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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年 7/22~7/28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2:15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王麗斌弟兄家 

Morganville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李勇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闵永恒弟兄家 

Woodbridge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七月廿二日 

讀經 伯 1~3；羅 2：1-16 

鑰節 「還是你藐視祂豐富的恩慈、寬容、忍耐，不曉得祂的恩

慈是領你悔改呢？」【羅二 4】 

禱告 神啊，不是我比別人好，而是因你豐富的恩慈、寬容、忍

耐，赦免了我不虔不義的罪，也赦免了我論斷人的罪。 

詩歌 憐憫，慈愛- YouTube 

七月廿三日 

讀經 伯 4~7；羅 2：17-29 

鑰節 「因為外面作猶太人的，不是真猶太人；外面肉身的割

禮，也不是真割禮。惟有裏面作的，才是真猶太人；真割

禮也是心裏的，在乎靈，不在乎儀文。這人的稱讚，不是

從人來的，乃是從神來的。」【羅二 28~29】 

禱告 親愛的主，教導我們一生所注意的是裏面的生命，靈的實

際，和神的榮耀！ 

詩歌 主，我曾否叫聖靈憂愁 churchinmarlboro.org 

七月廿四日 

讀經 伯 8~10；羅 3 

鑰節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

顯明神的義；」【羅三 25上】 

禱告 親愛的主，為你所預備的奇妙救恩，我們感謝讚美你，幫助

我們不斷憑著信來親近你，支取你的恩典。 

詩歌 何等奇妙的救主- churchinmarlboro.org  

七月廿五日 

讀經 伯 11~14；羅 4 

鑰節 「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神。」

【羅四 17上】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幫助我們經歷你是一位怎樣值得信靠的主；

並賜我們活潑的信心，一生信靠你，過榮耀你的生活。 

詩歌 信靠耶穌何其甘甜- churchinmarlboro.org  

七月廿六日 

讀經 伯 15~17；羅 5 

鑰節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樣，恩典也藉著義作王，叫人因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羅五 21】 

禱告 主啊，感謝你，我們今日成了蒙恩稱義的人，全是因你恩典

的作為。在每天的生活中，求你教導我們學習在生命作王。 

詩歌 信的故事- churchinmarlboro.org  

七月廿七日 

讀經 伯 18~20；羅 6 

鑰節 「現今也要照樣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以至於成聖。」

【羅六 19下】 

禱告 親愛的主，我將們自己奉獻給你，讓你「作王」管理我們，

好叫我們的生活、態度、性情有改變，直到全然的像你。 

詩歌 耶穌，你的全勝的愛- churchinmarlboro.org  

七月廿八日   

讀經 伯 21~24；羅 7 

鑰節 「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感謝神，

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這樣看來，我以內心

順服神的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羅七 24~25】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使我們認清自己可憐的光景，憑我們自

己，完全失敗。教導我們聯與你，好使我們脫離肉體的權

勢；靠著你完全得勝。 

詩歌 我無能力，我的主- 土豆网视频 

【但以理書第二章】但以理靠著神解夢 
【重點】但以理和他的同伴禱告後，得到神的指示，不但道出尼

布甲尼撒王的異夢本身，更解明這夢乃是指將來要臨到的事，因

而使尼布甲尼撒王俯伏稱頌。 

【中心思想】尼布甲尼撒王夢見一個大像，被一塊石頭打碎。此

夢的主要目的是： (1) 揭示神是掌管天地，而邦國興衰莫不在

祂所預定的計劃中（二 37~38）；(2) 使人承認祂是萬神之神、

萬王之主，又是顯明奧祕事的神（二 47）。此章是全書的樞紐，

此夢預告了歷史上各大帝國的演變。 

【鑰節】「要他們祈求天上的 神施憐憫，將這奧祕的事指明，

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與巴比倫其餘的哲士一同滅亡。這奧祕

的事，就在夜間異象中，給但以理顯明；但以理便稱頌天上的 

神。」【但二 18~19】 

【鑰字】「天上的神」。當但以理被擄到巴比倫作人質的時候，

神被稱作諸天的神，或者是天上的神，不再被稱作天和地的神，

因為在地上不再有神的見證。從外面看起來，神將全地的管治權

從祂的選民手中轉移到那些不認識祂或者不承認祂的外邦人的手

中。然而神沒有放棄祂的權利，祂興起但以理，見證祂仍是世界

的真正主宰， 統管全地，必在地上建立彌賽亞的永恆國度，所

以，在但以理書，神也被稱作「但以理的神」(但六 26) 。 

【主要人物】作異夢的尼布甲尼撒和解夢的但以理。 

【大綱】打碎大像的異夢 

(一) 尼布甲尼撒王為夢所困（二 1~3） 

(二) 哲士不能解釋夢的意義（二 4~13） 

(三) 但以理靠著神為王解夢（二 14~45） 

(四) 王的反應和但以理提升（二 46~49） 

【默想】我一個人無論如何不行，我需要別的弟兄姊妹的幫

助。―― 倪柝聲 

(一) 在信仰的道路上，你有沒有找到你屬靈的同伴呢？ 

(二) 當你處於困境時，你是會想到要和屬靈同伴一同禱告呢？ 

(三) 從世界歷史中，你是否看見神真實是主宰列國的興衰呢？ 

(四) 你是否讓未信者，因你的愛心、品格、行為和言語看到神是

一位怎樣的神，而尊重神呢？ 

【禱告】親愛的主阿，讓我們與屬靈同伴，一同在禱告中，經歷你

的同在，引導和能力。 

【禱告事項】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兒童服事禱告。 

◆ 為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RHrJ-WOUr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RHrJ-WOUr8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0/1-10-10%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75.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rust%20In%20Jesus.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stody%20of%20believe.htm
h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233.htm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DAdNKcJW89A/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DAdNKcJW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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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訊信息】但以理心志堅定(下) 
二  為王解夢 

    影響但以理一生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但以理為尼布甲尼撒王解

夢。這件事發生在第一章但以理拒絕王膳之後約三年左右。這時，

但以理剛受訓完畢，在巴比侖國中，還不是知名人物。但經過這事

件後，巴比侖全國上下都認識了但以理，與約瑟為法老解夢的情形

頗相似。 

1 世人的夢 

    當時尼布甲尼撒王作了一個夢，卻忘了夢的內容。他要巴比侖的

哲士們把他所作的夢說出來，並為他講解。可是巴比侖沒有一個哲

士能替他解那夢。於是尼布甲尼撒王下令要滅絕所有的哲士，包括

但以理和他的三個朋友在內。但以理聽到這消息，立即進去見王，

請求寬限日期；並告訴他的三個同伴，要他們同心禱告。就在當

夜，但以理得著神的啟示。第二天他便將夢的講解告訴尼布甲尼撒

王。於是巴比侖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說:"你們的神誠然是

萬神之神，萬王之王。"（但2:47）並且立即賞賜但以理，立他為總

理。 

2 巴比侖王之僕與神僕 

    在這裡，我們看見那些服侍巴比侖王的哲士們，真象俗語所說的

伴君如伴虎！他們的生命多麼沒有保障！那些平素在王前享受尊榮

富貴的哲士們，多麼虛空！他們無法抗拒所要臨到的災禍。他們在

巴比侖王手下受"福"，也在王手下受禍。他們的智慧給他們帶來光

明的前途，也給他們帶來悲慘的滅亡。另一方面，我們卻看見屬神

的人，在神的眷顧下，與世上的哲士們，有很大分別。他們不但自

己在苦難中有平安，也能使別人得著平安。災禍反而使他們得著更

大的福氣。 

3 聽命運與靠禱告 

    我們在這件事上，特別要注意的，乃是但以理不是任憑命運擺佈

的人。雖然尼布甲尼撒王誤會他與其餘的哲士、術士一樣，都在應

被殺之列，但他並不甘心和他們一同被殺，白白地受他們的牽累。

雖然別人看他象術士、哲士一樣，但他卻看自己是神的僕人，對神

的一切安排很柔順的接受，但對那些從黑暗的勢力而來的一切苦

難，卻決不屈服。他勇敢地反抗那些原非出於神、而是因仇敵無理

的欺壓而來的禍患。他不是用血氣的方法抗拒，而是用禱告，在神

面前得啟示、能力來抗拒。為什麼聖經要我們在受苦難時禱告（雅

4:1-3）？這暗示有些苦難並非從神來，我們可以借禱告拒絕而停止

苦難。但許多信徒在屬靈的爭戰上，是個厭戰的士兵。他們懶得去

求，情願用自己肉體的方法去應付各樣的苦難。 

    但以理有依靠神的信心，以及遠大的屬靈眼光，使他在眾人都只

顧驚惶慌亂的時候，能很冷靜地做很明智的抉擇，借禱告得著啟示

應付所要來臨的禍患。結果他不單救了自己免受這無理之災，也救

了巴比侖的哲士們，並使外邦的君王伏地稱頌神的名。照這裡的記

載，但以理原未被邀請為王解夢。巴比侖王竟把他忘記了！大概因

為那時他還未成名。王所注意的，只是當時哲士中最著名的一班哲

士們。可是但以理一聽見王所下的命令，便自動要求王寬限，以便

他禱告求神的啟示。他很勇敢地接受了一切哲士們所不能勝任的挑

戰:把神旨意的奧秘，向四周圍不認識神的人宣明，免使屬神的人

受連累。 

三  照常禱告 (但6:10-23) 

    瑪代波斯的大利烏王在位時，但以理被立為總長，統治全國。但

他雖受王的寵任，卻被其他兩位總長及一百二十位總督嫉妒。他們

因找不到但以理誤國的把柄，便設法在他的信仰生活中找尋把柄。

於是他們一同集合商議，要求大利烏王立一條禁例，禁止任何人在

一月內，在王以外向神或人求什麼，否則便要扔到獅子坑中。但以

理知道王答應他們的要求，且已在禁令上加玉璽，便回到自己家

中，一日三次，跪在神前禱告感謝與素常一樣（但6:10）。注意這

時的但以理已經是八十多歲的老人，單單扔下坑中已足夠把他扔

死，何況是扔下獅子坑？不少宗教圖畫把獅子坑裡的但以理畫成少

年人，其實這時已經是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可是他的外體雖然衰

老，但對神心志更堅定，與神更親密，在此可見: 

1 他決心保持與神親近 

    他自己與神之間的親密關係，決不容任何阻擋而疏遠。雖然只是

暫時的疏遠，一個月內不禱告，也不能妥協。他甚至願意付出生命

的代價，來維持與神之間素常的交通。他在神面前維持著穩定、很

規則的屬靈生活，不容任何今世事來打岔。因此他能屹立在巴比侖

和波斯王朝中七十年來作神的先知，竟不受巴比侖惡俗的影響。他

未因巴比侖王種種優厚待遇，而搖動對神忠貞不渝的心志，仍照神

的旨意禱告，在外邦君王前為神作見證。 

    許多時候，信徒的靈性生活和每天與神的交通，很容易被別的事

情打岔。我們總是原諒自己說:因為事情太忙。但我們不要忽略但

以理是巴比侖的總長。我們雖然忙，大概不會比他更忙吧？但他卻

能一日三次地在神前跪下禱告，與神親近。可見真正失去與神交通

的生活的主要原因，是我們在神前屬靈的心太軟弱了。我們根本沒

有心要保持與神親密交通。在平安時已經沒有心與神交通；在逼迫

來臨是，就只知驚惶失措。實際上，但以理未進入那有形的獅子坑

之前，已經進入無形的獅子坑了。那些要陷害但以理的總長和總督

們，比有形的獅子更兇猛。但外面的環境雖然這麼惡劣，但以理卻

很安詳地"禱告感謝，和素常一樣。"他的心很平靜、很安穩，因他

的心志堅定，決不動搖。他與神保持密切聯絡。 

2 他不用屬世的手段，專心靠神 

    他雖然願付任何代價來保持與神之間的交通，卻不肯利用他屬世

的地位和在王面前所受的寵信來對付那些要害他的人，而要仰仗神

的眷顧來維護他的靈性生活。按下文，大利烏王一聽見那些陷害但

以理的人，控告他違背王的禁令，要求把他扔在獅子坑中，便十分

憂愁，甚至終夜不能入睡，可見大利烏王對但以理是十分愛護的。

這樣，但以理不是可以在那些敵對他的人在大利烏王遊說的時候，

制止他們，使大利烏王不立這禁令嗎？但他不仰仗這些。他更喜歡

仰賴他的神親自來看顧他。也許但以理心中根本不覺得需要制止他

們，也許他認為根本無須和那些人在王面前爭辯什麼，因為他深信

自己安穩在神的手中，他的敵人是不能害他的。在他未進入有形的

獅子坑之前，神早已為他封住了那無形的獅子的口了。大利烏王立

不立禁令，對他沒有什麼關係。他們扔他入獅子坑或者不扔，都相

差無幾，因為他毫無損傷地下去，也毫無損傷地上來。 

    總之，但以理對神有一種很堅定的心志，不論在日常生活的小事

上，或嚴重的苦難和屬靈的爭戰中，都經得起考驗。神今天向我們

所要的是什麼？不是要我們用嘴唇尊敬他，而心卻遠離他，乃是要

我們將整個心靈交給他，向他有一個堅貞的心志，專一選擇他的道

路。 

   "我兒，要將你的心歸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悅我的道路。"（箴

23:26）"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因

為在肉身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你們存這樣的心，從今以

後，就可以不從人的情欲，只從神的旨意，在世度餘下的光陰。"

（彼前4:1-2）―― 陳終道《聖經中的得勝者》 

※  神的兒女聚集在一起，簡單的，專一的，真實的，同心合

意的在神面前求，必要得著更多的答應。─ 倪柝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