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 宣揚禧年 

第四篇 

宣揚福音，為著繁殖基督作禧年 

讀經：徒二21，七58 ～ 60，九14，21，二二16，20，二六18 ～
19 

週一 

壹 我們需要成為今日的執事和見證人，憑著活出並
宣揚福音—基督是恩典的禧年—以完成神永遠的
經綸—徒二六16～19。 

貳 享受並繁殖復活的基督作禧年，乃是享受並繁殖
祂作我們的產業，就是神賜給我們的分，並作那
能釋放我們脫離罪之奴役的一位，使我們歸回召
會，就是我們神聖的家庭—利二五8～17，28，39
～41，路四18～22，西一12～13，約八32，36，徒
二六18～19，參詩六八5～6。 

週二 

參 使徒行傳這卷書給我們看見，門徒在傳揚福音和
實行召會生活時，對復活之基督作恩典禧年的享
受與繁殖： 

一 『你們…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
極，作我的見證人』—一8下︒ 

二 『他們天天…挨家挨戶擘餅，存著歡躍單純的心用飯，
讚美神…︒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和他們加在一起』—二
46～47︒ 

三 『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的復活，眾人也都蒙大
恩』—四33︒ 

四 『他們歡歡喜喜從議會跟前走開，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受
辱︒他們每日在殿裏，並且挨家挨戶，不住的施教，傳
耶穌是基督為福音』—五41～42︒ 

五 『那些分散的人就往各處去，傳神的話為福音︒…在那
城裏，就大有歡樂』—八4，8︒ 

六 『他們從水裏上來的時候，主的靈把腓利提了去，太監
也不再看見他，就歡歡喜喜走他的路』—39節︒ 

七 『那時全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遍處的召會得平安，
被建造，在對主的敬畏並聖靈的安慰中行動，人數就繁
增了』—九31︒ 

八 『巴拿巴…到了，看見神的恩典，就歡樂，勸勉眾人，
要立定心志，一直與主同在』—十一22下～23︒ 

九 『門徒就被喜樂和聖靈充滿』—十三52︒ 
十 『於是召會送他們起行，他們經過腓尼基︑撒瑪利亞，

詳述外邦人轉向神的事，叫眾弟兄都甚喜樂』—十五3
︒ 

十一『他們說，當信靠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於
是禁卒領他們上去，到他的家裏，給他們擺上飯，他和
全家因為信了神，就都歡騰』—十六31，34節︒ 

十二『這些擾亂天下的，也到這裏來了』—十七6下︒ 
十三『如今我把你們交託神和祂恩典的話，這話能建造你們

，叫你們在一切聖別的人中得著基業』—二十32︒ 
十四『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轉入光中，從撒但權下轉

向神，又因信入我，得蒙赦罪，並在一切聖別的人中得
著基業』—二六18︒ 

週三 & 週四 

肆 我們需要看見主的顯現，主的顯現使掃羅成為見
證人—二六15～19：  

一 行傳二十六章與猶太宗教的背景相對；在十七節主說，
祂要救掃羅脫離百姓的手，祂要差他到他們那裏去︒ 

二 掃羅為他祖宗的宗教和傳統大發熱心；當他正行在破壞
教會的路上，盡其所能地逼迫教會時，主耶穌向他顯現
，使他仆到在地；掃羅問說，『主阿，你是誰？』主說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15節︒ 



三 掃羅被打倒以後，主呼叫他說，『你起來站著，我向你
顯現，正是要選定你作執事和見證人，將你所看見我的
事，和我將要顯現給你的事，見證出來』 —16節︒ 

四 在十六節主對掃羅說，他要成為一個見證人，將所看見
的事和主將要指示他的事，都見證出來︒ 

週五 

伍 我們需要看見主今天對我們的吩咐—18節，加一
15～16上： 

一 在行傳二十六章十八節，主吩咐掃羅說，『叫他們的眼 
睛得開，從黑暗轉入光中，從撒但權下轉向神，又因信
入我，得蒙赦罪，並在一切聖別的人中得著基業︒』  

二 這是今天我們當作的事；要開這世代的眼睛，使他們從
黑暗中歸向光明；我們要作的頭一件事就是幫助別人看
見︒ 

三 為了要這樣作，我們自已必須有異象，並且看見屬天的
事；我們必須看見關於基督的事，不是藉著教導，乃是
藉著基督向我們的顯現︒ 

四 你看見了異象之後，就需要去接觸人，告訴他們耶穌向
你顯現了，你也看見了祂—16～18節︒ 

五 結果，他們要得蒙赦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所
有得救和蒙赦免的人都是聖徒，而所有的聖徒都有一分
基業；（西一12；）按照歌羅西書，聖徒的分就是基
督自己︒ 

陸 行傳二十六章十八節給我們看見全備的福音；這
裏有完整、完全、完滿的福音： 

一 在這一節中有七個點：（一）開人的眼睛，（二）使他
們從黑暗中轉入光明，（三）從撒但權下轉向神，
（四）幫助他們的罪得赦免，（五）幫助他們因信成聖
，（六）使他們能在眾聖徒中有共同的分，（七）活在
教會生活中︒ 

二 這就是我們當向這世代傳講的福音；不要傳上天堂的可
憐福音—要傳在行傳二十六章十八節所啟示高品的福
音︒ 

週六 

柒 我們需要到主面前禱告： 

一 指出這一節中福音的七面，十分容易；但現在你需要到
主面前禱告說，『主，開我的眼睛︒我不需要知識︒主
，我需要我的眼睛得開︒主，轉我離開任何黑暗的事
物︒我不要留在黑暗中︒主，使我從黑暗轉向光明︒』 

二 這是屬靈的實際；當我們在其中接觸人時，他們就要領
略這個；你也需要禱告說，『主，使我從撒但的權勢︑
管轄歸向你︒我必須是一個絕對在神裏面的人︒神是我
的範圍︑我的領域︑我的國度︒我必須在神裏面︒』你
若這樣禱告，你會變成另一個人︒ 

三 使徒行傳二十六章十八節揭示，照著禧年的屬天異象，
我們神聖使命之包羅萬有的內容；我們需要用這些內容
禱告，求主將這內容作成我們的經歷和實際，使我們能
將別人帶進這經歷和實際裏︒  

四 無論何時你這樣禱告，主耶穌就要向你顯現，祂的顯現
就要給你一個異象，你就會享受並繁殖復活的基督作禧
年，直到地極—16～19節，提前一4，11，徒一8︒ 

五 我們都需要學習如何享受禧年；我們享受禧年，就能出
去宣揚禧年︒ 

 

   



第四周—周一 
晨兴喂养 

徒一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
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
见证人︒ 

二二14  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预先选定了你，叫你认识祂的
旨意，又得见那义者，且得听祂口中所出的声音； 

15  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向万人为祂作见证︒ 

禧年的基本思想是宣扬神的救赎︒吹银号乃是宣扬救赎︒这是
基于神的救赎而有的宣扬，也是宣扬这救赎︒ 

宣扬神的救赎不是宣布诫命或要求；而是宣布自由︑释放︒ 
你知道什么是传福音？传福音就是传布禧年，吹禧年的号角︒

传福音是宣报我们的得释放︒实际上，这不是释放我们的产业归
回我们，而是释放我们归回我们的产业和我们的家︒我们从前是
在错误的家，就是为奴之家︒宣扬禧年是告诉我们，要归回我们
的本家，就是神的家︒ 

现在我们能领会什么是禧年︒禧年是宣扬奇妙的释放——释放
我们的产业归回我们，也释放我们自己，使我们能够归回神，归
回我们的家，归回我们的产业︒（路加福音生命读经，第六十四
篇） 

职事选读 

相信主耶稣，乃是归回作我们基业的神︒一个人向神悔改，他
就归回作他产业的神︒我们要这样传福音，就需要对新约的禧年
有充分的享受︒我盼望我们都充分享受禧年︒然后当我们出去传
福音的时候，我们传扬的方式就是宣扬禧年︒我们要告诉人，他
们离开了作他们产业的神，而神要他们归回祂︒我们可以对一个
人说，“神是你的真产业，但是你离开了祂，失去了祂︒现在祂要
你归回祂︒你愿意让祂带你归回祂自已么？神将你带回的路，是
将你放在基督里︒基督是把我们带给神的“巨无霸喷射机”，现在
是“登机时刻”，你愿意上机么？你愿意相信基督，让祂带你归回
神么？我们能向你作见证，你一相信主耶稣，进到祂里面，你就
要被带回归向作你产业的神︒”（路加福音生命读经，第六十六
篇） 

 

我们都需要学习如何享受禧年︒我们享受禧年，就能出去宣扬
禧年︒我们会吹响福音的号角，告诉别人现在是神悦纳他们的时
候，现在是他们归回作他们产业的神，且从各种奴役︑辖制和缠
累得着释放的时候︒那些归回神，且从辖制得着释放的人，可以
自由的享受神︒宣扬这事就是次响禧年的号角，宣告神新约经纶
的禧年︒但愿我们都享受禧年的福分，然后吹禧年这福音的号
角︒（路加福音生命读经，第六十七篇） 

〔徒一8节的见证人〕直译，殉道者︒这班人在生命里为复活
升天的基督作活的见证，不同于仅仅传讲字句道理的传道人︒福
音书记载成为肉体的基督，在地上独自完成祂的职事，将祂自己
作为神国的种子，仅仅撒在犹太地︒行传记载升天的基督，在诸
天之上完成祂的职事，要借着这些在祂复活生命里，带着祂升天
能力和权柄的殉道者，将祂自己扩展出去，作为神国的发展，从
耶路撒冷开始，直到地极，作为祂新约职事的完成︒在本书，所
有的使徒和门徒都是祂这样的殉道者…（圣经恢复本，徒一8注4
） 

升天的基督为了完成祂天上的职事，繁殖祂自己，使神的国得
以建立，众召会得着建造，成为祂的丰满，祂所使用的，不是一
批由人的教导训练出来的传道人，去作传道的工作；乃是一班见
证人︑殉道者，担负这位成为肉体︑钉死十架︑复活︑升天之基
督活的见证…︒撒但能煽动犹太宗教徒并利用外邦政客，捆绑使
徒和他们传福音的职事，但他不能捆绑基督活的见证人和他们活
的见证︒他们越捆绑使徒和他们传福音的职事，这些基督的殉道
者和他们活的见证就越刚强明亮︒…（圣经恢复本，徒二三11注
5） 

 
 
   



第四周—周二 
晨兴喂养 

弗三8  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叫我将基
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 

徒二十
32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祂恩典的话，这话能建造你们，
叫你们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 

〔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这指明众圣徒都能得着所赐给使
徒保罗的恩典︒就保罗这人说，他是使徒中最小的（林前十五9
）；但就他的职事说，他一点不在最大的使徒之下（林后十一5
，十二11）︒然而，就他所得的恩典说，他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
小︒这含示众圣徒都能得着他所得的恩典︒这如同我们身体的肢
体，不论多小，都得到同样的血；但这血所产生的本能（恩赐）
，在众肢体却各不相同︒基督身体的众肢体，都能得着与保罗同
样的生命恩典，但他们的恩赐却与保罗的不同︒（圣经恢复本，
弗三8注1） 

职事选读 

恩典赐给比最小的还小之人 
在弗三8保罗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祂还赐

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
人︒”（原文︒）或许我们都有一个观念，认为使徒保罗是特别蒙
拣选的一位︒但是这里他说，他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若是一
个比最小的还小的人能得着这样的异象，那么，我们众人当然也
都能有同样的事︒不要说，“我不是使徒，尤其不是使徒保罗︒因
此，我绝不能看得像他那样多︒”保罗说，他比我们众人还小︒保
罗说这话的原因是他敌挡神的经营︒在保罗的领会中，敌挡神最
厉害的人，是最小最末的一个︒既然他是最厉害敌挡基督与教会
的人，他就成了比最小的还小的人︒彼得︑约翰︑安得烈和马太
都是与主在一起的，但保罗是离得远远的︒因此，这个离得最远
，敌挡最厉害的人，成了最小的一个︒在以弗所三章里，保罗似
乎说，“在以弗所亲爱的弟兄们，岂不知我从前离得好远么？你们
没有一个人像我那样远离主︒因为我是离主最远的，所以我比众
圣徒中最小的还小︒” 

若是一个离基督最远的人能得着耶稣基督的启示，为什么我们
不能也得着呢？我们当受激励︒因着靠近主，我们更有资格接受
异象，并且得着启示︒我熟悉仇敌的狡猾︒当我年轻时，我原谅
自己说，以弗所第三章的经节棒极了，但那些只是为着使徒保罗
，不是为着我︒因着我不注意这些经节，我就失去了恩典︒但是
有一天，我醒悟了，我就信了它︒我跳起来，喊说，“阿利路亚！
我比保罗还大︒恩典赐给了一个比我还小的人︒他若能得着这恩
典，那我为什么不能？我比他更有资格︒”我能见证，从那天起，
异象一直随着我︒如果我们看见这个，我们就都要像使徒保罗一
样︒我不是说，你该大胆要求使徒的位分︒不，我的意思是就资
格而论，我们都比保罗大︒故此，我们必须祷告说，“主，不论我
明白与否，弗三8说，保罗比我小︒恩典若是赐给他，那么，主
，你也必须将这恩典赐给我︒站在弗三8上，我要求这恩典︒” 

我们需要这恩典，为要看见并享受基督所有的丰富︒我们必须
到主那里去，—祂是属天异象的源头，—好看见一些东西︒除了
祷告，没有别的路︒你若祷告，你就会不同，并且主会有路︒许
多眼睛要得开，许多青年人要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但权下归
向神，而且在正当的教会生活里，享受赦罪︑成圣，以及众圣徒
中共同的分︒以弗所书第三章指明，基督的丰富是为着教会的产
生︒所以，在这段话里，我们有基督并祂一切的丰富，以及教会
作神的工具羞辱祂的仇敌—执政的和掌权的，借此显明神经营万
般的智慧︒要认真慎重地祷读这篇信息中所有的经节︒说，“主，
我对你认真︒你曾赐恩典给一个比我还小的人，现在你必须赐恩
典给我︒主，我真求你使我们众人经历无限基督的丰富，并且都
有出自这享受的教会生活︒”你若这样祷告，就会有事情发生︒主
是真的︑活的︑现在的︑实际的，和便利的︒你若对主认真，祂
也就对你认真︒（主恢复中应有的认识，第一篇） 

 
 
   



第四周—周三 
晨兴喂养 

加一15  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借着祂的恩典呼召我
的神， 

16  既然乐意将祂儿子启示在我里面，叫我把祂当作福音传
在外邦人中，我就即刻没有与血肉之人商量， 

〔16节“启示”这词意思〕不是教导，乃是揭示，使人看见，向
人显示︒（圣经恢复本，加一16注2） 

子神是父神的具体化身和彰显（约一18，十四9～11，来一3
），对我们乃是生命（约十10，约壹五12，西三4）︒神的心愿
，是要将祂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认识祂，接受祂作我
们的生命（约十七3，三16），成为神的儿子（约一12，加四5～
6）︒祂是活神的儿子（太十六16），远胜过犹太教及其传统（
13～14）︒加拉太人受了犹太教徒的迷惑，认为律法的规条是在
活神的儿子之上︒因此，使徒在本书信〔加拉太书〕的开头见证
说，他曾卷身于犹太教，且在其中极有长进；然而神将祂的儿子
启示在他里面，借此把他从神眼中所看为邪恶的世界系统中救出
来︒他从经历里领悟，他祖先所传下的犹太教及其死的传统，是
无法与活神的儿子相比的︒（圣经恢复本，加一16注1） 

神将祂的儿子启示给我们，是在我们里面，不是外在的，乃是
内在的；不是借着外面的异象，乃是借着里面的看见︒这不是客
观的启示，乃是主观的启示︒（圣经恢复本，加一16注3） 

使徒保罗不是传律法，乃是把神的儿子基督当作福音传扬；不
是仅仅关于祂的道理，乃是祂活的人位︒（圣经恢复本，加一16
注4） 

职事选读 

保罗的宗教背景和主的显现 
在加一11～16，我们也看见在保罗的经历中，基督启示的宗

教背景︒在加一13和14，保罗说他逼迫神的教会，在犹太教中有
长进，为他祖宗的遗传大发热心︒在这些经节中，保罗似乎说，
“你们知道我的行为︒我为我祖宗的宗教大发热心，超过与我同岁
的人︒就宗教而言，我是顶尖的人物︒我甚至逼迫教会，尽我所
能破坏她，并且敌挡神的经营︒但是有一天，那把我从母腹里分

别出来的神，乐意将祂儿子启示在我里面︒”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
个启示，这个异象︒ 

今天的情形正与古时一样，我们都受基督教背景的影响︒我害
怕当你们在青年人中间作工的时候，你们会以宗教的方法来作︒
当你们传福音时，会传基督教传统的福音︒在这些日子中，我们
都必须看见一些东西︒我们不该再将老旧传统的基督教带进我们
的传福音里︒反之，我们必须扔掉这些老旧的东西，并且说，“主
，借着向我显现，指示我一些东西︒主，你向保罗显现，他就看
见了︒并且你告诉他，借着你向他显现，你要更多指示他︒主，
向我显现，使我在你的显现中能看见一些东西，然后我就能将所
看见的告诉人︒”只读这篇信息是不够的︒你必须向主祷告︒我能
保证，你若到祂那里去，祂是敞开的︒当大数的扫罗行走自己的
路时，在天上的主耶稣，曾向他显现︒今天无所不在的主向我们
众人也是敞开的︒只要来到主面前，说，“主，我已往从未听过这
样的福音︒主，开我的眼睛，使我从所有别的事物转向你自己︒”
我保证，你若这样祷告，祂会立刻向你显现︒在祂的显现里，你
就会看见一些东西︒这个显现要使你成为见证人︒而后，当你接
触别的青年人，你就不只是一个传讲的人，而是一个见证人，把
你在这位活的主面前所看见的告诉人︒神乐意将祂的儿子启示给
我们，好叫我们传扬祂︒我们的传扬必须是我们所看见的流出︒
我们不是传道理，我们是传扬并见证我们在祂的显现中所看见
的︒（主恢复中应有的认识，第一篇） 

 
 
 
 

 
   



第四周—周四 
晨兴喂养 

徒二六
16 

你起来站着，我向你显现，正是要选定你作执事和见证
人，将你所看见我的事，和我将要显现给你的事，见证
出来； 

17  我要拯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 
18  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

光中，从撒但权下转向神… 

不仅是执事，也是见证人︒执事是为着职事，见证人是为着见
证︒职事主要的与工作有关，与执事的所作有关；见证与人有关
，与见证人的所是有关…（圣经恢复本，徒二六16注1） 

〔18节主的差遣〕这是要实现神的禧年，主悦纳人的禧年，
就是主耶稣在路四18～21照着神新约的经纶所宣扬的…︒新约禧
年属灵和神圣的福分，也就是神福音的福分，其中第一项是叫堕
落的人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使他们能在属灵的范围里看
见神圣的事︒要看见这些事，需要属灵的视力和神圣的光︒（圣
经恢复本，徒二六18注1） 

黑暗是罪和死的标记；光是义和生命的标记（约一4，八12
）︒（圣经恢复本，徒二六18注2） 

撒但的权势就是撒但的国，这国属于黑暗（太十二26与注1
）︒（圣经恢复本，徒二六18注3） 

〔转向神〕即转向神的权柄，就是神属于光的国︒（圣经恢复
本，徒二六18注4） 

职事选读 

主的显现使扫罗成为见证人 

徒二六章也与犹太宗教的背景相对︒在17主说，祂要救扫罗
脱离百姓的手，祂要差他到他们那里去︒本节中的“百姓”这个字
，不是指人类，乃是指犹太人，宗教徒︒在犹太宗教中，有一个
年轻人名叫扫罗，他有强的意志，又忠于传统的宗教︒他为他祖
宗的宗教和传统大发热心︒当他正行在破坏教会的路上，尽其所
能地破坏教会时，主耶稣向他显现，使他仆到在地︒扫罗问说，
“主阿，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徒二六15
︒）这里的背景不是不信的人，乃是典型的宗教︒扫罗按着传统
的宗教为神热心，但他逼迫基督的教会并且敌挡神的经营︒虽然

他为神如此热心，却不知道他是极度偏离神启示中心路线的一部
分︒ 

扫罗被打倒以后，主呼叫他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
现，要派你作执事，作见证人，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
你的事，证明出来︒”（徒二六16︒）常常主先击倒我们，然后
叫我们起来︒这时候主会说，“不要躺在那里—起来︒你若起来，
我就要派你作执事和见证人，而不是作宗教家︒我要使你成为你
所看见之事的见证人︒”主似乎对保罗说，“你看见了我从天上对
你说话︒现在去向百姓见证这个︒向祭司︑长老和文士作见证︒
已往，你说我被杀了，而且埋葬了，但现在你必须见证这个事实
，就是我已经复活了，现今活在天上︒” 

在16〔节〕主对扫罗说，他要成为一个见证人，将所看见的
事和主将要指示他的事，都证明出来︒主说，祂要向扫罗启示别
的事，不是用教导的方法，乃是借着祂的显现︒不论主向扫罗启
示什么，扫罗都要将它向百姓见证出来︒这不是教训︑道理或宗
教；这绝对是耶稣的启示︒以后使徒保罗所传讲的一切，都是主
所指示他的，是从主显现而得的启示︒在他往大马色路上的经历
之后，扫罗能说，“我已看见了在天上的活耶稣︒我要去告诉百姓
我所看见的︒我的看见来自这位活主的显现︒祂吩咐我传讲祂所
传给我的︒祂甚至应许一再向我显现︒每次祂显现，我就有所看
见︒然后我就出去向百姓见证我所看见的︒”作见证人不是一件教
导和知识的事，而是显现与异象的问题︒主所显现给我们的正是
我们必须告诉别人的︒（主恢复中应有的认识，第一篇） 

 
 
 
 

 
   



第四周—周五 
晨兴喂养 

徒二六
18 

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
光中，从撒但权下转向神，又因信入我，得蒙赦罪，并
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 

赦罪是新约禧年一切福分的基础︒（圣经恢复本，徒二六18
注5） 

〔“基业”这词〕直译，一分︒指基业的一分︒这基业是三一神
自己并祂所有的︑所作成的以及为祂赎民所要作的一切︒这位三
一神化身在包罗万有的基督里面（西二9）；这基督是分给众圣
徒的分，作他们的基业（西一12）︒而赐给众圣徒的圣灵，乃是
这神圣基业的预尝︑凭质和保证（罗八23，弗一14）︒我们今天
在神新约的禧年里，就有分于并享受这基业作为预尝；到来世和
永远里还要完满的享受这基业（彼前一4）︒在利二五8～13禧年
的预表里，主要的福分乃是宣告自由，以及各人归回自己的产
业︒这里，在禧年的应验里，从黑暗的权势得着释放，以及得着
神圣的基业，也是主要的福分︒…（圣经恢复本，徒二六18注8
） 

〔圣别是指我们〕不仅在地位一面，也在性质一面（罗六19
与注2，22）︒地位一面的圣别，只是在地位和用途上有改变；
性质一面的圣别，乃是在性情上，为神的圣别性情所变化，也是
用神的圣别性情所完成的变化（林后三18）︒圣别就是给神浸透
；祂是我们的产业，作我们今天的享受︒这要完成于我们在神生
命里成熟，得以像神，并有资格在来世和永世，完满得着并享受
神作我们的基业︒（圣经恢复本，徒二六18注7） 

职事选读 

主的吩咐 

在徒二六18，主吩咐扫扫说，“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
归向光明，从撒但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
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今天你们青年人当作的事︒不要传基督教
传统的福音︒反之，要开这世代的眼睛，使他们从黑暗中归向光
明︒我们要作的头一件事就是帮助别人看见︒为了要这样作，我

们自己邲须有异象，并且看见属天的事︒我们必须看见关于基督
的事，不是借着教导，乃是借着基督向我们的显现︒你看见了异
象之后，就需要去接触人，告诉他们耶稣向你显现了，你也看见
了祂︒不要传那种低浅︑传统的福音︒许多接受那可怜福音的人
，仍然瞎眼，并且在黑暗里︒不要教导人宗教—要开他们的眼睛
，使他们能从黑暗和撒但归向光明和神自己︒借着这样的转，他
们就要从黑暗的邪恶势力，即撒但的权势下得着释放，归向神︒
结果，他们要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有得救和
蒙赦免的人都是圣徒，而所有的圣徒都有一分基业︒（西一12
︒）按照歌罗西书，圣徒的分就是基督自己︒基督已经被分给我
们，我们都在祂里面享受了一分︒基督是所有圣徒共同的分︒不
信的人没有积极的分︒他们的分—火湖—是消极的︒我们的分—
基督—将在新耶路撒冷达到极致︒但是我们不是得单独的一分，
乃是和教会生活中的人共同来得分︒这就是说我们只能在众圣徒
中，与那些因信成圣的人共同得分︒ 

全备的福音 

徒二六18给我们看到全备的福音︒在这一节中有七个点：
（一）开人的眼睛，（二）使他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三）从
撒但权下归向神，（四）帮助他们的罪得赦免，（五）帮助他们
因信成圣，（六）使他们能在众圣徒中有共同的分，（七）活在
教会生活中︒你曾听过这样的福音么？这就是青年人当向这世代
传讲的福音︒不要传上天堂的可怜福音—要传在徒二六18所启示
拔高的福音︒（主恢复中应有的认识，第一篇） 

 
 
   



第四周—周六 
晨兴喂养 

徒二六
19 

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弗一17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你们智慧和启
示的灵，使你们充分的认识祂； 

18  光照你们的心眼，使你们知道祂的呼召有何等盼望；祂
在圣徒中之基业的荣耀，有何等丰富； 

智慧是在我们的灵里，使我们能认识神的奥秘；启示是属于神
的灵，借着揭开幔子使我们看见异象︒我们先有智慧领悟的能力
，能认识属灵的事物；然后神的灵把属灵的事物启示给我们属灵
的悟性︒（圣经恢复本，弗一17注3） 

〔心眼〕指看见属灵事物的眼睛︒我们有智慧，就是认识的能
力；也有启示，就是属灵事物的开启；然而，我们仍需要眼睛，
就是看见的属灵机能（徒二六18，启三18）︒ 

要我们的心眼蒙到光照，需要彻底对付我们的良心︑心思︑情
感和意志，就是我们的心所借以组成的…︒首先我们需要敞开的
灵，带着为基督救赎之血所洒，经过我们认罪和对付，而有的清
洁良心（来九14，十22）︒其次，我们还需要清明的心思（提后
一7与注2），爱的情感（约十四21），和服从的意志（约七17）
，好有纯洁的心︒有了这样的灵和心，我们的心眼就能看见︒
（圣经恢复本，弗一18注2） 

我们不仅要有智慧︑启示和能看见的眼睛，也需要光，照明那
向我们开启的事物，使我们得着异象︒（圣经恢复本，弗一18注
1） 

职事选读 

祷告的需要 
指出这一节中福音的七面，十分容易︒但现在你需要到主面前

祷告说，“主，开我的眼睛︒我不需要知识︒主，我需要我的眼睛
得开︒主，转我离开任何黑暗的事物︒我不要留在黑暗中︒主，
使我从黑暗归向光明︒”这是属灵的实际︒当我们在其中接触人时
，他们就要领略这个︒你也需要祷告说，“主，使我从撒但的权
势︑管辖归向你︒我必须是一个绝对在神里面的人︒神是我的范

围︑我的领域︑我的国度︒我必须在神里面︒”你若这样祷告，你
会变成另一个人︒我能保证你会不一样︒如果必要，甚至为这些
事禁食祷告说，“主，我要我的眼睛得开，就像以前从未被开启一
样︒我不要昏黑糊涂︒我要有像启示录中四活物的眼睛︒”四活物
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我们必须像这样︒然后当我们接触人时，
他们将会领悟我们明亮如水晶︒我们不像别人黑暗无光︒别人也
许是好的︑伦理的︑宗教的︑道德的，甚至合乎圣经的，但是他
们黑暗无光︒当人接触我们时，他们必定立刻感觉我们明亮如水
晶︒这不是讲道—这是见证︒我们必须是这样的人︒ 

我们也需要祷告说，“主，赐给我完全彻底的赦免，赦免我一
切的罪︒我要从头到底清除所有的罪︒我不愿保留任何未受对付
的东西︒主，我也要完全成圣︒我不要仅仅是一个蒙赦免的人，
我也要是个成圣的人︒而后我才能享受我的分—包罗万有的基
督︒”一天过一天，我们享受基督作我们的分，不是单独地享受，
而是在众圣徒中间享受︒众圣徒是谁？在那里？他们就是在教会
中成圣的人︒众圣徒就是教会︒当我们进入教会，我们就在众圣
徒中间︒哦，我们何等需要为这七件事祷告！向主厉害地祷告说
，“主，我要经历你向保罗所启示的福音，就是徒二六18所记
的︒我要经历这完满︑完整︑完全，和彻底的福音︒”这福音不仅
涵盖了神的国，也影响了撒但的国︒它包括了丰富的基督作我们
的分，以及所有的圣徒作团体的身体—基督的教会︒我们何等需
要经历这福音！ 

我们若是经历这全备的福音，我们就不仅仅是个传讲的人—我
们将是一个见证人︒我能向你保证，无论何时你这样祷告，主耶
稣就要向你显现，祂的显现就要给你一个异象︒然后你要看见某
些事情︒在这些信息中，我们需要看见一个异象︒我不能给你们
任何东西︒我们都必须摸着施恩的宝座︒主还需要使你仆倒在地
么？你仍是那样顽梗么？无需这样顽梗︒反而，我们当说，“主，
我在这里︒你无需将我击倒︒主，我在这里摸你施恩的宝座︒开
我的眼睛，并且彻底使我从一切黑暗转向光明︒使我从撒但权下
归向神，并且赐给我彻底的赦免，赦免我一切的罪︒主阿，圣别
我，使我能在地方教会里，在众圣徒中间，享受你作我的分︒”
（主恢复中应有的认识，第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