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申言者书结晶读经 

第十一篇 为着主第二次来临和世代的终结，经历玛拉基书里医治的基督 

 

诗歌：756首 

弟兄：陈实弟兄 

这篇信息有两部分，第一我们要看主第二次来临和世代终结的兆头，第二部分要看经历

医治的基督。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找相关的诗歌，找到 756这首。每当我们说到主的

来，常常我们想到这节，就是玛拉基书。玛四 2（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

日头升起，其翅膀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如圈里的肥牛犊出来跳跃。），所以，诗歌第 7

节说到（医治的日！人的盼望！我真爱你光线；公义的主！荣耀的王！我今伏你面前；

求你自己快登宝座！求你脸面快显！求你伸手建立天国，向万民赐恩典！）有其它诗歌

说到公义的日头，正如英诗 510首、81首。然后也说到万国和平万民望，那里说到我们

的渴望。基督就是我们所羡慕的，哈该书说到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韦斯利查理所作的

诗歌 74首，作为医治的基督而来，玛拉基书特别是指第二次的来临说的。旧约申言者

好像从远方观看两座重迭的山，但其实中间有很长的时间。还有很多神医的诗歌，我们

今天对主的经历，主医治的摸等等。 

 

壹 我们必须看见基督第二次来临和这世代终结的兆头─太二四3，14～15，路二一28～

36： 

我们需要看见、认识兆头。说到主的再来，主要有四个兆头：一、我们需要说到关于大

灾难。二、关于敌基督。三、认识关于无花果树，就是以色列国复兴的兆头。四、主再

来的兆头。我们需要看见圣徒被提的兆头，有一天你在那里，突然与你一同受训的人不

见了，那就是一个兆头。主说过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工作的事情。主再来的兆头与神命

定的路这本书非常有趣，将这两件事情紧密地放在一起。基督正在来临，而这个世代将

要结束。门徒问主，会发生什么兆头？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主的再来与世代的终结，不

是眨眼之间就过去的，这要发生在七年的时间内。当然，借着研读但以理书和启示录、

马太福音、帖前等许多参考的经节，也必须明白一个基础，主要的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

七十个七。 

七个七（四十九年）的截定，是从出令重新修建耶路撒冷，（尼二 1～8，）到重建完成。

第二，六十二个七（四百三十四年）的截定，是从耶路撒冷重建完成，到弥赛亚被剪除

（钉十字架。）（26。）第三，末七的七年，将是敌基督与以色列人坚定盟约之时。（27。）

七个七（四十九年）的截定，是从出令重新修建耶路撒冷，（尼二 1～8，）到重建完成。

第二，六十二个七（四百三十四年）的截定，是从耶路撒冷重建完成，到弥赛亚被剪除

（钉十字架。）（26。）第三，末七的七年，将是敌基督与以色列人坚定盟约之时。（27。）

这是主的第一次再来。 

但以理并不是太清楚，事实上还有一段很长的间隔，几乎是两千年之久，才会有末了一

个七的发生。 后，这一个七，在六十九个七到七十个七之间，有很长的时间，这段叫

做召会时代、恩典时代，和奥秘的时代。借着研读这些，虽然我们不知道人子来临的时

刻，但我们可以借着在末了七年发生的事知道在怎样的时候来。事实上，敌基督要被兴

起，当他与以色列建立盟约时，这事情就要发生，但在这七年要发生的事情，在三年半

时，这一位敌基督要被杀，然后成为第七位该撒。第五位该撒，就是尼罗的灵进到他里

面，使他复生，成为第八位该撒。这位就会毁约，破坏与以色列人的约，要在神的殿里

立起偶像，称自己为神。这位称为不法之人，在启示录称为兽，他不仅毁坏圣殿、改变



律法，说一切不法的事，并且逼迫相信主的基督徒和敬畏神的犹太人。他们是圣徒，是

还在地上的，就是敌基督要消耗的人。这三年半要被称为大灾难。那里不仅敌基督在工

作，那位给他权柄的撒但也在工作，要逼迫那些可怜的人，特别是那些圣徒，但同时在

那三年半内，神自己就要来临，借着天灾审判宇宙。特别是地，不适于人类居住。那是

试炼的时期，我们都不想在那里，光景是前所未有的，若神没有限制他在三年半之内，

没有属肉体的人能够忍住。这的确不是一个神话故事，不是让你我读这些主再来的书，

就去归隐山林。甚至在主的话语中，天地都要过去，主的话绝不过去，都要应验。我们

需要心思清明、儆醒，让我们豫备好，等候那样的时候，使我们过一种生活，被配称为

得胜者，逃避临到全地的大灾难。 

一 主豫言，在今世终结，敌基督与以色列立七年盟约之前，以色列国要复兴─太二一

19，二四 32～35，但九 27。 

无花果树就是表征以色列，他被主咒诅，然后就枯干，主自己就豫言（太二四（夏天近

了），从第一世纪到一九四八年，当我们看见这事，就知道这个兆头，就是夏天近了，

世代的终结近了。树枝已经发嫩长叶了。 

二 在三年半之久的大灾难开始时，敌基督要破坏祂与以色列所立的盟约，并且祂的偶

像要立在神的殿中；这指明圣殿必须在主回来之前重建─27节，帖后二 3～4。 

他要毁坏圣殿之前，圣殿必须重建，这也是豫言的一部份。 

三 在大灾难以前，国度的福音要传遍整个居人之地，并且得胜者要被提，留下尚未成

熟的大体信徒，在地上经过大灾难─太二四 14～15，40～41，启十二 5，十四 1，4。 

这也是一个兆头，大体信徒失败，还没成熟，他们要在地上经过大灾难。还没成熟的，

没有结果子的就被留在日头下，经过试炼。 

四 不法的奥秘今天在列国和人类社会中运行，这不法要总结于那不法的人，就是敌基

督─帖后二 3～10： 

在那人来之前，也许那人已经活在我们中间，但那人显露以前，有一种奥秘，就是与不

法有关。这不法的奥秘正在进行，两千年前就在开始，一直运行直到今日。但是，你打

开报纸，看看新闻，你是否同意，的确有不法。你无论到那个地方，人都在做不法的事

情，那不是他们，而是背后的势力，奥秘地运行，使他们否认神的律法，否认天然的律，

一切都是不法。你到校园去看， 顶尖的长春藤学院，你都会看见有些很有学问的人，

你除了看见不法，什么都看不见。 

我喜欢对青年人说，这就是我们在的时代，那个灵、那个工作就是在我们中间，不法就

是没有法律，这是说到还有一些限制，而限制的因素要除去，一旦没有，那不法的人就

要显露出来。就会有前所未有的不法遍行在全地。绝对不要做不法的事。学习顺从、顺

服、做一个正确的人。不法的事增加，人的心就冷淡。 

1 

敌基督的力量将是撒但的力量；敌基督是撒但的化身；敌基督要逼迫并毁灭神的子民─

敬畏神的犹太人和信基督的基督徒─但八 24，启十二 17，十三 7。 

他要尽所能地逼迫、杀害这些至高神的子民。 

2 

敌基督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在主来以前的日子，必有大欺骗和迷惑人的事起来，所以

我们必须在主里并同着主坚持这 后的片时─但七 25，提后三 1，可六 45～52。 

倪弟兄有一篇信息，被称做末了一段的道路。故事说到马可福音，说到国度的表征，那

个时代当主喂饱五千人，就上山祷告，并催促门徒上船到海的另一边。他又遇见群众，

就又做了许多事。喂饱五千人，乃是第一次的来。上山祷告豫表祂的升天。祂的门徒正



在路程，要到海的另一边，他们要相遇，到达时就是国度时代。末了一段的道路是指着

在摇橹甚苦，非常疲倦，一切都在抵挡，就在那时，耶稣来了。那篇信息的负担就是祂

对门徒的说话，今天我们也都上船了，神命定我们在海中行走，会有反对攻击会有各种

的艰难抵挡，当我们在这里摇橹走向国度时代时。 

我盼望给你们一些话。这是末了一段的道路。现在不是放弃的时候，不是漂流的时候，

现在不是回头的时候，已经走了许久，回头太晚了。是的，风很强，暴雨击打我们，心

理上的疾病等等，更不用说这一切的环境，似乎要叫我们停下，要我们放弃。我也有这

样感觉的时候，生活可以过的好一点，四更天是黑暗的时候，但我对自己，也对大家说，

黑暗会更深，黎明即将来到。主将再来，让我们不放弃，让我们继续摇橹，不要漂流，

争战直到路终。一切兴起攻击我们的事情，就是要把我们耗尽，消磨我们，我们必须坚

持，倪弟兄说，『坚持这 后的片时才能成功，不是开始的时候，这是末了一段的道路

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漂流，要继续摇橹，与其放下不如得胜，与其放弃不如

兴起。事实上，我们有耶稣在我们船上。弟兄们，让我们得激励，不要放弃，我们会生

病，我知道有这一切的事情发生，但我们不要放弃！ 

3 撒但和敌基督要得着人口（直译，人的魂），作他们在末世活动的凭借─启十八 11～

13，提后三 5，参亚十二 1。 

启十八 11-13（地上的商人也都为她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

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丝绸、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器

具、各样极宝贵的木器、铜器、铁器、大理石器具、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

酒、油、细面、麦子、牲口、羊、马、车、奴仆、人口。）还有人口，他们也被交易，

如同物品、商品一样。这是指明，物质的巴比伦（世界），人都把自己卖掉了。卖身作

雇员，为了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未来。他们忽略神，忽略神的定命。所以这里有许多经

文说到这件事情。现在青年人受更好的教育，金钱到处流通，有许多企业、工作的机会，

跟四、五十年前不同。所以试诱更多，所以这一切买卖交易更便利了。我这样说不是要

告诉你不要工作，的确我们需要赚钱，我们更需要作奉献钱财的基督徒，但你必须赚钱。

弟兄姊妹，请记得，保守你的魂，不要出卖你的魂，不要为着任何事物出卖你的魂。我

们的魂是属主的，要让主安家的。有一天国度要来。提前所说的，就是职事末了的话，

都是说到这个主题。 

五 敬虔的奥秘（基督是神在肉体里个别的显现）今天由主的得胜者活出来；他们是神

在肉体里团体的显现─提前三 16，徒九 5。 

不要出卖你的魂，反而需要让你的魂得医治、被变化。我们需要清楚玛拉基书的中心点

乃是这位医治的基督。一、祂是神的使者。二、祂是立约的使者。三、祂是万国所羡慕

的。这一切都基于祂是医治的日头，其翅膀带着医治之能。我要说到着迷，或者说自我

着迷的事。 

贰 玛拉基书启示，我们作为得胜者，需要为着基督的第二次来临，经历医治的基督─

三 1～3，四 2： 

一 玛拉基在尼赫迈亚的时候申言；那时祭司和神的余民都落在自欺（就是着迷）的黑

暗里─一 6～7，约壹一 8，徒九 1～2，约十六 2，参腓三 3： 

我们从倪弟兄得着许多帮助。他释放了许多信息，诊断神子民着迷的病症。着迷与神的

光这篇信息你们要读。打开并且诊断问题，非常准确，并且切入重点。 

1 一个着迷之人的症状是，他所想所作的完全是错的，却以为并相信自己完全是对的。 

 

有时候我也是着迷的。我敢说，大部分人都有着迷的情形。倪弟兄说到一些话非常有启



示。从短篇信息中出来的。自欺的人就是欺骗别人，这是撒谎。但是欺骗自己的叫做着

迷。对你自己说谎就是着迷，并且你还相信。做错事还在心中相信自己是对，那就是着

迷。骄傲、心硬、主观、着迷，甚至良心还称义你的行为。这是完全的着迷，这开始于

你的想象，你主观的想法，这开始于你怪异的信念，从你没有更新的心思中出来，这些

源头导致你想一件事情，做错很久，但你认为是对的。你完全迷惑你自己。他说，你有

一种的想象，到一个地步，你说服你自己，在信心里确证是这样，但事实在你面前，你

却相信你所想象的。着迷的人以为错的是事实。起初，也许有一些装假的行为， 后着

迷，他就以为这是真的。 

 

2 玛拉基书给我们看见，在撒但黑暗的权势之下，神自欺的百姓堕落的情形─一 2，6～

7，二 13～14，17，三 7～8，13～15，西一 12～13，参徒二六 18。 

说一些错误的话却毫无感觉，现在，以色列人在当时事着迷的。不要以为不会发生在你

我身上。事实上，几年前我说过，我还记得李弟兄说到基督是实际，有许多信息说到素

祭，就是基督的人性，但有一篇说到耶稣的人性乃是为着争战。那场聚会中，李弟兄在

那时，他对青年人说，你们需要基督的人性。他说：一、淫乱。二、心里疾病。三、自

杀的念头。这些心里的状况比当时更严重。 

以色列人说，（玛一 2你在何事上爱了我们呢？）（玛一 6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

（玛一 7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玛二 17我们在何事上使祂厌烦呢？）（玛三 7

我们如何转向呢？）（玛三 13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玛三 14在万军之耶和华

面前哀痛而行，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着迷，迷惑自己，就是自欺。我们需要得医治、

蒙拯救脱离这些事情。否则我们会落到一种迷惑里面。 

3 以色列人敬拜并事奉神，但他们却是在自欺里哀痛的敬拜并事奉；他们被要求作这

些事，一点也不喜乐─玛三 13～14。 

我要对全时间者说，在自欺里他们还是敬拜、事奉神，却是哀痛的，一点也不喜乐。有

些人服事，却满了抱怨。我们服事不喜乐，他恨恶这事，正如在树底下的乔纳一样。即

使 不满意的环境中，绝不要不喜乐。 

4 着迷，自欺，的原因是不爱光倒爱黑暗；（约三 19～20；）骄傲；（俄 3；）不领

受对真理的爱；（帖后二 10～11，箴二三 23；）不寻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约五

44。）─引用经文 

你要读倪弟兄的信息，会非常帮助你。他甚至说到以赛亚书中，我们需要神的光，在祂

的光中我们才能见光，冲破一种自欺的情形。我们需要爱真理、看见神的荣耀，那是蒙

拯救，脱离着迷的路。有一首诗歌说，（除去我的遮蔽，使我得见亮光！任何不再受欺，

一切认识真像。主阿，愿你这真光，你这生命之光，现在就肯来照亮，使我一切明朗。） 

5 从着迷，自欺，蒙拯救的路，乃是活在光中，好使我们能看见神所看见的─赛五十

10～11，诗三六 9，约壹一 5，7，9，西一 12。 

二 医治的基督乃是神的使者，也是从神而来活的信息，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

的碱，要炼净并洁净神百姓中堕落的余民─玛三 1～3，启一 20～二 1，摩三 7，参路二

26，来十一 7。 

在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来，都是作为使者。第一次的先锋是约翰，第二次是伊莱贾。

祂将活的话带给我们，并将祂自己，就是这个信息，这话，从神而来活的信息医治我们。

医治并洁净我们。当他第一次来，祭司是何等不公义。那里有活的信息，就是基督的记

载，让我们接受这活的信息，得着医治。当主第一次来时，人弃绝祂的医治，但有人接

受了。 



三 医治的基督乃是立约的使者─玛三 1： 

1 基督这立约的使者必忽然来到，要在以色列人身上执行祂借着死所立的约─太二六

28。 

2 基督第一次来临，是作使者、服事者（参来一 14）而来，服事神以成立新约。（可

十 45。）─引用经文 

3 当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设立祂的筵席时，祂立了新约；（路二二 20；）在这约里，

神有义务赦免我们的罪，并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作我们的生命、生命的律和一切，

好作我们里面的内容，使我们能活祂。（耶三一 31～34，来八 8～12。）─引用经文 

这约有法理一面，也有生机一面，因着主是约，祂有义务赦免我们，不要乞求，要宣告、

取用祂的赦免。要放胆祷告，赐我生命，做我里面的内容。这就是新约的一部份，祂立

了这约。实时两千年前这事已经发生，但犹太人没有从这工作中得着益处，反而这益处

主要临到外邦人。但主忽然来时，就要在以色列人身上执行这约。在所有悔改并相信的

犹太人身上执行这约。这样他们就要成为新约的受益者。 

4 基督作为立约的使者，在复活中执行新约，作新约的保证，（七 22，）借着保证我

们的罪已得赦免，并借着将立约之三一神的丰富分赐到我们里面，就使这约对我们成为

实际─1节，该二 7。 

你必须记得，你在享受新约一切的祝福和益处，并不是我们自己，这全是因着基督在祂

的血里立了新约。祂写下、执行，并保证这约。我们可以说，祂就是这约。我们得到的

是新约，有法理一面，也有新约一面，为着建造父的家。现在，甚至这对我们成了遗赠，

不仅是遗嘱，更是遗赠。许多人没有看见新约，而受了许多属灵的苦，但犹太人却弃绝

了祂。 

四 医治的基督乃是万国所羡慕的─玛三 1，该二 7。 

他们不知道，万国所羡慕的就是基督。我们是否是这样呢？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告诉主，

你是我所羡慕的。 

五 医治的基督乃是公义的日头─玛四 2，三 1～3： 

1 『日头』这辞指明生命，『公义』这辞指明公平；全地都充满死亡和不公，但有了

医治的基督，就有生命和公平─参林后五 4，来六 10。 

首先，祂是义，我们然后就得着生命。义是范围，生命是享受。公义的日头，医治一切

死亡和不义。驱除黑暗，涂抹我们的不义。今天全世界都病了，我看新闻，我觉得恶心，

甚至想吐，因为太糟糕了，死亡、不义、不法、黑暗，全地都需要医治。但是，惟有基

督来时，只有我们认识祂是救赎主，祂要来医治我们。我们乃是秘密地、天天地得着医

治。你是否灵里病了，魂里病了？我们需要公义的日头，需要翅膀医治我们。不仅内在

的，并且外在的医治我们。 

2 基督第一次来临，是黑暗时代的旭日；基督第二次来临，要回来在祂的国里作公义

的日头─路一 78，玛四 2，参太十七 1～8。 

那个医治要比基督第一次来临时更大。 

3 基督作为公义的日头，其翅膀有医治之能，在生命里医治我们─玛四 2，约一 4～5，

八 12。 

祂是生命之光，也是我们的光。这光带进我们里面的生命，照亮我们就是赐我们生命。

我们乃是借着更多得着神圣的生命，在生命里长大，就是得着医治。这约就是生命的约，

神作我们一切的约，使我们与神成为一，使生命成为我们的。使我们成为光的儿女，成

为像祂一样，但没有神的神格。神将我们用永远的生命重新构成，惟有藉此，我们才能

被建造成为相互的住处。长大、变化、更新、圣别、模成、整个基督生机的拯救都是医



治。我们借着怜悯，而在过程中，但愿我们不要出来，借着变化医治我的魂，借着加强

我医治我的灵，甚至借着赐生命来医治我的身体。直到我们三一神分赐到三部分人里面。 

4 得医治就是得拯救，得以完全；基督要医治我们，但我们必须给祂自由，让祂用祂

的翅膀在我们上面、在我们周围、通过我们、并在我们里面飞翔─玛四 2，箴四 18： 

祂豫备好要飞翔，我们需要给主自由，给主空间，让祂到每一个角落来医治。这需要我

们来配合： 

a 我们必须看见神对我们的大爱，并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玛一 1～2，弗一 4～5，林

后五 14，犹 19～21，帖后三 5。 

圣徒经过困难、环境、受苦时，我的确对他们有这样的话，就是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

是生、是死、 剑、环境，没有一样能够使你的心咒诅，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要保守

你就得以完全。 

b 我们必须留意我们的灵，操练我们的灵，不叫那灵忧愁或销灭那灵─玛二 15～16，

弗四 30，帖前五 19，罗八 6。 

耶和华对他们说到夫妻的事情，说到诡诈丈夫对待妻子。这段话很有意义，这里两段说

到要留意你的灵，兴起一个家庭需要留意，不要到网络上买这类的书，说到美妙婚姻，

如何经营家庭，不，你要留意你的灵。那些帮助自己的书，会让你着迷，以为你知道要

作什么，神在我们的生活中非常真实，要留意你的灵。 

全本圣经说到我们的灵，医治的源头乃是从中心（灵）到圆周，要操练灵，不要消灭那

灵，不要让圣灵忧愁。妻子是得着属神的后裔，说到召会长大的孩子，你要怎样培养，

要留意你的灵。 

c 我们必须尊重并敬畏神，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为着顾到召会的需要、

推广福 

音、供给主的仆人、并供应需要的圣徒─玛三 7～12，申十四 22～23，腓一 5，四 15～

16，约三 5～8，罗十二 13： 

一 关于当纳的十分之一这话，虽是在旧约对以色列人说的，按原则说，也适用于新约

的信徒─玛三 10，参来七 1～3，太二三 23。 

二 我们若在顾到金钱和财物的事上，能忠信的为着神的行政而活，主的恢复就不会有

任何财务的缺乏─尼十三 10～14，路六 38，徒二十 35，太六 1～4。 

耶和华对他们说，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玛三 10（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

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

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耶和华三番四次说到他们夺取神之物。抢夺有如人偷取，什

么是夺取神之物，夺取神呢？就是，不把该给神的神。在旧约立了原则，所有人都要把

十分之一，上好的十分之一，都要给耶和华作为祭物献祭。神的家、神，是饥饿的，神

需要食物，食物从哪里来？必须从子民而来。当我们没有把食物带到神的家中，就是夺

取神之物。因此就没有祝福。正常情形下，我们都该给耶和华十分之一，使神有粮。 

我还记得，在为着在职圣徒的信息中，李弟兄有一个纲要写着一个原则，就是要确定你

没有欠神任何东西。特别是在职圣徒，你必须过召会生活，不要夺取、抢夺神之物。给

祂当给的。就是我们的全人、一生、未来，没有百分之百给主，就是抢夺祂。我们孩子、

事业、职业、工作、体力都是主的，需要至少十分之一给祂。我怕今天在众召会中，财

物奉献这件事情达不到旧约奉献的标准。当你这样实行，主就会恩待我们，我们需要很

多同工，很多会所需要盖造，需要分送圣经，不该是少部分人担负这样的责任，不要夺

取神之物，反而要将食物送进仓库。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在财物的事上，主的恢复不



会有任何缺乏，但我怕，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心的问题。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

在哪里。愿主拯救我们，脱离这件事情。 

5 得胜者为基督这日头所重新构成，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光如同太阳─十三 43，士

五 31。 

这里说，愿爱主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列列。当主再来，我祷告，不仅祂要做日头前来，

我们也要作为太阳遇见主。这个太阳已经被我们构成到我们这些众太阳的里面，这就是

祂所作医治的工作，奥秘地，却真实的做到我们身上。 后请唱诗歌 74首第三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