錯誤的心，叫他們信從虛謊。」在這裡

看到我們的短缺，人的天性不愛真理，他們的肉體就有被迷惑的傾向。保

羅在加拉太書說，「如果人在那裡講另外一個基督，講另外一些道，你們

還接受他，你們愛真理的心在哪裡呢？」因為人們缺少愛真理的心，所以

教會就落到被迷惑的裡面，失去了耶穌基督的見證。

撒但用詭計對付為真理站立的人

另外撒但用的詭計特別是對付那些特別要為真理站立的人，這些聖

徒他們願意背負耶穌基督的見證。相信你們都很熟悉但以理第七章裡面的

話。我們翻到但以理第七章，但以理得到這個異象，人子在雲中降落，祂

也叫天使來解釋這些情景，特別是這第四個獸，從一個角裡面產生十個角，

這個就是敵基督。但以理七章二十五節這是天使的解釋：「牠必向至高者說

誇大的話，必折磨至高者的聖民，必想改變節期和律法。聖民必交付牠手

一載、二載、半載。」這個折磨就是當敵基督來到地上的時候，牠要這樣對

付神的聖民。

（1）用難處折磨、壓迫耶 基督見證的人穌
今天我們背負耶穌基督見證的人，仇敵在這裡一直要用難處來折磨、

來壓迫我們。世界在那裡頂撞神，實在叫我們心裡非常的難過，仇敵在那

裡壓迫我們這些人的心，叫我們裡面非常的低沉。

（2）挑動 會中的爭端教
我們蒙召要在耶穌基督的平安裡面保守聖靈所賜的合一，但是這個

不停止的壓力，挑動人彼此產生教會當中一些的對付，好像在腓立比教會

友阿爹和循都基她們彼此的在那裡攻擊。我們是在一起生活，我們要接受

十字架的功課，我們在耶穌基督裡面彼此相愛，但是在我們當中如果我們

不小心的話，我們個性、我們的脾氣不同，我們就會產生矛盾。

（3）聚會中黑暗的勢力
有的時候仇敵在那裡壓逼我們，牠坐在我們聚會的裡面。我曾去過一

些聚會，在那裏我就覺得裡面有一個黑暗的勢力，但是當我們唱一首的詩

歌，我們唱耶穌基督的尊貴，我們能在讚美祂的時候，這些黑暗的勢力就

散去。

（4）誘惑人，用人的方法帶領 會教
但是仇敵一直在給我們施壓，好像保羅對提摩太說，人厭惡純正的

真理，耳朵發癢。有的時候尤其是當我們不夠順服的時候，十字架的道理

我們厭惡，我們要聽一些新的道。在我們的聚會中，我們可能受這樣的壓

力。帶你的人他們受誘惑，他們要把工作抓在自己的手裡，用人的方法來

帶領教會。我們就這樣幹吧，我們把聚會縮短，那壓力就少了。每個人只許

講二十分鐘，然後大家說「阿們。」壓力減低。我們來重新組織一下這個聚

會，我們把不同的節目帶出來，我們搞一些活動。但是這不是主耶穌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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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作的。我們要俯伏在祂寶座的跟前，求祂給我們一個敞開的天。最後我們

可能作一些事情不是在靈裡面的敬拜。

（5）多方攻擊帶領的人和 會教
你知道攻擊一個聚會最容易、一個弱點就是攻擊這些帶領的人，因為

這些帶領的人他們有自己的肉體、有帶領的雄心，有他們自己很多的難處。

但是我們看到仇敵是如何的去攻擊我們這些帶領的人他們的身體、他們的

家庭、他們整個人的光景。弟兄姊妹，你們要為教會負責的弟兄們禱告，他

們也有他們很多自己他們的工作，他們把自己擺進來，他們是仇敵攻擊的

對象。我們這些帶領的人年紀越來越大，他們是忠心的，但是他們沒有培

養出提摩太來接棒。當仇敵來攻擊神教會的時候，牠不是一面的，牠是多

面的來攻擊神的教會。有些親愛的弟兄姊妹突然間他們決定要退休了，我

不是說他們在他們的工作單位退休。哦，我在教會裡面服事主很多年了，

現在輪到別人了，我辭職了。同時一個非常重要的負責弟兄他的工作在很

遠的地方。仇敵突然突擊啊，我們沒有預備，牠是從幾方面來進攻，我們

在那裡就好像受很大的傷。這是今天許多願意持守耶穌見證聚會的一些實

際的光景。

各種環境都在神的掌控中

提摩太怎麼辦？他看到這許多的光景，他能夠作甚麼？他不能夠製

造出耶穌基督的見證，他看到教會的光景在那裡一直的低沉，我們能夠作

甚麼？頭一件事，等一等，神知道，神知道這些事情會發生，神認識屬於

祂的人，祂已經預言有這種事情會發生。我們看到在神國度的奧秘裡面有

奇妙的事情要發生，神用各樣的事情，就算我們一些的退後，神在這裡要

作奇妙的工作，是甚麼事呢？神在地裡隱藏了寶貝，神在那裡尋找買明亮

的珠子的人。表面上好像仇敵戰勝，但是神在那裡一直預備新婦妝飾整齊。

主知道。

我們應作甚麼？

（1）要忠心傳講那純正的 導教
我們要作甚麼？提摩太，要忠心，打那高貴的仗，傳道，傳講那純

正的教導，不住的傳福音，我們要忠心。你向主能夠忠心嗎？雖然在你周

圍有許多的事情是下沉的，但是主仍然在工作，祂在那裡要得著尊貴的器

皿，祂要教導我們怎樣藉著祂的生命而得勝。為甚麼提摩太要一直的忠心，

繼續的傳道？因為教會需要悔改。她怎麼能夠悔改呢？她首先要看到她實

際的光景。教會，如果她像老底嘉那樣覺得自己很好，她就不會悔改。藉著

傳講真道，有許多人會悔改，回到真道裡面。要忠心。

（2）與那 心求告主名的人一同聚集、尋求、 復興禱告清 為
第二點，與那清心求告主名的人一同聚集，這是提摩太後書二章二

十二節，我們要與那清心禱告的人一起聚會，我們是敬畏神的人，我們是

向神禱告，我們彼此的代禱，我們求主復興祂自己的工作。在你的心中有

沒有這樣的禱告？好像哈巴谷書三章第二節，「主啊，在這些日子的裡面，

復興祢自己的教會。」你說主不聽你的禱告嗎？我們要用信心，在信心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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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我們為了教會在主面前認罪，求主復興我們。

在以賽亞書六十四章有這樣的禱告，主必答應這樣的禱告，神實在

願意啟示祂兒子的榮耀。以賽亞書六十四章第一節：「願祢裂天而降，願山

在祢面前震動，好像火燒乾柴，又像火將水燒開，使祢敵人知道祢的名，

使列國在祢面前發顫。」這是對復興的禱告，我們願意求主裂天而降！每次

的復興就帶出許多人得救，復興是因著神的兒女悔改、與神和好而開始的。

願你裂天而降。神在那裡恢復祂的百姓，主知道，主願意得著在地上祂的

見證。為了祂兒子的榮耀，神一定要得著在地上耶穌基督的見證。這個見證

是不是在我們當中，或者是越過我們？主在地上尋找有一個心向著見證的

人。不是說我們有多完全，而是看我們的心如何。我們願不願意看到主恢復

祂的見證？主在那裡尋找這樣的人，把我們帶進恢復，來恢復祂的見證。

主會興起能為祂見證站立的人，歷史告訴我們祂興起一些人，他們這些人

能夠連上起初；歷史告訴我們，他們就與其他這樣心志的人能夠聯結在一

起；歷史也告訴我們，主可以很快的恢復那已經失去的見證。

當你讀教會歷史，你看這些復興的時刻，神就在那些很單純的人身

上，很奇妙的恢復出祂的見證。主認識祂的人，主有祂的旨意，也有祂定

規的時間，我們願不願意為了這個團體的見證，我們打這美好的仗？基督

的生命是我們聚會唯一的標準。就是在這個聚會廳裡面的人，這裡有一些

年輕人，主要得著一些向著祂心的人，主就用著你們帶進下一次的復興。

這是主復興祂工作的時候了，這是主恢復祂見證的時刻了。求主得著那些

在祂面前有這樣心志的人，在祂憐憫的底下，天向我們打開。

禱告：

「主啊，在這些日子裡面復興祢的教會，不是為了我們，是為了祢的

名，願祢的兒子得著榮耀。幫助我們能夠忠心，打這美好的仗。給我們智慧

救我們脫離一切的迷惑。我們說耶穌基督是我們的主，祂是主，仇敵不能

夠壓制我們，幫助我們站在各各他的得勝上面，把清心愛主的人與我們聚

在一起，在這些年日的裡恢復祢自己的教會。我們奉耶穌基督寶貴的名，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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