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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先鋒系列課程》 
末世先鋒的信念、呼召、與使命 
講員：Paul弟兄 
末世先鋒事工 

前言 
20世紀神興起的偉大中國佈道家之⼀一，宋尚節博士，在1927年
二月十日日記中寫下“先鋒”的預言：“這個時代，主不久即將再來。
在將再來而未來之前，主也要選召先鋒。主再來與初來不同：先
鋒不止⼀一人。主召我作先鋒者之⼀一，宣傳天國近了，主必快來的
消息。” 
 
21 世紀初，國際禱告院(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的畢麥克
( Mike Bickle)牧師開始推動“先鋒事工”。呼召神的兒女們，尤其
是年輕人，領受先鋒世代的呼召。 

前言 
我們末世先鋒事工(Kingdom for Jesus Corp.)，相信2001-201
1年間，世局變化在廣度，深度，及速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並且是根本性，核心性的改變。許多聖經中有關末世末期的
徵兆，已經顯出早期輪廓。它們將在未來的10年更具體化，且
加速度地交互影響，呈現更清晰的末世時空。我們現在要開始
起來行動，對照經文與時事來正確解讀變化的關鍵與趨勢，10
 年後才能到位，預備好進入神要我們站立的關鍵位置；不僅不
陷入困惑迷亂之中，還能明白神的作為，趁勢興起，領多人
歸義。 
 
如果您在研讀末本篇信息後，感受靈人（inner man)被感動或
點燃，我們鼓勵您繼續禱告尋求，可能您是被神呼召的末世先
鋒之⼀一。接下來，我們要談到先鋒者的：眼光(信念)、呼召與
使命。 

第⼀一部分：先鋒者的眼光 
A. 眼界及思維模式都是國度性的: 

a. 不僅只限於個人得救得祝福的福音，而更是把焦點專注在“神
國（或天國）”的福音. 以基督和他的國度為中心，對彌賽亞
國度降臨產生熱切的盼望。  
•  （但以理書2:44）當那列王在位的時候，天上的神必另立
⼀一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卻要打碎滅絕那⼀一切
國，這國必存到永遠。 －啟示天國的計劃。 

•  （以賽亞書9:6）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
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啟示天國的王耶穌基督。 

•  （路加福音1:31-33）31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
穌。 32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神要把他祖大衛
的位給他。 33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沒
有窮盡。  －啟示天國的王是耶穌！ 

第⼀一部分：先鋒者的眼光 
•  （以賽亞書9:7）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 他必在大衛
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 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 從今直
到永遠。 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啓示天國的
根基：公平與公義 

•  （啓示錄11:15）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
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启示天国要降临在地上，天国的王要掌权到永远。 

•  （馬太福音24：14）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
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 －特別指明“天國的福音”。
注：“末期(The End)“意思為：有目標性的結果,要帶出彌賽
亞千禧年國的誕生。 

第⼀一部分：先鋒者的眼光 
b. 國度目標的人生觀：我們人生的標竿就是要不斷地擴張神的
國度。 
•  在創世前永生神的國度計劃裏就已經包含了你我，我們都
是被託付要建立神國度中某⼀一部份，是不可或缺、重要的
⼀一份子。 
–  （歌林多前書9:17）我若甘心做這事，就有賞賜；若不
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 這裡講到賞賜與託付。
就像保羅，你我也有主的託付及賞賜(獎賞)。 

•  永恆的眼光：專注在領取永恆國度裏的獎賞﹐強有力的善
用今生的生命。多⼀一份禱告，多⼀一份服事，多贏得⼀一個靈
魂，就像多投⼀一塊錢在今生，到永恆多領⼀一億。這是投資
到永恆賬戶，非常值得。 
–  （以賽亞書40:10 ）主耶和華必像大能者臨到；他的膀臂
必為他掌權。他的賞賜在他那裡；他的報應在他面前。
－還有馬太福音25章才幹的比喻，不論你是幾千兩的，
只要忠心盡力，主都有獎賞。救恩是白給的，但獎賞是
賺取的。我們追求這個吧！ 

 

第二部分：先鋒者的末世觀 
A. 末世超級大徵兆－無花果樹發嫩長葉：以色列1948年復國至今
已將近64 年了！人子的腳步聲越來越清晰了。以致我們應當
對於末世末期到來﹐方舟關閉的時刻有迫切感，切身感，對於
靈魂收割產生火熱性。 
a. （馬可福音 13:28-29） 28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
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29 這樣，你
們幾時看見這些事成就，也該知道人子（人子：或作神的國）
近了，正在門口了。 

b. 如本文的前言所提：2001-2011年間，世局變化在廣度，深
度，及速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並且是根本性，核心性的改
變。許多聖經中有關末世末期的徵兆，已經顯出早期輪廓。
例如： 

第二部分：先鋒者的末世觀 
• 自然災變—馬太24章：產難的起頭。 
• 同性婚姻及多元的性取向—羅得的日子。 
• 網路科技突飛猛進—使未來敵基督政權掌控全世界，完全
可能。 

• 中東局勢—民主之名，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崛起，美國支持
以色列政策改變中，以色列更加被孤立。 

 
c. 麥子和稗子（馬太福音13 ：30）正在加速長熟，光明之子
越光明與黑暗之子越黑暗，沒有中間地帶可站。兩把快鐮
刀將分別地，快速地，收割麥子和稗子。 （啟示錄14：
14-19） 

第二部分：先鋒者的末世觀 
• （馬太福音13：30） 容這兩樣⼀一齊長，等著收割。當收
割的時候，我要對收割的人說，先將稗子薅出來，捆成捆
，留著燒；惟有麥子要收在倉裡。 

• （啓示錄14:14 – 19） 14 我又觀看，見有⼀一片白雲，雲
上坐著⼀一位好像人子，頭上戴著金冠冕，手裡拿著快鐮刀。 
15 又有⼀一位天使從殿中出來，向那坐在雲上的大聲喊
著說：「伸出你的鐮刀來收割；因為收割的時候已經到了
，地上的莊稼已經熟透了。」 16 那坐在雲上的，就把鐮
刀扔在地上，地上的莊稼就被收割了。 17 又有⼀一位天使
從天上的殿中出來，他也拿著快鐮刀。 18 又有⼀一位天使
從祭壇中出來，是有權柄管火的，向拿著快鐮刀的大聲喊
著說：「伸出快鐮刀來，收取地上葡萄樹的果子，因為葡
萄熟透了！」 19 那天使就把鐮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
的葡萄，丟在神忿怒的大酒醡中。 

第二部分：先鋒者的末世觀 
d. 末世的時空，是屬神兒女的時機。要把握住神的應許，掌
握時機，趁勢有⼀一番大作為。變化中神將預備各樣新的
契機，許多新的福音大門將被打開。越到末世末期，聖靈
越普遍性地，以更大能力澆灌下來。 
•  （使徒行傳 2:17）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
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
要見異象；老年人要做異夢。－ 是凡有血氣的，不是仅
限于基督徒。 

•  （使徒行傳 2:18）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
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預言。－此處“說預言” ，意思
是“見證耶穌”。 

•  （ 啟示錄 19:10b）因為預言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見證
。－大批靈魂將因聖靈的澆灌並你我為耶穌基督所做的
見證而歸向耶穌基督。 

第四部分：呼召 
A. 末世先鋒就是夜裏大聲呼喊：“新郎要到來！”的那位“有人”。 

a. （馬太福音25：3 - 5）3 愚拙的拿著燈、卻不豫備油． 4 聰
明的拿著燈、又豫備油在器皿裡。 5 新郎遲延的時候、他們
都打盹睡著了。 

b. 十個童女，不論是聰明或愚笨的都睡著了。但仍然“有人”聽
到新郎的腳步聲近了，喚醒童女們起來預備迎接新郎基督到
來。基督將來未來以先，神要興起⼀一大批先鋒者，喚醒基督
的新婦－教會。 

第五部分：使命 
A. 喚醒基督的新婦－教會，使其明白現今的末世徵兆，警醒
預備，不再沉睡於夜間。  
a. （帖撒羅尼迦前書 5:6 -7 ）6 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
⼀一樣，總要警醒謹守。7 因為睡了的人是在夜間睡，醉了
的人是在夜間醉。 

B. 為彌賽亞神第二次的降臨預備道路。就像施洗約翰為神的第
⼀一次降臨預備好他的子民，以悔改的心期盼彌賽亞來到，並
且見證耶穌是彌賽亞，我們也要如此為耶穌再來而預備。 
a.  (約翰福音1:15）約翰為他作見證，喊著說：「這就是我
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來
在我以前。』 

第五部分：使命 
C. 成為智慧人，領多人歸義（但12: 3）；教導眾多人成為“光明
之子”(帖前5: 4 -5）。 
a. 不至於受到蒙騙：缺乏正確的認知會導向懼怕和困惑，這就
為被蒙騙而鋪了道路。大規模的叛道離教就是末世的其中⼀一
個癥兆（帖後2:3)。 

b. （但以理書12: 3） 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歸
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 

c. (帖撒羅尼迦前書5:4 - 5）4 弟兄們，你們卻不在黑暗裏，
叫那日子臨到你們像賊⼀一樣。 5 你們都是光明之子，都是
白晝之子。 

 

第五部分：使命 
d. (帖撒羅尼迦後書2:3）人不拘用甚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
他誘惑；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並有那大
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D. 愛真理的心。認清和認同末世到來時天父的心意、旨意、和計
劃，並且全然接受，與之在同⼀一陣線。不會因著所將面臨的処境
和試煉而對神產生誤解，從而覺得被觸犯而離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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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先鋒系列課程》 
末世先鋒的信念、呼召、與使命 
講員：Paul弟兄 
末世先鋒事工 

前言 
20世紀神興起的偉大中國佈道家之⼀一，宋尚節博士，在1927年
二月十日日記中寫下“先鋒”的預言：“這個時代，主不久即將再來。
在將再來而未來之前，主也要選召先鋒。主再來與初來不同：先
鋒不止⼀一人。主召我作先鋒者之⼀一，宣傳天國近了，主必快來的
消息。” 
 
21 世紀初，國際禱告院(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的畢麥克
( Mike Bickle)牧師開始推動“先鋒事工”。呼召神的兒女們，尤其
是年輕人，領受先鋒世代的呼召。 

前言 
我們末世先鋒事工(Kingdom for Jesus Corp.)，相信2001-201
1年間，世局變化在廣度，深度，及速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並且是根本性，核心性的改變。許多聖經中有關末世末期的
徵兆，已經顯出早期輪廓。它們將在未來的10年更具體化，且
加速度地交互影響，呈現更清晰的末世時空。我們現在要開始
起來行動，對照經文與時事來正確解讀變化的關鍵與趨勢，10
 年後才能到位，預備好進入神要我們站立的關鍵位置；不僅不
陷入困惑迷亂之中，還能明白神的作為，趁勢興起，領多人
歸義。 
 
如果您在研讀末本篇信息後，感受靈人（inner man)被感動或
點燃，我們鼓勵您繼續禱告尋求，可能您是被神呼召的末世先
鋒之⼀一。接下來，我們要談到先鋒者的：眼光(信念)、呼召與
使命。 

第⼀一部分：先鋒者的眼光 
A. 眼界及思維模式都是國度性的: 

a. 不僅只限於個人得救得祝福的福音，而更是把焦點專注在“神
國（或天國）”的福音. 以基督和他的國度為中心，對彌賽亞
國度降臨產生熱切的盼望。  
•  （但以理書2:44）當那列王在位的時候，天上的神必另立
⼀一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卻要打碎滅絕那⼀一切
國，這國必存到永遠。 －啟示天國的計劃。 

•  （以賽亞書9:6）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
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啟示天國的王耶穌基督。 

•  （路加福音1:31-33）31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
穌。 32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神要把他祖大衛
的位給他。 33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沒
有窮盡。  －啟示天國的王是耶穌！ 

第⼀一部分：先鋒者的眼光 
•  （以賽亞書9:7）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 他必在大衛
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 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 從今直
到永遠。 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啓示天國的
根基：公平與公義 

•  （啓示錄11:15）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
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启示天国要降临在地上，天国的王要掌权到永远。 

•  （馬太福音24：14）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
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 －特別指明“天國的福音”。
注：“末期(The End)“意思為：有目標性的結果,要帶出彌賽
亞千禧年國的誕生。 

第⼀一部分：先鋒者的眼光 
b. 國度目標的人生觀：我們人生的標竿就是要不斷地擴張神的
國度。 
•  在創世前永生神的國度計劃裏就已經包含了你我，我們都
是被託付要建立神國度中某⼀一部份，是不可或缺、重要的
⼀一份子。 
–  （歌林多前書9:17）我若甘心做這事，就有賞賜；若不
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 這裡講到賞賜與託付。
就像保羅，你我也有主的託付及賞賜(獎賞)。 

•  永恆的眼光：專注在領取永恆國度裏的獎賞﹐強有力的善
用今生的生命。多⼀一份禱告，多⼀一份服事，多贏得⼀一個靈
魂，就像多投⼀一塊錢在今生，到永恆多領⼀一億。這是投資
到永恆賬戶，非常值得。 
–  （以賽亞書40:10 ）主耶和華必像大能者臨到；他的膀臂
必為他掌權。他的賞賜在他那裡；他的報應在他面前。
－還有馬太福音25章才幹的比喻，不論你是幾千兩的，
只要忠心盡力，主都有獎賞。救恩是白給的，但獎賞是
賺取的。我們追求這個吧！ 

 

第二部分：先鋒者的末世觀 
A. 末世超級大徵兆－無花果樹發嫩長葉：以色列1948年復國至今
已將近64 年了！人子的腳步聲越來越清晰了。以致我們應當
對於末世末期到來﹐方舟關閉的時刻有迫切感，切身感，對於
靈魂收割產生火熱性。 
a. （馬可福音 13:28-29） 28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
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29 這樣，你
們幾時看見這些事成就，也該知道人子（人子：或作神的國）
近了，正在門口了。 

b. 如本文的前言所提：2001-2011年間，世局變化在廣度，深
度，及速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並且是根本性，核心性的改
變。許多聖經中有關末世末期的徵兆，已經顯出早期輪廓。
例如： 

第二部分：先鋒者的末世觀 
• 自然災變—馬太24章：產難的起頭。 
• 同性婚姻及多元的性取向—羅得的日子。 
• 網路科技突飛猛進—使未來敵基督政權掌控全世界，完全
可能。 

• 中東局勢—民主之名，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崛起，美國支持
以色列政策改變中，以色列更加被孤立。 

 
c. 麥子和稗子（馬太福音13 ：30）正在加速長熟，光明之子
越光明與黑暗之子越黑暗，沒有中間地帶可站。兩把快鐮
刀將分別地，快速地，收割麥子和稗子。 （啟示錄14：
14-19） 

第二部分：先鋒者的末世觀 
• （馬太福音13：30） 容這兩樣⼀一齊長，等著收割。當收
割的時候，我要對收割的人說，先將稗子薅出來，捆成捆
，留著燒；惟有麥子要收在倉裡。 

• （啓示錄14:14 – 19） 14 我又觀看，見有⼀一片白雲，雲
上坐著⼀一位好像人子，頭上戴著金冠冕，手裡拿著快鐮刀。 
15 又有⼀一位天使從殿中出來，向那坐在雲上的大聲喊
著說：「伸出你的鐮刀來收割；因為收割的時候已經到了
，地上的莊稼已經熟透了。」 16 那坐在雲上的，就把鐮
刀扔在地上，地上的莊稼就被收割了。 17 又有⼀一位天使
從天上的殿中出來，他也拿著快鐮刀。 18 又有⼀一位天使
從祭壇中出來，是有權柄管火的，向拿著快鐮刀的大聲喊
著說：「伸出快鐮刀來，收取地上葡萄樹的果子，因為葡
萄熟透了！」 19 那天使就把鐮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
的葡萄，丟在神忿怒的大酒醡中。 

第二部分：先鋒者的末世觀 
d. 末世的時空，是屬神兒女的時機。要把握住神的應許，掌
握時機，趁勢有⼀一番大作為。變化中神將預備各樣新的
契機，許多新的福音大門將被打開。越到末世末期，聖靈
越普遍性地，以更大能力澆灌下來。 
•  （使徒行傳 2:17）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
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
要見異象；老年人要做異夢。－ 是凡有血氣的，不是仅
限于基督徒。 

•  （使徒行傳 2:18）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
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預言。－此處“說預言” ，意思
是“見證耶穌”。 

•  （ 啟示錄 19:10b）因為預言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見證
。－大批靈魂將因聖靈的澆灌並你我為耶穌基督所做的
見證而歸向耶穌基督。 

第四部分：呼召 
A. 末世先鋒就是夜裏大聲呼喊：“新郎要到來！”的那位“有人”。 

a. （馬太福音25：3 - 5）3 愚拙的拿著燈、卻不豫備油． 4 聰
明的拿著燈、又豫備油在器皿裡。 5 新郎遲延的時候、他們
都打盹睡著了。 

b. 十個童女，不論是聰明或愚笨的都睡著了。但仍然“有人”聽
到新郎的腳步聲近了，喚醒童女們起來預備迎接新郎基督到
來。基督將來未來以先，神要興起⼀一大批先鋒者，喚醒基督
的新婦－教會。 

第五部分：使命 
A. 喚醒基督的新婦－教會，使其明白現今的末世徵兆，警醒
預備，不再沉睡於夜間。  
a. （帖撒羅尼迦前書 5:6 -7 ）6 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
⼀一樣，總要警醒謹守。7 因為睡了的人是在夜間睡，醉了
的人是在夜間醉。 

B. 為彌賽亞神第二次的降臨預備道路。就像施洗約翰為神的第
⼀一次降臨預備好他的子民，以悔改的心期盼彌賽亞來到，並
且見證耶穌是彌賽亞，我們也要如此為耶穌再來而預備。 
a.  (約翰福音1:15）約翰為他作見證，喊著說：「這就是我
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來
在我以前。』 

第五部分：使命 
C. 成為智慧人，領多人歸義（但12: 3）；教導眾多人成為“光明
之子”(帖前5: 4 -5）。 
a. 不至於受到蒙騙：缺乏正確的認知會導向懼怕和困惑，這就
為被蒙騙而鋪了道路。大規模的叛道離教就是末世的其中⼀一
個癥兆（帖後2:3)。 

b. （但以理書12: 3） 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歸
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 

c. (帖撒羅尼迦前書5:4 - 5）4 弟兄們，你們卻不在黑暗裏，
叫那日子臨到你們像賊⼀一樣。 5 你們都是光明之子，都是
白晝之子。 

 

第五部分：使命 
d. (帖撒羅尼迦後書2:3）人不拘用甚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
他誘惑；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並有那大
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D. 愛真理的心。認清和認同末世到來時天父的心意、旨意、和計
劃，並且全然接受，與之在同⼀一陣線。不會因著所將面臨的処境
和試煉而對神產生誤解，從而覺得被觸犯而離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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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先鋒系列課程》 
末世先鋒的信念、呼召、與使命 
講員：Paul弟兄 
末世先鋒事工 

前言 
20世紀神興起的偉大中國佈道家之⼀一，宋尚節博士，在1927年
二月十日日記中寫下“先鋒”的預言：“這個時代，主不久即將再來。
在將再來而未來之前，主也要選召先鋒。主再來與初來不同：先
鋒不止⼀一人。主召我作先鋒者之⼀一，宣傳天國近了，主必快來的
消息。” 
 
21 世紀初，國際禱告院(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的畢麥克
( Mike Bickle)牧師開始推動“先鋒事工”。呼召神的兒女們，尤其
是年輕人，領受先鋒世代的呼召。 

前言 
我們末世先鋒事工(Kingdom for Jesus Corp.)，相信2001-201
1年間，世局變化在廣度，深度，及速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並且是根本性，核心性的改變。許多聖經中有關末世末期的
徵兆，已經顯出早期輪廓。它們將在未來的10年更具體化，且
加速度地交互影響，呈現更清晰的末世時空。我們現在要開始
起來行動，對照經文與時事來正確解讀變化的關鍵與趨勢，10
 年後才能到位，預備好進入神要我們站立的關鍵位置；不僅不
陷入困惑迷亂之中，還能明白神的作為，趁勢興起，領多人
歸義。 
 
如果您在研讀末本篇信息後，感受靈人（inner man)被感動或
點燃，我們鼓勵您繼續禱告尋求，可能您是被神呼召的末世先
鋒之⼀一。接下來，我們要談到先鋒者的：眼光(信念)、呼召與
使命。 

第⼀一部分：先鋒者的眼光 
A. 眼界及思維模式都是國度性的: 

a. 不僅只限於個人得救得祝福的福音，而更是把焦點專注在“神
國（或天國）”的福音. 以基督和他的國度為中心，對彌賽亞
國度降臨產生熱切的盼望。  
•  （但以理書2:44）當那列王在位的時候，天上的神必另立
⼀一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卻要打碎滅絕那⼀一切
國，這國必存到永遠。 －啟示天國的計劃。 

•  （以賽亞書9:6）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
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啟示天國的王耶穌基督。 

•  （路加福音1:31-33）31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
穌。 32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神要把他祖大衛
的位給他。 33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沒
有窮盡。  －啟示天國的王是耶穌！ 

第⼀一部分：先鋒者的眼光 
•  （以賽亞書9:7）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 他必在大衛
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 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 從今直
到永遠。 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啓示天國的
根基：公平與公義 

•  （啓示錄11:15）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
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启示天国要降临在地上，天国的王要掌权到永远。 

•  （馬太福音24：14）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
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 －特別指明“天國的福音”。
注：“末期(The End)“意思為：有目標性的結果,要帶出彌賽
亞千禧年國的誕生。 

第⼀一部分：先鋒者的眼光 
b. 國度目標的人生觀：我們人生的標竿就是要不斷地擴張神的
國度。 
•  在創世前永生神的國度計劃裏就已經包含了你我，我們都
是被託付要建立神國度中某⼀一部份，是不可或缺、重要的
⼀一份子。 
–  （歌林多前書9:17）我若甘心做這事，就有賞賜；若不
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 這裡講到賞賜與託付。
就像保羅，你我也有主的託付及賞賜(獎賞)。 

•  永恆的眼光：專注在領取永恆國度裏的獎賞﹐強有力的善
用今生的生命。多⼀一份禱告，多⼀一份服事，多贏得⼀一個靈
魂，就像多投⼀一塊錢在今生，到永恆多領⼀一億。這是投資
到永恆賬戶，非常值得。 
–  （以賽亞書40:10 ）主耶和華必像大能者臨到；他的膀臂
必為他掌權。他的賞賜在他那裡；他的報應在他面前。
－還有馬太福音25章才幹的比喻，不論你是幾千兩的，
只要忠心盡力，主都有獎賞。救恩是白給的，但獎賞是
賺取的。我們追求這個吧！ 

 

第二部分：先鋒者的末世觀 
A. 末世超級大徵兆－無花果樹發嫩長葉：以色列1948年復國至今
已將近64 年了！人子的腳步聲越來越清晰了。以致我們應當
對於末世末期到來﹐方舟關閉的時刻有迫切感，切身感，對於
靈魂收割產生火熱性。 
a. （馬可福音 13:28-29） 28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
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29 這樣，你
們幾時看見這些事成就，也該知道人子（人子：或作神的國）
近了，正在門口了。 

b. 如本文的前言所提：2001-2011年間，世局變化在廣度，深
度，及速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並且是根本性，核心性的改
變。許多聖經中有關末世末期的徵兆，已經顯出早期輪廓。
例如： 

第二部分：先鋒者的末世觀 
• 自然災變—馬太24章：產難的起頭。 
• 同性婚姻及多元的性取向—羅得的日子。 
• 網路科技突飛猛進—使未來敵基督政權掌控全世界，完全
可能。 

• 中東局勢—民主之名，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崛起，美國支持
以色列政策改變中，以色列更加被孤立。 

 
c. 麥子和稗子（馬太福音13 ：30）正在加速長熟，光明之子
越光明與黑暗之子越黑暗，沒有中間地帶可站。兩把快鐮
刀將分別地，快速地，收割麥子和稗子。 （啟示錄14：
14-19） 

第二部分：先鋒者的末世觀 
• （馬太福音13：30） 容這兩樣⼀一齊長，等著收割。當收
割的時候，我要對收割的人說，先將稗子薅出來，捆成捆
，留著燒；惟有麥子要收在倉裡。 

• （啓示錄14:14 – 19） 14 我又觀看，見有⼀一片白雲，雲
上坐著⼀一位好像人子，頭上戴著金冠冕，手裡拿著快鐮刀。 
15 又有⼀一位天使從殿中出來，向那坐在雲上的大聲喊
著說：「伸出你的鐮刀來收割；因為收割的時候已經到了
，地上的莊稼已經熟透了。」 16 那坐在雲上的，就把鐮
刀扔在地上，地上的莊稼就被收割了。 17 又有⼀一位天使
從天上的殿中出來，他也拿著快鐮刀。 18 又有⼀一位天使
從祭壇中出來，是有權柄管火的，向拿著快鐮刀的大聲喊
著說：「伸出快鐮刀來，收取地上葡萄樹的果子，因為葡
萄熟透了！」 19 那天使就把鐮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
的葡萄，丟在神忿怒的大酒醡中。 

第二部分：先鋒者的末世觀 
d. 末世的時空，是屬神兒女的時機。要把握住神的應許，掌
握時機，趁勢有⼀一番大作為。變化中神將預備各樣新的
契機，許多新的福音大門將被打開。越到末世末期，聖靈
越普遍性地，以更大能力澆灌下來。 
•  （使徒行傳 2:17）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
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
要見異象；老年人要做異夢。－ 是凡有血氣的，不是仅
限于基督徒。 

•  （使徒行傳 2:18）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
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預言。－此處“說預言” ，意思
是“見證耶穌”。 

•  （ 啟示錄 19:10b）因為預言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見證
。－大批靈魂將因聖靈的澆灌並你我為耶穌基督所做的
見證而歸向耶穌基督。 

第四部分：呼召 
A. 末世先鋒就是夜裏大聲呼喊：“新郎要到來！”的那位“有人”。 

a. （馬太福音25：3 - 5）3 愚拙的拿著燈、卻不豫備油． 4 聰
明的拿著燈、又豫備油在器皿裡。 5 新郎遲延的時候、他們
都打盹睡著了。 

b. 十個童女，不論是聰明或愚笨的都睡著了。但仍然“有人”聽
到新郎的腳步聲近了，喚醒童女們起來預備迎接新郎基督到
來。基督將來未來以先，神要興起⼀一大批先鋒者，喚醒基督
的新婦－教會。 

第五部分：使命 
A. 喚醒基督的新婦－教會，使其明白現今的末世徵兆，警醒
預備，不再沉睡於夜間。  
a. （帖撒羅尼迦前書 5:6 -7 ）6 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
⼀一樣，總要警醒謹守。7 因為睡了的人是在夜間睡，醉了
的人是在夜間醉。 

B. 為彌賽亞神第二次的降臨預備道路。就像施洗約翰為神的第
⼀一次降臨預備好他的子民，以悔改的心期盼彌賽亞來到，並
且見證耶穌是彌賽亞，我們也要如此為耶穌再來而預備。 
a.  (約翰福音1:15）約翰為他作見證，喊著說：「這就是我
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來
在我以前。』 

第五部分：使命 
C. 成為智慧人，領多人歸義（但12: 3）；教導眾多人成為“光明
之子”(帖前5: 4 -5）。 
a. 不至於受到蒙騙：缺乏正確的認知會導向懼怕和困惑，這就
為被蒙騙而鋪了道路。大規模的叛道離教就是末世的其中⼀一
個癥兆（帖後2:3)。 

b. （但以理書12: 3） 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歸
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 

c. (帖撒羅尼迦前書5:4 - 5）4 弟兄們，你們卻不在黑暗裏，
叫那日子臨到你們像賊⼀一樣。 5 你們都是光明之子，都是
白晝之子。 

 

第五部分：使命 
d. (帖撒羅尼迦後書2:3）人不拘用甚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
他誘惑；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並有那大
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D. 愛真理的心。認清和認同末世到來時天父的心意、旨意、和計
劃，並且全然接受，與之在同⼀一陣線。不會因著所將面臨的処境
和試煉而對神產生誤解，從而覺得被觸犯而離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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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先鋒系列課程》 
末世先鋒的信念、呼召、與使命 
講員：Paul弟兄 
末世先鋒事工 

前言 
20世紀神興起的偉大中國佈道家之⼀一，宋尚節博士，在1927年
二月十日日記中寫下“先鋒”的預言：“這個時代，主不久即將再來。
在將再來而未來之前，主也要選召先鋒。主再來與初來不同：先
鋒不止⼀一人。主召我作先鋒者之⼀一，宣傳天國近了，主必快來的
消息。” 
 
21 世紀初，國際禱告院(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的畢麥克
( Mike Bickle)牧師開始推動“先鋒事工”。呼召神的兒女們，尤其
是年輕人，領受先鋒世代的呼召。 

前言 
我們末世先鋒事工(Kingdom for Jesus Corp.)，相信2001-201
1年間，世局變化在廣度，深度，及速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並且是根本性，核心性的改變。許多聖經中有關末世末期的
徵兆，已經顯出早期輪廓。它們將在未來的10年更具體化，且
加速度地交互影響，呈現更清晰的末世時空。我們現在要開始
起來行動，對照經文與時事來正確解讀變化的關鍵與趨勢，10
 年後才能到位，預備好進入神要我們站立的關鍵位置；不僅不
陷入困惑迷亂之中，還能明白神的作為，趁勢興起，領多人
歸義。 
 
如果您在研讀末本篇信息後，感受靈人（inner man)被感動或
點燃，我們鼓勵您繼續禱告尋求，可能您是被神呼召的末世先
鋒之⼀一。接下來，我們要談到先鋒者的：眼光(信念)、呼召與
使命。 

第⼀一部分：先鋒者的眼光 
A. 眼界及思維模式都是國度性的: 

a. 不僅只限於個人得救得祝福的福音，而更是把焦點專注在“神
國（或天國）”的福音. 以基督和他的國度為中心，對彌賽亞
國度降臨產生熱切的盼望。  
•  （但以理書2:44）當那列王在位的時候，天上的神必另立
⼀一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卻要打碎滅絕那⼀一切
國，這國必存到永遠。 －啟示天國的計劃。 

•  （以賽亞書9:6）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
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啟示天國的王耶穌基督。 

•  （路加福音1:31-33）31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
穌。 32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神要把他祖大衛
的位給他。 33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沒
有窮盡。  －啟示天國的王是耶穌！ 

第⼀一部分：先鋒者的眼光 
•  （以賽亞書9:7）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 他必在大衛
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 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 從今直
到永遠。 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啓示天國的
根基：公平與公義 

•  （啓示錄11:15）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
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启示天国要降临在地上，天国的王要掌权到永远。 

•  （馬太福音24：14）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
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 －特別指明“天國的福音”。
注：“末期(The End)“意思為：有目標性的結果,要帶出彌賽
亞千禧年國的誕生。 

第⼀一部分：先鋒者的眼光 
b. 國度目標的人生觀：我們人生的標竿就是要不斷地擴張神的
國度。 
•  在創世前永生神的國度計劃裏就已經包含了你我，我們都
是被託付要建立神國度中某⼀一部份，是不可或缺、重要的
⼀一份子。 
–  （歌林多前書9:17）我若甘心做這事，就有賞賜；若不
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 這裡講到賞賜與託付。
就像保羅，你我也有主的託付及賞賜(獎賞)。 

•  永恆的眼光：專注在領取永恆國度裏的獎賞﹐強有力的善
用今生的生命。多⼀一份禱告，多⼀一份服事，多贏得⼀一個靈
魂，就像多投⼀一塊錢在今生，到永恆多領⼀一億。這是投資
到永恆賬戶，非常值得。 
–  （以賽亞書40:10 ）主耶和華必像大能者臨到；他的膀臂
必為他掌權。他的賞賜在他那裡；他的報應在他面前。
－還有馬太福音25章才幹的比喻，不論你是幾千兩的，
只要忠心盡力，主都有獎賞。救恩是白給的，但獎賞是
賺取的。我們追求這個吧！ 

 

第二部分：先鋒者的末世觀 
A. 末世超級大徵兆－無花果樹發嫩長葉：以色列1948年復國至今
已將近64 年了！人子的腳步聲越來越清晰了。以致我們應當
對於末世末期到來﹐方舟關閉的時刻有迫切感，切身感，對於
靈魂收割產生火熱性。 
a. （馬可福音 13:28-29） 28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
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29 這樣，你
們幾時看見這些事成就，也該知道人子（人子：或作神的國）
近了，正在門口了。 

b. 如本文的前言所提：2001-2011年間，世局變化在廣度，深
度，及速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並且是根本性，核心性的改
變。許多聖經中有關末世末期的徵兆，已經顯出早期輪廓。
例如： 

第二部分：先鋒者的末世觀 
• 自然災變—馬太24章：產難的起頭。 
• 同性婚姻及多元的性取向—羅得的日子。 
• 網路科技突飛猛進—使未來敵基督政權掌控全世界，完全
可能。 

• 中東局勢—民主之名，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崛起，美國支持
以色列政策改變中，以色列更加被孤立。 

 
c. 麥子和稗子（馬太福音13 ：30）正在加速長熟，光明之子
越光明與黑暗之子越黑暗，沒有中間地帶可站。兩把快鐮
刀將分別地，快速地，收割麥子和稗子。 （啟示錄14：
14-19） 

第二部分：先鋒者的末世觀 
• （馬太福音13：30） 容這兩樣⼀一齊長，等著收割。當收
割的時候，我要對收割的人說，先將稗子薅出來，捆成捆
，留著燒；惟有麥子要收在倉裡。 

• （啓示錄14:14 – 19） 14 我又觀看，見有⼀一片白雲，雲
上坐著⼀一位好像人子，頭上戴著金冠冕，手裡拿著快鐮刀。 
15 又有⼀一位天使從殿中出來，向那坐在雲上的大聲喊
著說：「伸出你的鐮刀來收割；因為收割的時候已經到了
，地上的莊稼已經熟透了。」 16 那坐在雲上的，就把鐮
刀扔在地上，地上的莊稼就被收割了。 17 又有⼀一位天使
從天上的殿中出來，他也拿著快鐮刀。 18 又有⼀一位天使
從祭壇中出來，是有權柄管火的，向拿著快鐮刀的大聲喊
著說：「伸出快鐮刀來，收取地上葡萄樹的果子，因為葡
萄熟透了！」 19 那天使就把鐮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
的葡萄，丟在神忿怒的大酒醡中。 

第二部分：先鋒者的末世觀 
d. 末世的時空，是屬神兒女的時機。要把握住神的應許，掌
握時機，趁勢有⼀一番大作為。變化中神將預備各樣新的
契機，許多新的福音大門將被打開。越到末世末期，聖靈
越普遍性地，以更大能力澆灌下來。 
•  （使徒行傳 2:17）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
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
要見異象；老年人要做異夢。－ 是凡有血氣的，不是仅
限于基督徒。 

•  （使徒行傳 2:18）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
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預言。－此處“說預言” ，意思
是“見證耶穌”。 

•  （ 啟示錄 19:10b）因為預言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見證
。－大批靈魂將因聖靈的澆灌並你我為耶穌基督所做的
見證而歸向耶穌基督。 

第四部分：呼召 
A. 末世先鋒就是夜裏大聲呼喊：“新郎要到來！”的那位“有人”。 

a. （馬太福音25：3 - 5）3 愚拙的拿著燈、卻不豫備油． 4 聰
明的拿著燈、又豫備油在器皿裡。 5 新郎遲延的時候、他們
都打盹睡著了。 

b. 十個童女，不論是聰明或愚笨的都睡著了。但仍然“有人”聽
到新郎的腳步聲近了，喚醒童女們起來預備迎接新郎基督到
來。基督將來未來以先，神要興起⼀一大批先鋒者，喚醒基督
的新婦－教會。 

第五部分：使命 
A. 喚醒基督的新婦－教會，使其明白現今的末世徵兆，警醒
預備，不再沉睡於夜間。  
a. （帖撒羅尼迦前書 5:6 -7 ）6 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
⼀一樣，總要警醒謹守。7 因為睡了的人是在夜間睡，醉了
的人是在夜間醉。 

B. 為彌賽亞神第二次的降臨預備道路。就像施洗約翰為神的第
⼀一次降臨預備好他的子民，以悔改的心期盼彌賽亞來到，並
且見證耶穌是彌賽亞，我們也要如此為耶穌再來而預備。 
a.  (約翰福音1:15）約翰為他作見證，喊著說：「這就是我
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來
在我以前。』 

第五部分：使命 
C. 成為智慧人，領多人歸義（但12: 3）；教導眾多人成為“光明
之子”(帖前5: 4 -5）。 
a. 不至於受到蒙騙：缺乏正確的認知會導向懼怕和困惑，這就
為被蒙騙而鋪了道路。大規模的叛道離教就是末世的其中⼀一
個癥兆（帖後2:3)。 

b. （但以理書12: 3） 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歸
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 

c. (帖撒羅尼迦前書5:4 - 5）4 弟兄們，你們卻不在黑暗裏，
叫那日子臨到你們像賊⼀一樣。 5 你們都是光明之子，都是
白晝之子。 

 

第五部分：使命 
d. (帖撒羅尼迦後書2:3）人不拘用甚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
他誘惑；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並有那大
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D. 愛真理的心。認清和認同末世到來時天父的心意、旨意、和計
劃，並且全然接受，與之在同⼀一陣線。不會因著所將面臨的処境
和試煉而對神產生誤解，從而覺得被觸犯而離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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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先鋒系列課程》 
末世先鋒的信念、呼召、與使命 
講員：Paul弟兄 
末世先鋒事工 

前言 
20世紀神興起的偉大中國佈道家之⼀一，宋尚節博士，在1927年
二月十日日記中寫下“先鋒”的預言：“這個時代，主不久即將再來。
在將再來而未來之前，主也要選召先鋒。主再來與初來不同：先
鋒不止⼀一人。主召我作先鋒者之⼀一，宣傳天國近了，主必快來的
消息。” 
 
21 世紀初，國際禱告院(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的畢麥克
( Mike Bickle)牧師開始推動“先鋒事工”。呼召神的兒女們，尤其
是年輕人，領受先鋒世代的呼召。 

前言 
我們末世先鋒事工(Kingdom for Jesus Corp.)，相信2001-201
1年間，世局變化在廣度，深度，及速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並且是根本性，核心性的改變。許多聖經中有關末世末期的
徵兆，已經顯出早期輪廓。它們將在未來的10年更具體化，且
加速度地交互影響，呈現更清晰的末世時空。我們現在要開始
起來行動，對照經文與時事來正確解讀變化的關鍵與趨勢，10
 年後才能到位，預備好進入神要我們站立的關鍵位置；不僅不
陷入困惑迷亂之中，還能明白神的作為，趁勢興起，領多人
歸義。 
 
如果您在研讀末本篇信息後，感受靈人（inner man)被感動或
點燃，我們鼓勵您繼續禱告尋求，可能您是被神呼召的末世先
鋒之⼀一。接下來，我們要談到先鋒者的：眼光(信念)、呼召與
使命。 

第⼀一部分：先鋒者的眼光 
A. 眼界及思維模式都是國度性的: 

a. 不僅只限於個人得救得祝福的福音，而更是把焦點專注在“神
國（或天國）”的福音. 以基督和他的國度為中心，對彌賽亞
國度降臨產生熱切的盼望。  
•  （但以理書2:44）當那列王在位的時候，天上的神必另立
⼀一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卻要打碎滅絕那⼀一切
國，這國必存到永遠。 －啟示天國的計劃。 

•  （以賽亞書9:6）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
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啟示天國的王耶穌基督。 

•  （路加福音1:31-33）31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
穌。 32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神要把他祖大衛
的位給他。 33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沒
有窮盡。  －啟示天國的王是耶穌！ 

第⼀一部分：先鋒者的眼光 
•  （以賽亞書9:7）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 他必在大衛
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 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 從今直
到永遠。 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啓示天國的
根基：公平與公義 

•  （啓示錄11:15）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
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启示天国要降临在地上，天国的王要掌权到永远。 

•  （馬太福音24：14）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
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 －特別指明“天國的福音”。
注：“末期(The End)“意思為：有目標性的結果,要帶出彌賽
亞千禧年國的誕生。 

第⼀一部分：先鋒者的眼光 
b. 國度目標的人生觀：我們人生的標竿就是要不斷地擴張神的
國度。 
•  在創世前永生神的國度計劃裏就已經包含了你我，我們都
是被託付要建立神國度中某⼀一部份，是不可或缺、重要的
⼀一份子。 
–  （歌林多前書9:17）我若甘心做這事，就有賞賜；若不
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 這裡講到賞賜與託付。
就像保羅，你我也有主的託付及賞賜(獎賞)。 

•  永恆的眼光：專注在領取永恆國度裏的獎賞﹐強有力的善
用今生的生命。多⼀一份禱告，多⼀一份服事，多贏得⼀一個靈
魂，就像多投⼀一塊錢在今生，到永恆多領⼀一億。這是投資
到永恆賬戶，非常值得。 
–  （以賽亞書40:10 ）主耶和華必像大能者臨到；他的膀臂
必為他掌權。他的賞賜在他那裡；他的報應在他面前。
－還有馬太福音25章才幹的比喻，不論你是幾千兩的，
只要忠心盡力，主都有獎賞。救恩是白給的，但獎賞是
賺取的。我們追求這個吧！ 

 

第二部分：先鋒者的末世觀 
A. 末世超級大徵兆－無花果樹發嫩長葉：以色列1948年復國至今
已將近64 年了！人子的腳步聲越來越清晰了。以致我們應當
對於末世末期到來﹐方舟關閉的時刻有迫切感，切身感，對於
靈魂收割產生火熱性。 
a. （馬可福音 13:28-29） 28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
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29 這樣，你
們幾時看見這些事成就，也該知道人子（人子：或作神的國）
近了，正在門口了。 

b. 如本文的前言所提：2001-2011年間，世局變化在廣度，深
度，及速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並且是根本性，核心性的改
變。許多聖經中有關末世末期的徵兆，已經顯出早期輪廓。
例如： 

第二部分：先鋒者的末世觀 
• 自然災變—馬太24章：產難的起頭。 
• 同性婚姻及多元的性取向—羅得的日子。 
• 網路科技突飛猛進—使未來敵基督政權掌控全世界，完全
可能。 

• 中東局勢—民主之名，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崛起，美國支持
以色列政策改變中，以色列更加被孤立。 

 
c. 麥子和稗子（馬太福音13 ：30）正在加速長熟，光明之子
越光明與黑暗之子越黑暗，沒有中間地帶可站。兩把快鐮
刀將分別地，快速地，收割麥子和稗子。 （啟示錄14：
14-19） 

第二部分：先鋒者的末世觀 
• （馬太福音13：30） 容這兩樣⼀一齊長，等著收割。當收
割的時候，我要對收割的人說，先將稗子薅出來，捆成捆
，留著燒；惟有麥子要收在倉裡。 

• （啓示錄14:14 – 19） 14 我又觀看，見有⼀一片白雲，雲
上坐著⼀一位好像人子，頭上戴著金冠冕，手裡拿著快鐮刀。 
15 又有⼀一位天使從殿中出來，向那坐在雲上的大聲喊
著說：「伸出你的鐮刀來收割；因為收割的時候已經到了
，地上的莊稼已經熟透了。」 16 那坐在雲上的，就把鐮
刀扔在地上，地上的莊稼就被收割了。 17 又有⼀一位天使
從天上的殿中出來，他也拿著快鐮刀。 18 又有⼀一位天使
從祭壇中出來，是有權柄管火的，向拿著快鐮刀的大聲喊
著說：「伸出快鐮刀來，收取地上葡萄樹的果子，因為葡
萄熟透了！」 19 那天使就把鐮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
的葡萄，丟在神忿怒的大酒醡中。 

第二部分：先鋒者的末世觀 
d. 末世的時空，是屬神兒女的時機。要把握住神的應許，掌
握時機，趁勢有⼀一番大作為。變化中神將預備各樣新的
契機，許多新的福音大門將被打開。越到末世末期，聖靈
越普遍性地，以更大能力澆灌下來。 
•  （使徒行傳 2:17）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
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
要見異象；老年人要做異夢。－ 是凡有血氣的，不是仅
限于基督徒。 

•  （使徒行傳 2:18）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
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預言。－此處“說預言” ，意思
是“見證耶穌”。 

•  （ 啟示錄 19:10b）因為預言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見證
。－大批靈魂將因聖靈的澆灌並你我為耶穌基督所做的
見證而歸向耶穌基督。 

第四部分：呼召 
A. 末世先鋒就是夜裏大聲呼喊：“新郎要到來！”的那位“有人”。 

a. （馬太福音25：3 - 5）3 愚拙的拿著燈、卻不豫備油． 4 聰
明的拿著燈、又豫備油在器皿裡。 5 新郎遲延的時候、他們
都打盹睡著了。 

b. 十個童女，不論是聰明或愚笨的都睡著了。但仍然“有人”聽
到新郎的腳步聲近了，喚醒童女們起來預備迎接新郎基督到
來。基督將來未來以先，神要興起⼀一大批先鋒者，喚醒基督
的新婦－教會。 

第五部分：使命 
A. 喚醒基督的新婦－教會，使其明白現今的末世徵兆，警醒
預備，不再沉睡於夜間。  
a. （帖撒羅尼迦前書 5:6 -7 ）6 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
⼀一樣，總要警醒謹守。7 因為睡了的人是在夜間睡，醉了
的人是在夜間醉。 

B. 為彌賽亞神第二次的降臨預備道路。就像施洗約翰為神的第
⼀一次降臨預備好他的子民，以悔改的心期盼彌賽亞來到，並
且見證耶穌是彌賽亞，我們也要如此為耶穌再來而預備。 
a.  (約翰福音1:15）約翰為他作見證，喊著說：「這就是我
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來
在我以前。』 

第五部分：使命 
C. 成為智慧人，領多人歸義（但12: 3）；教導眾多人成為“光明
之子”(帖前5: 4 -5）。 
a. 不至於受到蒙騙：缺乏正確的認知會導向懼怕和困惑，這就
為被蒙騙而鋪了道路。大規模的叛道離教就是末世的其中⼀一
個癥兆（帖後2:3)。 

b. （但以理書12: 3） 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歸
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 

c. (帖撒羅尼迦前書5:4 - 5）4 弟兄們，你們卻不在黑暗裏，
叫那日子臨到你們像賊⼀一樣。 5 你們都是光明之子，都是
白晝之子。 

 

第五部分：使命 
d. (帖撒羅尼迦後書2:3）人不拘用甚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
他誘惑；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並有那大
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D. 愛真理的心。認清和認同末世到來時天父的心意、旨意、和計
劃，並且全然接受，與之在同⼀一陣線。不會因著所將面臨的処境
和試煉而對神產生誤解，從而覺得被觸犯而離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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