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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基督的再臨  
 

“若不是萬軍之耶和華給我們稍留餘種…” (賽1:9) 
 
 

第一個聚會 : 醫生- 為要醫治我們   
I. 我們的光景- 有罪生病和死亡 (賽1:5) 

A. 驕傲又背逆 - 沒有主觀認識我們的王 (賽1:3, 20; 箴6:16-
19) 

A.1. 眼瞎耳聾 (賽6:9; 太13:14-17) 

A.2. 嘴唇不潔淨 (賽6:5; 詩120:2; 太 15:11) 

A.3. 無可救藥邪惡的心 (太12:34-37; 15:18-20; 耶17:9-

10; 來 3:15) 

A.4. 愛世界 (約壹2:15-17) 

A.5. 如同癌症, 毒瘡蔓延 (提後2:17-18) 

A.6. 無能順服及選擇生命 (賽1:5; 羅7:23-24) 

A.7. 不能進入神的國 (加5:19-21; 林前6:9-10) 

B. 結果就是分裂敗壞和死亡 (賽1:20; 詩120:6) 

II. 基督是我們的醫生來醫治我們  (賽1:6; 53:5; 彼前2:24; 太 
4:23-24; 9:12) 

A. 銅蛇醫治我們  (民21:8-9; 約3:14-15) 

A.1. 神的羔羊除去 我們的罪 和毒素 (約1:29) 

A.2. 釘死舊人 (羅6:6; 加2:20; 5:24) 

A.3. 在復活裏創造新人 (弗2:14-16) 

B. 實際取用基督作我們的良藥 (賽53:5) 

B.1. 藉著基督經過道成肉身, 釘十架, 

復活和升天的生命 來醫治我們的內心, 

帶進魂的變化 ( 可8:23-25; 5:24-34; 路8:43-48; 約5:1-
14; 11:25, 38-44) 

B.1.a. 享受並有份於神為我們預備的一切節期  

(林前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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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預備基督成為我們的各種祭物獻給父  

(來10:14)在健康的教訓上得著餵養  (提前4:6; 

提後3:16-17; 雅1:21; 1 彼2:1-3; 賽1:6; 啟22:2) 

B.3. 住在恩膏裡 (約壹2:20, 22; 約14:26) 
 
 

第二個聚會 : 神對祂不忠心子民的審判 

I. 認識在耶和華的大日子, 神審判的可畏 (賽2:10, 19, 21) 

A. 所有的信徒都要在基督審判台前顯露出來 (林後5:10-11) 

B. 所有的信徒都必須在神面前交帳 (羅14:10-12) 

II. 神子民的光景帶進神的審判和憤怒 (彼前 4:17) 

A. 耶和華取走一切生命所仰賴的所依靠的 (賽3:1) 

B. 除掉領導者而以孩童嬰孩婦女來取代 (賽3:2-5, 12-15) 

C. 神的子民被擄走 (賽5:13) 

D. 耶和華高舉並激動他的仇敵 (賽9:11-12) 

E. 耶和華剪除長老尊貴人和先知 (賽9:13-17) 

F. 因萬軍之耶和華的烈怒, 地都燒遍; 無人憐愛弟兄 

(賽9:18-21) 
 

III. 神懇求祂的子民 (賽1:16-20, 2:5, 3:13) 

A. 現在就來到他面前願意順服行走在祂光中  

B. 悔改 (啟2:5, 22, 3:3, 18-19) 

IV. 敬畏耶和華 (賽8:13, 57:11) 

A. 聖靈向我們說話時不要硬著心 (來3:8) 

B. 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 (腓2:12) 

V. 要結出果子與悔改的心相稱  (太3:8; 路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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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聚會 : 以賽亞書中啟示的基督 

I. 由神的名字來認識祂 (賽9:6) 

II. 奇妙 

A.1. 神成為人–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 (申31:8; 

賽7:14; 來2:9-10; 腓2:5-7) 

A.2. 祂要將國度賜給我們 (詩2:8; 但7:18; 路12:32; 

啟2:26-27) 

A.3. 國度工作一切所需神會供應 (創22:14; 太 6:33; 

羅8:28, 32; 林前2:9; 約壹5:14) 

B. 策士  

B.1. 我們自己夠不上 (賽 53:6; 彼前2:25) 

B.2. 學習來問祂 (腓4:6-7; 西2:3) 

B.3. 祂幫助我們進國度 (來2:16) 

B.4.  在我們生活中的各面經歷祂, 因為祂是個人 (來 
2:14-18; 4:15) 

C. 全能的神/萬主之主/萬王之王  

C.1. 藉著祂全能的話創造一切 因為這他的國度他  

(約1:3; 來1:3) 

C.2. 勝過祂所有的仇敵 (啟17:14) 

C.3. 神若幫助我們, 誰能抵擋我們呢? (羅8:31) 

C.4. 在神凡事都能 (太19:26) 

C.5. 祂為祂的國度打每一場戰爭 (申31:3-6; 

代下20:15; 書10:8-14) 

D.  永在的父   

D.1. 愛我們照顧我們的父 (太6:26-33; 約壹3:16-17; 雅 
1:17) 

D.2. 父管教我們否則我們就是私子 (來12:5-11, 25-28) 

D.3. 和父有一個親密, 愛的關係 (路15) 

D.4. 我們若愛父, 就會遵守祂的話行祂的旨意 

(約14:15, 21) 

E. 和平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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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君王坐在至大者寶座右邊 (來8:1) 

E.2.有公義才有和平 (詩85:10; 羅14:7; 來7:1-2) 

E.3.基督是我們的和平, 使我們與神完全和好 (弗2:14) 

E.4.經歷基督做為我們獻給父的和平祭 (腓4:6-7; 來 4:10) 

III. 耶和華的靈住在我們身上 (賽 11:2) 

A. 智慧和聰明的靈  

A.1. 由上頭來的智慧 (弗1:17;  彼後1:20-21; 雅1:5) 

A.2. 心思更新明白神的旨意 (箴3:5-6; 羅12:2; 弗5:15-
17) 

A.3. 使我們不被引離正路 (弗4:14; 2 彼3:16-17) 

B. 謀略和能力的靈 

B.1. 是我們的策士和永在的父, 只有祂預知未來   

B.2. 能力-  有能力來行神的旨意 (羅8:11, 31-32; 

腓2:13; 彼後1:3-4) 

C. 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  

C.1. 經歷神使我們成熟 (來8:10; 弗4:13-14) 

C.2. 敬畏神我們就不會自大 (林前8:1) 

C.3.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和智慧的開端 (箴1:7, 9:10) 

C.4. 用虔誠敬畏的心來事奉 (賽11:3; 林前2:3; 

來12:28-29) 

IV. 目標– 帶進他的國度來到這地上   

A. 祂在我們裡面更多掌權 (賽9:7; 路17:20-21) 

B. 用公義和和平來管理  (賽11:3-5) 
 
 

第四個聚會 :  教會 – 我們所愛者的葡萄園   
I. 今天教會生活是神的葡萄園-  論到生命和結果子的方面  

(賽5:1-7; 約15:1-8; 太13) 

II. 神把祂最好的投資在祂的葡萄園裡 (賽 5:1-4; 約15:1, 5) 

III.  祂指望葡萄園結好果子使祂得榮耀 (賽5:1, 7; 太13:23; 

約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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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很不幸地, 祂的葡萄園沒有結出好果子 (賽 5:4; 約15:2) 

A. 土地 - 我們心的狀況是很重要的 (太 13:13-15, 18-23) 

B. 一座高樓 - 我們不夠警醒,容讓狼和狐狸進來 (賽5:2; 

太7:15; 徒 20:29) 

C. 壓酒的池子 - 壓榨葡萄的過程 (賽5:2) 

V. 神拆毁葡萄園 (賽5:5, 6; 約15:6; 太21:40, 41) 
 
 

第五個聚會 : 教會- 錫安神的國度  
I. 天國的特質 -   錫安, 永生神的城邑 (來12:22-23) 

A. 本質是屬天的 - 不是屬地的, 不是人手所造的 (來9:11)  

B. 神的寶座 (詩2:6) 

C. 神的居所 (詩9:11; 132:13) 

D. 大君王的城, 華美為全地所喜悅 (詩48:2) 

E. 全然美麗 ( 詩50:2) 

F. 滿了公義和平和耶和華的榮耀; 是榮耀的冠冕 (賽33:5; 
62:1-4) 

G. 我們在其中有分 - 是我們的產業和獎賞 (但7:18, 22; 

提後4:7-8) 

II. 國度的彰顯  

A. 今天的彰顯 - 教會 (來12:22-23; 太 16:18-19) 

B. 來世的彰顯 - 千年國度 (啟19:15-16; 但2:44-45; 7:13-14; 

賽11) 

C. 永世的彰顯 - 新耶路撒冷 (啟21, 22) 

III. 進入神國度的資格及失去它的危險  

A. 在生命裏成長成熟, 忠心 (彼後1:5-11; 太25:21) 

B. 忍耐 (提後2:12; 來 12:1-2) 

C. 不要趕不上 (來 4:1-3; 太 25) 

D. 國度是屬天的所以肉體不能看見也不能進入 (約3:5; 

加5:21) 

E. 不要放棄 (來12: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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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悖逆帶進被虜 (賽1:18-20; 6:8-13; 63:8-10; 耶6:11-13; 
9:13-16; 32:21-24) 

G. 我們有一位大祭司 (來4:14-16) 
 
 

第六個聚會 : 餘數- 得勝者   
I. 非常小的餘數 (賽1:9; 6:13; 10:20-23; 11:11-12, 16) 

A. 挪亞和羅得的日子 (創7:7; 來11:7; 彼前3:18-21; 可 

17:26-27; 創19:12-26; 路17:28-32) 

B. 加勒和約書亞的例子 (民26:64-65; 來3:7-19; 4:7) 

C. 基甸和他的300人 (士7:1-8) 

D. 只有是42,360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聖殿 (拉2:64; 尼7:66) 

E. 主在地的職事最後只得著120人 (徒 1:15) 

F. 在耶路撒冷的教會 (徒 21:20-21) 

G. 初期教會光景的沒落 (提後1:15) 

H. 得勝者 (啟2:7, 17, 26; 3:5, 12, 21) 

I. 啟示錄十二章裏的男孩子 (啟12:5, 11) 

J. 啟示錄十四章裏初熟的果子 (啟14:4-5) 

K. 啟示錄十五章裡的殉道者 (啟15:2-4; 20:4) 

II. 窄路引到永生 (太 7:13-14; 路13:24) 

A. 不是每一個說, “主啊, 主啊...”的人都能進到天國 (太 
7:21-27)   

B. 取去一個, 撇下一個 (太 24:40-42; 路17:34-36) 

C. 十個童女的比喻 (太 25:1-13) 

D. 按才幹受託的比喻 (太 25:14-29) 
 
 

第七個聚會 : 從救恩的泉源歡然取水   
I. 被主贖回的(餘數) 回歸唱新歌 (賽12:2; 51:11; 詩126:1) 

II. 從救恩的泉源歡然取水 (賽12:3; 51:11; 詩126:2, 5) 

III. 稱謝耶和華, 求告他的名 (賽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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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萬民中傳揚他的作為 (賽12:4) 

V. 祂的名已被尊崇 (賽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