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时代计划图解

主题大纲
各个不同的时代；收割时期；实际的身份与被认为的身份；我们主耶稣的行进方针；他的信徒的行进方针；挂名教
会的三个类别；当收割的时候分别出来；被油膏教会的荣耀；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人；稗子被焚烧；世界蒙福；荣耀
的结果。

本章节下一页附有一张图表，介绍上帝拯救世界的计划。借着这张图表，我们试图经由眼见来帮
助读者们的思路，以理解上帝的计划逐渐展开的某些特征，以及一些循序渐进的步骤，也就是那些蒙天
召被拣选的所有圣徒们，他们从人类的特性向神圣的特性永远获得完全“转变＂的必经过程。

首先，我们来介绍上帝三个伟大的安排。第一个安排 A，从人的创造到大洪水；第二个安排 B，
从大洪水到基督第二次到来时千禧年统治的开始；第三个安排 C，或者称之为“日期满足之时的安
排＂，从基督对“后来的世代＂的统治开始。（参看《以弗所书》1:10; 2:7）这三个伟大的安排经常在
《圣经》中提到：A 被称之为“当时的世界＂；B 被我们主耶稣称为“这个世界＂，保罗称其为“这罪
恶的世代＂，彼得称其为“现在的世界＂；与现在的邪恶世界对照，C 被称之为“后来的世代，有义居
在其中＂。现在邪恶统治世界，正义者受苦，然而在后来的世代里，这个次序是要颠倒过来的：正义者
将统治一切，作恶者将受苦，最终所有的罪恶将被消灭。
在这三个伟大安排中的每一个时期或者“世代＂，上帝对于人类的计划都有一个清晰和不同的要
点；并且每个时期都仅是这整个伟大计划中的一部分，然而人们只顾及到单独的每个部分，那是不能显
示这整个计划的深奥，但是当整个的计划完成时，将会显示出上帝的智能来。由于第一个“世界＂
（“天和地＂或者万物的安排）在大洪水时期消失，随后而来的时代一定是与“这罪恶的世代＂的安排
不同，我们的主说“这罪恶的世代＂，撒旦是它的王；虽然当前罪恶世代的这个王在大洪水之前，并非
没有影响，但是他并不是那时世界的王。有几段经文可以阐明上帝在那个时期的作为，因此我们能够清
楚地看到他的计划是一个整体。这些经文提出的观念认为，大洪水前的第一个“世界＂或者安排，是在
天使的监督和特别辅助之下，他们被准许尽其所能地来帮助人类，使堕落和退化的人类能复元。无疑
地，由于上帝的允许，他们热切渴望这种尝试；因为他们的兴趣在为创造的大功歌唱和欢呼的喜悦中显
现出来（参看《乔布记》38:7）。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天使被允许作第一个时期的管理者，这一点不仅
在所有关于这个时期的文献中指明，而且可以从使徒对当前、过去和将来的安排进行对照的评论中做出
合理的推断，他说（《希伯来书》2:5）：“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上帝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
将来的那个世界将要在主耶稣和他的共同继承者的统治之下，而不是天使；因此与“这罪恶的世
代＂的管理相比，后来的世代管理不仅将更为正义，也比“天使辅佐＂之下的第一个世界或安排更为成
功；人类的邪恶变得如此地严重，致使上帝在他的愤怒和正义愤慨中用大洪水毁灭了那时活着的整个人
类，只有八个人得以存活。这个事实显示，天使在感化人类方面是无能为力的。参看《创世记》7:13。
在“这罪恶的世代＂中，上帝容许人类尝试管理自己；但是因为堕落，他们受到“这个世界的
王＂撒旦的控制，人类从大洪水到当前的时代，长期以来在自我管理和对抗魔鬼的阴谋诡计方面都是徒

劳无功。人类在撒旦控制下的这种努力尝试的统治，将要在世人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大灾难时刻中结束。
从而将会证实，不仅天使的力量不能拯救人类，而且人类凭自己的力量也无法达到圆满的状况。
第二个伟大安排， B ，是由三个不同的时代组成，每个时代都按照上帝的计划以循序渐进的步
骤，逐步向前发展。
在时代 D 期间，上帝的特殊作为都与亚伯拉罕、艾萨克和雅各布这些族长有关。
时代 E 是犹太时代，或者称之为雅各布死后的时期，这一期间，他所有的子孙都被上帝交付特殊
使命的重任，所以被称为“他的子民＂。他对这些人显示了特别的恩惠，宣布说：“在地上万族中，我
只认识（以恩惠认可）你们。＂（《阿摩司书》3:2）这些人成为一个民族，是基督教会的预表，是
“圣洁的国度、特殊的子民＂。对他们的应许象征着对我们“更美的应许＂。他们穿过旷野到达应许之
地的跋涉，就象征着我们穿过罪的旷野到达天上迦南之地的旅程。他们的献祭是象征性地、而不是真正
地证明他们无罪；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不能除罪。（参看《希伯来书》10:4）但是在福音时代 F
中，我们有“更美的祭物＂，这的确能为整个世界的罪带来救赎。我们有“君尊的祭司＂，由所有通过
耶稣基督把自己献给上帝当作圣洁和可悦纳的“活祭＂的人组成，耶稣基督就是首领或者“我们所认为
的大祭司＂。（《希伯来书》3:1）在福音时代，我们发现了本物的真像，这些事情在犹太时代及其仪
式和律法中都只是一些影儿。参看《希伯来书》10:1。
在福音时代 F 期间，基督的身体（教会）从这个世界被蒙召出来，他们因信心而认识出生命的冠
冕，以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因顺服蒙召和蒙召的要求），使他们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参看《彼
得后书》1:4）上帝仍然容许邪恶统治或管理这个世界，目的在于使这些蒙召的人能因接触到邪恶而经
受考验，看他们是否愿意放弃人类的特征，以及特权和祝福，成为活祭，以符合与耶稣的死一致，使他
们在复活时能被视为与他的形像相称。参看《诗篇》17:15。
第三个伟大安排 C 将由多个时代组成，即“后来的多个世代＂。其中第一个为千禧年时代 G，是
我们唯一对此有明确信息的时代。正是在千禧年期间，基督将统治并赐福给予世上的万族，完成“借着
圣先知的口所说的万物复兴＂。（参看《使徒行传》3:19-21）在那个时代中，罪恶与死亡将被永远抹
去，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上帝把一切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了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
即亚当所犯的过错而被定的死罪。（参看《哥林多前书》15:25, 26）那将会是伟大的重建时期。在千禧
年的统治中与基督耶稣联合的将是教会，他的新妇，他的身体，正如他所应许的那样：“得胜的，我要
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了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启示录》3:21。
伟大重建时期之后的时代，即“后来的世代＂ H ，将是完美、蒙福和幸福的时代，关于这一时期
的工作，《圣经》没有记载。如此遥远的时间，只要知道那将是上帝恩惠下，荣耀和赐福的时代就足够
了。
上述每个时代的安排，其事工的开始和发展都有它的明晰时期，且每个时期的结束也都明白地显
示其收获的成果。在犹太时代结束的最后四十年是为收割时期，从公元 29 年耶稣的事工开始，那时他
通过圣灵接受了上帝的油膏礼，（参看《使徒行传》10:37, 38），直到公元 70 年耶路撒冷被毁。在这
个收割期中，犹太时代结束，而福音时代开始。如图中所示，这些安排有所重迭。
在犹太时代的终结期，在耶稣三年半事工的最后时刻，那时，主拒绝了犹太民族，说：“看哪，
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留给你们。＂（《马太福音》23:38）这之后的三年半时间，仍有恩惠显示给他
们，局限于得到福音召唤的人们，这与先知所宣称（参看《但以理书》9:24-27）的“七十个七＂（年

的）赐给他们的恩惠是一致的，在这一期间的最后一个七年中间，弥赛亚会被剪除（死亡），但不是为
了他自己。“基督［不是为他自己，而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因此缘由，献祭和供奉之事停止了，时
间为那个七年中间，即是赐给犹太人恩惠的七十个盟约周满期之前三年半的时候。当真正的祭品献出，
象征性的献祭当然不再被耶和华承认。
然后我们就有了对犹太时代的更全面的见解，这一时期在第七十周的最后时刻结束，或者说在耶
稣受难的十字架事件三年半后，福音从哥尼流开始也传向外邦人。（参看《使徒行传》10:45）至此福
音的传播结束了犹太人的时代，上帝的恩惠对犹太教会的眷顾和重视也就结束了。在随后的大患难时
期，他们的民族已不复存在了。
福音时代是从犹太时代的收割期就已经开始了。这个时代的计划是“上帝所立的基督＂的呼召、
发展和试炼，即头和身体（元首和教会）的关系。这是圣灵的安排；因此可以恰当地说，福音时代是从
耶稣受洗时被上帝“以圣灵和能力＂膏抹时开始的 （参看《使徒行传》10:38；《路加福音》3:22; 4:1,
18）。关于教会，即他的身体，三年半后才开始发展。
在福音时代的结束时期也有“收割期＂，这个时期也有两个时代的重迭，即福音时代的结束和复
兴与千禧年时代的开始。福音时代的结束也是以循序渐进的步骤分阶进行，就像犹太时代的模式或“影
子＂所显示的那样。如同在收割期的第一个七年是专门对以色列的事工有特别的意义，也是恩惠的年
代，我们也在这里找到了发生在福音教会身上类似的七年，接着是艰难时期（“火灾＂）降临到这世界
(这也是类似犹太时代的大患难时期的再次发生)，作为对邪恶的惩罚，也作为将要到来的公义统治的准
备。
通往荣耀的道路
K 、 L 、 M 、 N 、 P 、 R 分别代表不同的层面。 N 是完美人类特征的层面。亚当犯罪前位于这
一层面；但是从他违背上帝的那一刻开始，他降到堕落和有罪的层面 R，他的所有子孙都在这个层面上
出生。这个层面就相当于是走向通往毁灭的“宽路＂。 P 代表象征性称义的层面，认为通过律法的献祭
可以称义。但这并不是真正的完美，因为“律法原来一无所成＂。《希伯来书》7:19。
N 不仅代表人类完美的层面，如同亚当曾经拥有的那样，是个完美的人，还代表所有称义之人的
身份。“依据《圣经》所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了。＂结果，所有相信基督的人，即所有接受基督的完
美和接受他完成所做的事工、且接受他作为他们的救赎者的人，都会因信而被上帝称义，如同完美的
人，仿佛从来不是罪人。因而在上帝面前，所有接受基督为他们的救赎者的人，都被认为是处在人类完
美的层面 N 上。这是人类可以接近上帝的唯一层面，或者说可以与他交流。上帝称所有位于这个层面上
的人为儿子，即人类的儿子(如亚当)。因此，亚当是一个儿子（参看《路加福音》3:38），在他变得不
顺从之前和上帝有过交流。所有接受我们主耶稣完成所做的救赎事工的人，都被算作或者被视为恢复到
最初的纯洁；因而，他们能够与上帝有交谊或者说与上帝有交流。
在福音时代，上帝对称义的人们提供了特别的恩典，告诉他们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可能会经历
一次属性特征的变化，与基督，即他们的救赎者同样，了结这世上、人类生命的属性特征，成为神圣、
灵性的生命。有些被称义的信徒们，由于相信他们的罪已被赦免而带来的欢乐与和平，使他们感到满
足，以致于没有留意到呼召他们登上更高层次的声音。另外的一些人，却因他们从罪中被救赎出来而受
上帝所显示出的爱感动，且感到他们不再是属于自己，而是被赎金买回的，说道：“主啊，你要我做什
么？＂这些人通过保罗得到主的答复，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

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罗马书》12:1）使徒主张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是什么意

思呢？他指的是，我们要把自己拥有的一切力量和才智都奉献到上帝的事工中去，从今以后，我们不再
为自己而活，也不为朋友、不为家庭、不为世界、不为任何其他人而活，只为救主耶稣而活，他用自己
的宝血赎买了我们，因此我们要顺从地事奉上帝的事工。
但是，由于上帝不会接受有瑕疵或者不完美的象征性献祭，也由于我们众人都因亚当成为罪人，
我们会成为可悦纳的祭品吗？保罗表明，只要我们是圣洁的，就是可悦纳的祭品。我们不像耶稣那样圣
洁，因为我们是被定罪的人类，而他是没有罪的；我们蒙悦纳也不是由于我们已经完全成功地达到了品
行的完美，我们的蒙召是因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被看作是完美，而不是已经达到完美；只因我们有这宝
贝放在（易碎和漏的）瓦器里，使我们最终完美的荣耀都会归于上帝的恩惠，而不是我们自己的能力。
但是我们的圣洁，以及我们能作为被上帝所悦纳的祭品，都来自一个事实：我们因信基督替我们牺牲的
缘故，上帝便使我们从所有的罪恶中得到赦免。
凡是理解并顺从上述蒙召的人，都欣喜地认为值得为基督的名来忍受责备，他们不是顾念所见
的，乃是顾念所不见的，即顾念“生命的冠冕＂，要得“在基督耶稣里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以及
“将来要显予我们的荣耀＂。这些人从献给上帝的那一刻开始，在上帝的眼里就不再被看作是人类的儿
女，而是通过真理的话语从上帝所生——成为灵性的儿女。他们现在比初信之时更接近奖赏。但是他们
的属灵生命仍不完美：他们才刚刚孕育，还尚未从圣灵而生。他们是胚胎中的灵性之子，位于层面 M—
—属灵孕育的层面。因为从灵而生，他们便不再被上帝视为是人性之子，而是灵性之子了；因为一旦被
称义，他们就已经放弃了自己曾经具有的人类特性，或者被视为已经死去，成了上帝所合意并悦纳的圣
洁活祭。在基督里，他们现在成了新造的人：旧事（人类的希望、意志和雄心）已过，一切都变成新的
了；因为“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里，你们就不属肉体，乃属圣灵了。＂（参看《哥林多后书》5:17;
《罗马书》8:9）如果你们已经从灵而生，“你们（作为人类）已经死了，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
上帝里面。＂
层面 L 代表完美的属灵的生命；但是到达层面 L 之前，我们必须实行立约的条件。我们和上帝立
约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所有人类的欲望事物都要舍弃，进一步就是要在我们现世的生涯中履行盟
约，就是让“身体处于控制之下＂（视肉体已死亡），也就是不顾我们自己的意志，只按主的意志行
事。层面 L 的入口被称为出生，或是完全进入灵性的生命。在“收割＂期或者福音时代结束的时候，当
整个教会从世界中被选出（拣选）的时候，将进入这个层面。“那在基督里死了的人必先复活。＂然
后，我们活着并继续存在的人，将被立刻改变——使身体成为完美的属灵生命, 就像基督荣耀的形体一
样（因为“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不朽坏的。（变成原文作穿）＂）。随后，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
的（我们当前受制于肉体欲望的各种干扰阻碍）必都归于无有了。
但是还要更进一步，才能被带入属灵生命的完美，也就是说，进入“随后必将到来的荣耀＂，即
层面 K。我们这里指的不是人的荣耀，而是关于大能或者职权的荣耀。达到层面 L，带给的是个人完全
的荣耀，也就是基督那样的荣耀生命。除了我们是如此地完美、变得完全像我们的主和头（元首）之
后，我们“荣耀＂的大能和职权还要与他联结，和他一起坐在他的宝座上，就像他复活之后的完美一
样，被提升到至高者上帝的右边。至此我们将进入永远的荣耀，即层面 K。
现在让我们来仔细研究前面讨论过的图表，请注意上帝计划中各种特征的图解说明。因为金字塔
图形的适切性，也因为《圣经》中明确地提到它，所以我们在这些说明中用它来代表完美。

亚当曾是一个完美的生命，见金字塔 a 。请注意它的位置 — 位于层面 N，这个层面代表人类的完
美。在罪恶与不完美的层面，或者堕落邪恶的层面 R 上，无顶的金字塔 b 是一个不完美的图形，代表堕
落的亚当及其后裔 —— 他们堕落、罪孽深重、被定罪。
后来时代的亚伯拉罕与其他人因信称义，同上帝建立了友好关系，由层面 N 上的金字塔 (c) 表
示。亚伯拉罕是堕落的人类家庭中的一员，就其本性而言属于层面 R 中的其他部分；但是保罗告诉我
们，亚伯拉罕因信称义；也就是说，他因信而被上帝看作是一个无罪和完美的人。这样，依照上帝的评
价，把他升到层面 N，高于堕落、在有罪的人类世界之上；尽管实际上他仍不完美，但却得到亚当所失
去的恩惠，也就是说，能够与上帝如同“朋友＂般的交流。（参看《雅各布书》2:23）所有处在完美
（无罪）层面 N 上的人都是上帝的朋友，亚伯拉罕是这些朋友中的一个；但是罪人（在层面 R 上）对
上帝怀有敌意，他们是“作恶的敌人。＂
大洪水后的人类世界由图形 d 代表，仍然位于层面 R ——仍有敌意，人类将在这个层面上一直持
续到福音教会被拣选和千禧年时代的开始。
“属肉体的以色列人”，在犹太时代中以 公牛和山羊作为象征性的祭物来洗净他们的罪（不是真正
地，而是象征性地，因为“律法原来一无所成。＂《希伯来书》7:19），他们得到的是象征性称义，因
此他们位于层面 P 上面的(e)，即象征性称义的层面，这个层面从西奈山颁布律法开始，直到耶稣终止
律法，把律法钉到他的十字架上。这种象征性的称义，被比犹太制度的方式“更美的祭物＂所废除了，
那“更美的祭物＂确实能“除去（或作背负）世人的罪孽＂，而且“叫那近前来的人[真正地]得以完
全。＂《希伯来书》10:1。
图形 f 说明的是：当耶稣出现时，属肉体的以色列人经受了考验与苦难之火，耶稣筛选了他们，
把麦子，即“真正的以色列人＂从他们挂名的教会中带出来，特别是在麦子被分离出来之后，他“把糠
［那个体系中的垃圾部分］用不灭的火烧尽了。＂那是一个艰难的时代，他们无力避免。参看《路加福
音》3:17, 21, 22; 《帖撒罗尼迦前书》2:16。
耶稣三十岁时是一位完美、成熟的人 (g) ，他舍弃了先前所拥有天堂的荣耀，成为一个人，就是
为了（因为上帝的恩典）众人尝了死味。上帝的律法绝对是公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抵命。一
个完美的人为人类而死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其他方式能够满足公义的要求。一个天使的死是不能支付赎
价并赦免人类的罪，就如“公牛和山羊的死永不能除罪＂一样。因此，耶稣被称为“在上帝创造万物之
上为元首的＂，他成为一个人，“成了肉身＂，使他可以支付能够拯救人类的赎金（相等的价格）。首
先他必须是一个完美的人，否则他就不可能比任何堕落人类中的一员更能做为支付的赎金。他是“圣
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他成了和罪人一样的形态或外表，“成为罪身的形状＂，即人的样
式。但他是成了人类完美的样式：他既没有人的罪，也没有人的缺陷，除非他在事工中自愿分担有些人
的悲哀和痛苦，担当他们的痛苦和软弱，把他自己的活力、健康和力量赋予他们。经上说：“他诚然担

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以赛亚书》53:4），而且“有能力［生命、活力、精力］从他身
上发出来，医好了他们。＂《马可福音》5:30；《路加福音》6:19；《马太福音》8:16, 17。
既有（完美的）人的样子，他谦卑自己，全心顺服，直到死亡。他把自己呈献给上帝，说：“上
帝啊，我来了（经上那卷书中是以耶稣的口吻说这番话的）为要照你的旨意行＂——他通过水中的洗礼
作为这一奉献的象征。当他这样呈现自己，把他的生命分别为圣，他的献祭就是圣洁的（纯洁）并为上
帝所悦纳；当圣灵降临到他身上油膏他的时候，上帝用圣灵和大能充满他，显示了对他的悦纳。

圣灵的充满孕育了新的特征，即神圣的特征，当他全部完成了人性的牺牲这种献祭时，神性便会
完全成长或者诞生。这种孕育是从人类状态向神性的提升，用位于层面 M 上的金字塔 h 表示，这是从
灵而生的层面。耶稣在这个层面上度过了他生命中的三年半，直到他的人类生命在十字架上终结。接
着，他在死去三天后复活，到达属灵生命的完美（层面 L 上的 i），从灵而生，“是从死里首先复生
的。＂“从灵生的，就是灵。＂因此，耶稣复活时以及复活后都是一个灵，即一个属灵的存在，总而言
之，他再也不属于人类的生命。
的确，他复活后有大能显现，而且确实显现过，为的是教导他的信徒，向他们证实他不再是死的
人；但他也不是一个人，不再受人类肉身状态的约束，而是能像风一样来去无踪（即使房门关闭），没
人能说出他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凡从圣灵 生的，也是如此。＂（《约翰福音》3:8），比较 20:19,
26。
从他分别为圣的那一刻到献身，在他受洗之时，在作为人的特性上，他已经被认为是死去了，而
新的特性却由此开始，在复活时完成，这时他到达完美的灵性层面 L ，被提升为属灵的生命。
耶稣复活四十天后，上升到高天至大者的身边，即神圣荣耀的层面 K （金字塔 k ）。在福音时代
他已位于荣耀中(l)，“与圣父一起坐在他的宝座上，＂是地上教会的元首，也是她的指导者和引领人。
在整个福音时代中，教会已逐渐发展，受管教和考验，目的是在这个时代的末日里或称收割期的时候，
她能成为他的新妇并同为后嗣。因此，教会能有耶稣受苦难的共同处境的关系，以便当合适的时刻到来
时，能和他一起得荣耀（层面 K）。
教会走向荣耀的步骤与她的主和领导者耶稣基督是一样的，他“给你们留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
的脚踪行＂ —— 除了耶稣（是属人类完美的层面 N）之外，教会是从更低层面(R)开始的。正如我们所
见，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界，位于人类完美的层面 N，而我们所有亚当的后裔，则位于较低的层面 R，
即罪恶、不完美、对上帝怀有敌意的层面。因此，我们首先需要称义，从而到达层面 N。怎样达到这一
目的呢？通过行善事吗？不；罪人不能行善事。我们不能对上帝称赞自己，因此“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
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了。＂（《罗马书》5:8）我们得以称义或者达到完
美人类层面的条件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赎罪并把我们从亚当的堕落中拯救出来，“是凭
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才达到完美的层面。“我们因信称义［升到层面 N］。＂“我们既因信称
义，就......得与神相和＂（《罗马书》5:1），因此不再被上帝看作是敌人，而被视为是称义的人类子
孙，位于在亚当和我们主耶稣一样的层面，除了他们是真正的完美之外，反之我们都只是被上帝视为义
人罢了。我们通过上帝的话语认识到因信被称为义，经上说：你们被“赎回＂、“拯救＂、“如今却蒙
上帝的恩典......就白白的称义＂。因着信，我们得到了基督的义袍，在上帝的心目中我们是无可责备，
没有瑕疵，而且圣洁。上帝同意把我们的罪归咎于耶稣，使他可以担当我们的惩罚；他为我们而死，就
如他是个罪人。因此，他的义归与所有接受他救赎的人，而且把所有在罪进入之前，人类原先拥有的权
利和祝福带给他们。耶稣的义使我们复生，也使我们与上帝建立友好关系。因着信，我们马上可以与上
帝有这种关系，在上帝“指定的日期＂，我们确定无疑地有永生，和能与上帝的友好关系更为圆满，以
及充满欢乐和喜悦。
但是要记住，尽管称义是一件蒙福的事情，却不改变我们的特征：

[1]

我们仍然是人类。我们从罪

的悲惨境地以及与上帝疏远的关系中得到拯救，不再是有罪的人类，而是上帝的人类儿子；因为我们现
在是他的儿子，所以上帝同我们说话。

在福音时代，上帝一直在呼唤“同作后嗣＂的“小群＂，说道：“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就
是说，把你自己、你所有属世的权利、你的意志、你的才能、你的一切都给我，就像耶稣为你树立的榜
样；我将使你成为比人类层面更高的儿子。我将使你成为属灵的儿子，如同复活的耶稣那样，具有属灵
的身体，就是“上帝本体的真像＂。如果你愿意放弃所有属世的希望、雄心和目标等，完全牺牲人类的
特性，把它用于对我的服事，我将赐给你高于其他人类的特征；我将使你成为一个“在上帝的性情上有
份的人＂，即“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那些在福音中得到启示和对摆放在他们面前的这一奖赏持有正确价值观的人们，都欣喜地放下各样
的重担，脱去容易缠累人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他们前头的路程，就必得胜。我们的称义并不是
因我们蒙召所行的事工：我们的主耶稣做了一切他能做的事工直到他死去，当我们因着信，承认他所完
成的事工，我们就被称为义，被提升到层面 N。但是现在，如果我们愿意再进一步，我们不能没有行事
工就能往前行。确实，我们一定不要失去我们的信心，否则将会因此失去了我们的称义；一旦被称为
义，就要坚定信心，我们才能够（上帝的恩典赐予我们从灵而生）去行事工，好结出上帝悦纳的果子
来。上帝要求如此；因为我们有盟约上的义务，需做出这样的牺牲。对于那伟大的奖赏，上帝要求我们
要奉献，牺牲我们所拥有的一切、为此奖赏全力以赴，以表示我们的感激；不是感激人，而是感激上
帝，通过基督，我们成为圣洁、蒙他悦纳的祭品 —— 我们的事奉乃是理所当然的。
当我们呈交这所有事物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你要我怎样把这一切献给你？ —— 我的奉献牺
牲，我的时间、才能、权利等等，然后，研究上帝的话语寻求答案，我们听到他的声音，引导我们，奉
献出我们所有的，就像主耶稣所做的那样，把我们的一切献给上帝，有了机会，就当向众人行善，向信
徒一家的人更当这样，只要我们有这种能力，或者他们需要，就为他们提供精神粮食或者食用粮食，用
基督的义披戴他们，或者给与需要的衣物穿 。一切都如此做后，我们就是由圣灵所生，就已经到达了
层面 M；现在，如果我们使用他赐予我们的力量（圣灵的力量），就能通过这种力量，借着他（基督
的力量或者圣灵的力量）履行所有的立约，靠着爱我们的主，他用自己的宝血救赎我们， 在这一切的
事上已经得胜有余了。像这样跟随耶稣的脚步行进 ——
“从不以为赢得了胜利，
也不曾安逸地叫停。
在你获得冠冕之前
那艰巨的事工不会完成。＂

当我们打完那美好的仗，跑尽当跑的路，如同我们忠诚的弟兄保罗一样，最终奖赏就会属于我们
了。直到那时，我们为事工所做的奉献牺牲和每日服事的熏香之气才能日益上升 —— 通过我们的主耶
稣基督，成为一种极美香气的祭物，为上帝所悦纳。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上帝所悦纳。
那些“睡着了＂的得胜者们将会复活成为灵性的生命，上升到层面 L，那些还活着并等待主到来
的人们将被“改变＂，达到同样的灵性生命的层面，他们将会马上复活，不再是“睡着＂了，经由这种
“改变＂使其脱离属世的形体，这将是必要的。到那时，这些人将不再是软弱、属世、会死亡、会腐朽
的生命了，而是完全从灵而生，成为属天、灵性、不会死、不朽坏的生命。参看《哥林多前书》15:44,
52。
在他们“改变＂或者成为完美的灵性生命（层面 L ）之后，我们不知道会有多长的时间，他们才
会完全与主一起得荣耀（层面 K ）、在大能和辉煌的荣耀中联结。但是我们明白，基督的整个身体

（教会）和头（元首）的合一，和完全的荣耀，就是“羔羊婚娶他的新妇＂，那时新妇将完全进入到她
的主的欢乐中。
再看一下上面的图表， n 、 m 、 p 、 q 四个不同类别，它们联合代表整体名义上的福音教会，号
称基督的身体。类别 n 和 m 都位于属灵孕育的层面 M。这两个类别在福音时代始终共同存在；都与上
帝立过要成为活祭的约；都“在爱子里接受了恩典＂，也都由圣灵孕育成为“新造的人＂。他们的不同
之处在于：n 代表那些正在履行他们的盟约，而且与基督一起弃绝了对尘世的愿望、目标和野心的人，
m 则代表许多上帝的儿女们，他们由圣灵孕育，已经立过约，但是，唉! 他们在履行盟约时却畏缩不
前。类别 n 由那些将成为基督新妇的胜利者组成，他们将与主共同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即层面 K。这
就是天父乐意把国赐给他们的那个“小群＂。（参看《路加福音》12:32）那些属于类别 m 的人，面对
要弃绝人类意愿时却是畏缩不裹，但是上帝仍然爱他们，为此也会带领他们经过不幸和苦难的道路到达
层面 L ，即完美的属灵层面。但是他们必将失去到达荣耀宝座层面 K 的权利，因为他们不是得胜者。
如果我们珍视我们天父的爱，如果我们希望得到我们主的认可，如果我们渴望成为他的身体（教会）的
一员、他的新妇，能坐在他的宝座上，就必须忠诚地履行、完成我们的献身之约。
大多数名义上的教会是以 p 这部分来表示。请注意，他们并不是在层面 M，而是在层面 N 上面。
他们被称义，但是没有成圣。他们没有完全奉献于上帝，因此没有孕育成属灵的生命。然而，他们高于
世人，因为他们接受耶稣作为从罪中救赎他们的救赎者；但是，他们并未接受这个时代来自天上的蒙
召，成为与上帝性情有分的灵性之家的一员。如果他们保持信心并完全顺从基督王国中公义的律法，在
复活的时候将与亚当一样，最终获得尘世上人类的完美。他们将完全恢复因亚当失去的一切。就因众人
都得到了救赎，所以他们将获得人类的完美，在精神、道德和身体方面都是完美的，并将再次具有上帝
的形像，如同亚当最初的情形一样。就如同那些听道并信道，且相信通过基督可以得到救赎的人们，他
们称义的位置，即是在层面 N，是一个特别的蒙福，他们因着信会比一般世人更早地享受到这种赐福
（因为在千禧年时代，所有人都将明白真道）。然而，在正确的指导之下，这些人必将会有较早开始的
优势和发展。但是在当前，类别 p 无法善用因信称义的真正利益。为了特殊的目的，现在准许给予一些
人能够作为上帝可悦纳的祭品，成为“基督身体＂（教会）的成员，为类别 n。属于类别 p 的那些人
“徒受 ＂上帝的恩典［称义］（参看《哥林多后书》6:1）：在上帝悦纳祭品的这段时间里，他们未能
善用恩典继续前进，并且献上自己作为可悦纳的祭品。这个类别中的人，尽管不是“圣徒＂，也不是奉
献上“身体＂的成员，还是被使徒称为“弟兄们＂。（参看《罗马书》12:1）就整个人类而言，尽管具
有不同的特征，在复兴的时候将永远是基督的弟兄和上帝的儿女。对于在各个层面上的各种属性、及具
有各种特征的人类来说，上帝是所有与他和谐一致的万物之父。
另一个与名义上的教会有关的类别，由层面 N 下面的截面ｑ表示，不在层面 N 上面，这个类别从
来不相信耶稣为它的罪献身，因此也不能称义。他们是“披着羊皮的狼＂，但是自称基督徒，被认为只
是挂名的基督教会。他们不是真正的信徒，不相信基督是他们的拯救者；他们属于层面 R；他们是世人
的一部分，而且位于教会之外，对教会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在这种的情况下，这教会始终存在于整个福
音时代，各种不同的类别 n、m、q 和 p 混淆在一起，都自称是基督徒。正如我们的主所预言的那样，是
有名无实的王国（挂名的教会）就像同时播种了小麦和稗子的田野。他说，他会“容这两样一齐长，等
着（在这个时代结束时）收割＂。当收割的时候，他会对收割的人（“天使们＂，即使者）说，先将稗
子薅出来，捆成捆，留着烧。惟有麦子，要收在仓里。参看《马太福音》13:38, 41, 49。

我们的主所说的这些话向我们表明他的意图是要让这两者在这个时代中一齐生长，且都被认为是
名义上教会的成员，他也计划等到时候到来时要把麦子和稗子这两种不同的种类分别出来，到那时，那
些真正的教会，那些得到上帝认可并属于上帝的圣徒们(n)，将会显现出来。参看《马太福音》13:39。
在福音时代中，好种子一直在生长，稗子或者杂草也在成长。“好种，就是天国之子。＂就是灵
性之子，属于类别 n 和 m，而“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因此， q 类的所有人和 p 类中的许多人都是
“稗子＂，“一个人不能事奉两个主＂，并且“献上自己作奴仆，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因为类别
p 中的那些人没有把服事和才能献给救赎他们的主 —— 事奉乃是理所当然的。所以毫无疑问，他们把
许多时间和才能用来反对上帝，因此就是服事敌人。
现在来看图表中福音时代的收割期或结尾阶段；请注意它被分为两个部分，即七年期间和三十三
年期间，与犹太时代的收割期极其精确地相似。这个收割期，就像犹太人的一样，首先要有一个考验的
时期，并对教会进行筛选，然后是愤怒时期，或者上帝的大怒把“末了的七灾＂尽发到世上，包括名义
上的教会。犹太教会在属世的层面上是福音教会在属灵性层面上享有的一切的“影子＂或者模式。在犹
太时代的收割期考验，属肉体的以色列人的真道，随后也会呈现给他们知道。那时要显明的真道就是快
镰刀，它把“真正的以色列人＂从名义上的犹太教会中分别出来；与那些自称是信仰真道的人比较，他
们只是一小簇真正的麦子。在福音时代的收割期也是如此。这个时代的收割期，如同犹太时代的一样，
是在收割统领者，即我们的主耶稣的监督下，到那时他一定会显现出来。（参看《启示录》14:14）在
这个时代的收割期中，我们主的第一个事工将是从谬误中分出真理来。挂名的教会因为混淆状况，主称
其为“巴比伦＂，即混乱；收割时期就是要从名义上的教会中分别出来各个不同类别的时间，也是为了
使 n 类成熟和完美的时间。麦子将从稗子中分离出来，成熟的麦子将从不成熟的麦子中分离出来，如此
等等。类别 n 中的那些人是麦子中的“初熟的果子＂，被分离出来之后，他们将在指定的日期成为基督
的新妇，并将永远与她的主在一起，就像她的主一样。
图形 s 表示这个小群从巴比伦中被分离出来。她是在要与主成为一体的道路上，奉他的名，和分
享他的荣耀。荣耀的基督，教会的头与身体由图形 w 表示。图形 t、u 和 v 代表巴比伦，即挂名教会的
毁灭，在“我们主的日子＂里，在“患难时期＂，巴比伦将土崩瓦解。虽然看起来这会是一件可怕的事
情，但是对于所有真正的麦子来说，实际上是有很大的益处。巴比伦的毁灭是因为她并不是像她所说的
那样。名义上的教会中杂集许多伪君子，他们使自己与巴比伦交接在一起，因为她在世人的眼中名望显
赫，他们的行为使巴比伦成为世人鼻孔中的臭气。主始终知道他们的真正品格，但是，根据他的目的，
他在收割之前都会让他们任其发展，到了收割时，他将“把一切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捆成捆］，从
他国里［真正的教会］挑出来，丢在火炉里［灾难、毁灭他们的名义体系制度和错误的信仰］......那时
义人［类别ｎ］在他们父的国里，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马太福音》13:41-43），多种多样
的异教徒和邪门奇术的增长，将导致灾难降临到教会；由于巴比伦教导许多违背《圣经》的教义，这种
情况将成为教会严峻的考验。如同犹太时代的收割期一样，基督的十字架，对于期待着荣耀和力量的犹
太人来说是一块绊脚石，同时对于一般世故的希腊人来说也是一种愚蠢，因此在福音时代的收割期中，
它将再次成为绊脚的石头和跌人的盘石。
每个不把信靠基督真道的根基建造在金、银和宝石之上的人、和与此一致的特性之外，他们将会
发现自己在上帝愤怒（“火＂）的时代中将要非常的失望；因为所有教义和仪节建造在草木、禾楷上的
根基将被烧毁。那些把根基建在信靠基督真道上，并因此拥有上帝赞同的特性的人们，由图形 s 表示，t
则代表“大群众＂，由圣灵孕育，但是，他们是把根基建在草木、禾楷上的麦子，在召聚初熟的果子(s)
时尚未完全成熟。他们(t)失去宝座和神圣属性的奖赏，但是最终将会以低于神圣特性的属灵生命的形式

诞生。他们虽然确实奉献牺牲，但是他们被世界的灵战胜到这样的程度，以致未能为上帝完全奉献他们
的生命。即使在“收割期＂，在那时活着的新妇成员，将被真道从其他成员中分别出来，而其他成员包
括类别 t 在内，他们将不能辨别真道。这些人在分别的时期，他们将对相信真道和行动方面未能马上领
会。无疑地，他们因为疏忽及忙于其他事务的负担，当他们后来意识到新妇已经完成并与主结合，而失
去了伟大的奖赏时，他们将会非常的失望；但是，那时他们会认识到上帝美好的计划是对他们和整个人
类世界的爱，这将会完全克服他们的悲伤，他们将要欢呼：“哈利路亚！因为主我们的上帝，全能者，
作王了。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了，新妇也自己预备好了。＂（《启
示录》19:6, 7）还要注意到上帝丰盛的预备：这信息要送给他们 —— 虽然你们不是羔羊的新妇，你们
将会出席婚宴，“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了。＂（同上，9 节）在指定的日期，这群人将通过主的
管教，完全同上帝及其计划融入和谐一致，并且将洗净他们的衣裳，使他们最终会到达邻近新妇的位
置，即位于灵性层面 L 上的截面 y。参看《启示录》7:14, 15。
大患难时期将会在巴比伦开始堕落和崩溃之后开始，随后将影响到世界。它将是个倾覆所有人类
社会和政府的时期，是为了正义将要统治这个世界所做的准备。属肉体的以色列人(e) 被上帝所弃绝，
要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了，于是在这患难时期，以色列全家将得救，重得上帝的喜爱；福音教会或
者属灵的以色列，将完成并得到荣耀。在千禧年时代，以色列将是世人的领导民族，是世上所有生命的
元首，进入统一与和谐，世上的所有顺从者都会因此而逐渐地被吸引过来。
他们恢复到完美的人类特征，就如一般世人恢复完美一样，这将是一项逐步展开的工作。这项事
工的全面完成需要整个千禧年时代的时间。在基督的千年统治期间，因亚当的犯罪而引致死亡的结果将
逐渐被吞噬或毁灭。它的各个发展进程，如疾病、苦痛和软弱以及死亡，都将屈从于伟大重建者的大
能，直到这个时代结束时，我们图表中的伟大金字塔将得以完成。基督(x)将成为所有万物的元首，天使
和人类的首领，仅次于天父；下一级或者下一排将是大群众、属灵性的生命(y)，再次是天使；然后是属
肉体的以色列人(z) ，仅是指真正的以色列人，位于地上万族之首；然后是人类世界(w)，被恢复到生命
的完美，如同人类的始祖，即犯罪之前的亚当。这一重建将在千禧年时代，即“复兴的时候＂逐步完
成。（参看《使徒行传》3:21）但是，在千禧年期间，会提供一个完全的个人试炼，其中有些人将被毁
灭：首先是这些人们在完全认识真理并在有机会的百年时间里，却拒绝向前迈进正义与完美（参看《以
赛亚书》65:20）；其次是那些已经进步到完美，但是在千禧年结束时，在最后的考验中证明是不忠实
的人。（参看《启示录》20:9）这些人要经历第二次死亡，再也没有复活的应许或者复兴。只因赎价再
也不赐予人类，因为基督不会再次死去。
当我们了解到我们的天父，为了提升教会和借着万物的复兴，通过以色列，使地上的万族得到赐
福的伟大计划，这让我们想起了天使们的歌唱：“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
的人！＂这将是上帝计划的圆满实现 ——“天上地上一切所有的，都在基督里同归于一。＂那么，谁
能说上帝的计划已经失败了呢？谁能说他还没有为了良善而制服邪恶，使人类和魔鬼两者的愤怒都转化
成为对他的赞美呢？
金字塔的图形不仅可以很好地达到图解完美生命的目的，而且在陈述全部创造的统一性时，对这
种解释有了进一步目的的回答，因为在实现上帝计划的过程中，它将是一个整体，那时万物的和谐与完
美将在元首基督的领导下实现，不仅作为他身体的教会如此，而且天上地上一切所有的，都在基督里同
归于一。参看《以弗所书》1:10。
基督耶稣是这座宏伟建筑的“开始＂、“头块石＂、“顶石＂、“主要（上部）房角石＂，这仅
只是开始而已；下面的每块石头必须按照顶石的线与角度和谐地建造。不论这个建筑中有多少种石头，

不论上帝的儿女中有多少不同种类的属性特征，也不论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属性特征，他们都是永远被
上帝所悦纳的，都必须与他儿子的形象一致。所有将属于这座建筑的人必须具有顺从上帝的灵，必须体
现对上帝及其创造物的爱（这一点通过耶稣得到了充分的说明），必须履行律法 —你要尽心、尽性、
尽意，爱主你的上帝。你要爱人如己。
在这个过程中（如同《圣经》所概括的那样，要使天上地上一切所有的，都在基督里同归于一，
在同一位首的领导之下），元首基督耶稣是首先被挑选的；其次是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天使和其他属
灵的类别列为其后；然后是以色列与世界的圣贤。从最高处开始，排序依次展开，直到所有愿意的人都
将会被带到和谐与统一。
这座金字塔的特性之一就是，这块可靠的、主要的房角顶石首先被放置，他被称为 基石。这说明
了一个事实，即对上帝的全部希望和公义的基础都被放置在天上，而不是在地上。那些建在它下面的石
块、与这个天上的基础联结，借着上帝的吸引力(力量)与律法固定在这基石上。虽然这个顺序与地上的
建筑完全相反，但是基石应该首先置放，这样在整个建筑中就会发现和它一致的石块，是多么地相称！
还有，发现我们的基础是 从上而下安放、而不是从下而上安放，这也是多么地相称！我们作为活石，
“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因此，这项事工将延续到千禧年时代中进展，届时，无论是在天上还是
在地上，所有各个不同属性的创造物，都在一致的完美顺从中，赞美和服事上帝。那时宇宙将焕然一
新；因为到了那日，“凡不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即经历第二次死亡。参看《使徒行
传》3:22, 23。
旷野中的会幕，在时代图表中所显示的课题，在这里以神圣安排的形式教导是同样的课题，随后
将进行更为充分的考查。我们把旷野中的会幕图表放在另一边，使到达至圣所的不同层面或不同步骤能
被清楚地注意到或者意识到，就像教导已经仔细研究过同样的步骤。会幕庭院的外面是处于罪恶中的整
个世界，位于堕落的层面 R。通过“大门＂进入“庭院＂，我们成为信徒或者称义的人，位于层面 N。
那些进一步献身继续向前的人，走近会幕的门，然后进入（层面 M），成为祭司。他们吃“陈列饼＂得
以强壮，被“烛台＂启迪，能够通过耶稣基督在“金坛＂上向上帝献出悦纳的熏香。最后，在第一次复
活中，他们进入完美的属灵性的生命状态，或者“至圣＂（层面 L），然后同耶稣联合在一起，在天国
的荣耀中，在层面 K 上。

蒙福的盼望
“不久，尘世的战斗就要结束，
不久，她的眼泪就会擦干；
不久，耶和华的大能
就会把黑暗转向千禧年的黎明。

“不久，这吞没人类的疾病
就会成为属于过去的记忆；
不久，那曾经拯救他们的大爱
就会使他们的哭泣变成欢乐的歌声。

“不久以后！那不断临近的
就是荣耀之日更加辉煌的黎明。
赞美上帝，光明每时每刻都更加清晰，
越来越强烈地照耀着那完美的一天。＂

[1]

当我们说到一个人“性情怪癖＂时，“本性 ＂或者“性格＂这个词是在指不同的含义。严格说来，没有人生来
就是邪恶的。人类的本性都是“很好的＂，是上帝特性的尘世形像。因此每个人都具有美好的天性，困难在于这个
美好的天性已经变得邪恶。因此，一个人的邪恶和野蛮等都是不正常的，而像上帝的本性则是天赋的。正是基于它
的原本意思，我们在上文中使用了特性这个词。我们经由基督被称义，完全回到我们人类的所有特权和赐福的特性
上 — 即上帝的尘世形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