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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 年 8/26~9/1 
主日早上 

Turkey Swain Park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全教會相調烤肉活動  10:50-3: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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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育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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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9 月 2 日主日聚會地 點，將改在 Robertsville Bible Church。時

間：10:00-12:00AM；地 點：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八月廿六日 

讀經 詩 98~102；林前 14 

鑰節 「但作先知講道的，是對人說，要造就、安慰、勸勉人。」

【林前十四 3】 

禱告 親愛的主，使用我們的口，只說造就、安慰、勸勉人的話。 

詩歌 主，我不過是你運河-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廿七日 

讀經 詩 103~106；林前 15：1-28 

鑰節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

【林前十五 19】 

禱告 主啊，幫助我們在每天的生活中經歷與你同在、同行，見證

你復活的大能。 

詩歌 因他活著-聖徒詩歌 

八月廿八日   

讀經 詩 107~110；林前 15：29-58 

鑰節 「我如今把一件奧祕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

是都要改變。」【林前十五 51 上】 

禱告 親愛的主，感謝你，你己經過了死而復活又進到榮耀裏去，

所以幫助我們，不看人和人今日所有的，只叫我們定睛在你

身上。主啊，讓我們充滿信心和喜樂，盼望你快來！當那日

子來臨時，你要結束地上的一切，把我們帶進榮耀裏，與你

同享榮耀。 

詩歌 有一日 YouTube  

八月廿九日 

讀經 詩 111~118；林前 16 

鑰節 「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詛可咒，主必要來。」【林前十六

22】 

禱告 主啊，我們願意更多愛你，更多愛你的教會。 

詩歌 耶穌耶穌我的性命-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三十日   

讀經 詩 119：1-88；林後 1 

鑰節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

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林後一 4) 

禱告 神啊，你的憐憫何其豐富、你的安慰何其親切。我願時時親

近你，接受你各樣的安慰。 

詩歌 來罷，憂傷的人-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三十一日   

讀經 詩 119：89-176；林後 2~3 

鑰節 「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裏返

照，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林後三 18)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願常常轉向你，注意你，完全地向你敞開，

好讓你的榮光照亮我們，使我們反照你的榮光，讓別人從我

們身上看見你。 

詩歌 哦，主耶穌，當你在地- churchinmarlboro.org  

九月一日 

讀經 詩 120~131；林後 4 

鑰節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其大的能力是出於

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四 7） 

禱告 主啊，謝謝你，我們裏面有大能的寶貝。叫我們欣然迎接一

切遭遇，天天經歷你復活的生命與大能，使裏面的人剛強、

更新、變化！。 

詩歌 主活我裡面 churchinmarlboro.org 

【但以理書第七章】四獸和人子的異象 
【重點】第七章所記戴的是但以理第一次所看見的異象，內容包

括「四個大獸」、「十角」、「小角」、「亙古常在者」、「人

子」等一連串的異象和天使的解釋。 

【中心思想】本章記戴的四大怪獸和人子的異象。這四頭獸所代

表的是世上四大帝國的興起和衰落。而人子的異象乃是預言基督

要來建立一個永恒的國度（七 14，27），使萬民事奉神。 

【鑰節】「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

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

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永遠的，不能廢去，他的

國必不敗壞。」（七 13~14） 

【鑰字】在但以理書中，「 異象」(但七 1)一詞出現三十多次。

本章但以理在同一個夢裡清醒地看見了一系列的異象。注意在七

章 2， 6， 7， 9， 11， 13， 21 中的短語「我見」或「我觀

看」。神是藉著異象，對但以理啟示了祂隱藏的旨意，並且要求

他知道祂在地上的行動。但以理得見奧秘的異象，得著神的啟

示，明白並且記錄了預言，乃是因他與神有密切的關係，因為

「耶和華的秘密是和敬畏祂的人一起；祂必將自己的約指示他

們。（詩二五 14另譯）」 

【大綱】但以理見四獸和像人子的異象 

(一) 異象的內容（七 1-14） 

(二) 異象的撮要（七 15-18） 

(三) 異象的詳解（七 19-28） 

【默想】神在其啟示中編排的預言，順著歷史進展到今天，一字

一句的應驗了。—— Ray C. Stedman 

(一) 對第七章中四獸的異象，你如何解釋？對人子的異象，你有

沒有感到何種安慰？又在哪方面令你不安呢？ 

(二) 祂再來要來建立一個永遠的國度，與神的聖民一同掌權，而

使萬民事奉神你。現在你的一切是否都受祂的支配呢？在祂

要使萬民事奉祂之前，而你是否現在忠心地事奉祂呢？ 

【禱告】親愛的主，但以理在異象中看見你要再來，建立一個永

遠的國度，並且與神的聖民一同掌權，直到永遠。我們現在願受

你的支配，將來與你一同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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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637.htm
http://www.christianstudy.com/data/hymns/text/hymnary114.htm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FezFOcp0b0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227.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506.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506.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Christ%20Liveth%20In%20M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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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訊信息】啟示 
啟示並沒有別的意思，就是聖靈將一件事的真相，在信徒的靈

中指示給他看，叫他知道而已。我們所有一切的知識，不論是聖

經，或是對神，惟有一種是有價值的，就是聖靈在我們靈中所啟

示的真理。神不是一下子就將自己向人的理性解釋明白的。人並

不會藉著理智一下子就認識神。人的理智無論如何聰明，並且就

是都明白神了，究意他所明白的好像總有一重幕把他蓋過。他只

能用理由推想幕後面的事情，他並沒有看見幕後面的實情。他還

沒有「看見」，所以他只能「明白」，並不能「知道」。基督教

如果不是一個啟示──個人的啟示，基督教就絲毫價值都沒有。

每一個信神的人，總應當在他的靈裏得著神的啟示，不然，就他

所信的，不過是人的智慧、理想和言語，而非神的自己。這樣的

信仰，在試探的時候是站立不住的。 

這一種啟示，並非甚麼異象、甚麼從天來的聲音、甚麼夢兆、

甚麼身外的能力震動人的軀體這些事可以一一發生在一個人的身

上，而他尚沒有得著啟示。啟示是直覺裏面的事，是安靜的、不

慢不急的、若有聲若無聲的。多少人自稱為基督徒，他們所相信

的基督教，不過是一種人生哲學，或倫理道德，或幾條真理，或

幾件超然的事實。相信這些並不會叫人重生，不會叫人得著一個

新的靈。今日這樣的「基督徒」雖然甚多，而他們的屬靈用處，

卻是全等於零。每一個接受基督的信徒，神施恩給他們，叫他們

在靈中看見靈界的實在，好像有一層幔子從他們面前揭開了一

般。他們現在所知道的，是比他們在心思中所明白的，不知道深

了多少。信徒從前所明白的、會意的，現在好像是有了新的意

思。現在甚麼都是透明的，是切實知道的，因為已經在靈中「看

見了」。「我們所說的，是我們知道的，我們所見證的，是我們

見過的」(約三11)。這是基督教。智力的推求，並不會拯救人；

靈中的啟示，才會叫人真認識神。 

【得啟示所必須的是甚麼】有兩件東西是得啟示所必須的：(一)

從神來的亮光，和(二)開啟的眼睛。 

【眼瞎的人見不到光】許多人為甚麼看不見，理由不是因為沒有

光。難處是在於我們的眼睛是瞎的，而不在於神將光扣住了。缺

少啟示是由於瞎眼。我們認為我們一切都對，我們認為我們知道

並且熟悉。因此，我們得不到光就不奇怪了。 

在極為相同的情況下，有的人看見的較多而另外有的人看見的

較少，這是因為他們裏頭的眼睛不一樣。那些不覺得有需要或者

認為自己沒有多少錯誤的人，結果總是受到損失的。 

主曾講過坑、瞎子和瞎眼領路的人故事(太十五14)。這裏有三個

因素，如果沒有坑，那我們是不是瞎子都不要緊；但是有一個坑

在那裏，因此那些瞎子就要掉進去。 

有三種形式不同的瞎眼： 

 (一)那些憑他們所聽到的一切來建立自己的人，他們說：「對

啊，那個我懂得，在某一個時候我就已經看見了。」或說：「是

阿，我多年來就知道了。」其實他們並沒有真正的看見，他們是

憑他們所聽見的來鞏固他們的瞎眼。 

 (二)那些凡事都反對的人。 

 (三)那些對你所講的一切都容易地表示贊成卻不照著所聽到的

去運用的人。因而他們一無進展。 

【看見唯一的條件】唯一的條件(我講了還要再講，並且不能說已

經講得很夠了)，看見的唯一條件是十字架。我們老是在我們的思

想、聰明、觀念裏轉來轉去，但是，人的聰明在屬靈的事上沒有

一點用處，它不能進到屬靈事的裏面，它是完全被排除的。叫人

看見的是十字架，當十字架作工時，我們就看見：十字架不是道

理而是經歷。我們可能會講十字架的道理，在我們的頭腦裏也知

道一大堆的十字架的道理，可是十字架卻沒有摸到我們的生命。

我們中間有些人，他謙卑是因為他是在黑暗裏，我們的謙卑是出

於自己，那就不過是死行。我們聽到人家講謙卑，所以我們也就

產生了一個謙卑，這個謙卑就代替了看見，代替了有光，代替了

受十字架的對付。我們是認為我們要為謙卑作點甚麼的。 

在聖經裏，我們讀到許多人遇見了神就倒下來。他們一被神的

光打倒，就全了了。但是今天也有許多人用扔掉自己來代替因看

見到光而有的倒下。那是他們作出來的，他們產生出一些不是從

神來的東西。如果神真的遇見了我們，如果祂的光殺死了我們，

那乃是全然在我們之外的事情，並且時間和情況也不由我們掌

握。總有一些人企圖生產一些東西出來，他們嘗試著靠自己去

作；他們選擇道路、時間和方法。然而這一切全都無用，並且絕

對沒有價值。這一切必須除去掉，然後神才能作事。 

如果我們有過一次根本性的看見，然後我們就會有繼續不斷的

看見，這就一定能有一個開啟的天。 

有這樣的一些人，他們有太多的經歷，這都是全憑他們自己而

樹立起來的。但是我們並不需要許多的經歷，我們需要有大的經

歷，需要有一些厲害的根本性的經歷。我們當中有些人以為我們

時常被對付；我們實在是一直、始終受對付的。作為對付的結

果，我們以為我們都對了，然而這許多的對付只是培養了我們的

驕傲。那些最是在小的方面受對付的人(那就是未曾先有過根本性

對付的人)，乃是最驕傲的人。如果我們天然的生命缺少根本性的

對付，就沒有別的甚麼是有用處的。只有那些受夠了根本性的擊

打的人才肯停止他們自己的工作。 

有一些人他們使自己倒下來，他們使自己謙卑下來，然而那只

是一種天天的自我訓練的方法。他們嘗試把他們所聽到的去作出

來，然而這絕對沒有屬靈價值，這種作，除了使他們驕傲以外，

並不能給他們任何幫助。 

我們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來產生出任何有屬靈價值的東西。每一

天的看見乃是來自我們的眼睛那一次根本性的被開啟。 

【誠心讓神打倒】神在甚麼時候以及怎樣把我們打倒，我們並不

曉得。但是，如果我們是以誠實的心行在祂面前，將自己交給祂

並將自己放在祂手中，祂要使這件事發生，祂要作這件事。 

「耶和華的眼目遍察全地，要顯大能幫助向祂心存誠實的人」

(代下十六9上)。一個完全的心就是一個誠實的心。神不怕那些用

腳踢刺(趕牛錐)的人，掃羅踢過，但他是誠實的。神只怕那些故

意做作的演員式的人。 

所有屬靈的經歷都是來自裏頭的看見。離開了看見，我們就不

會有真的經歷。對於好些人來說，不幸的是他們聽到一些東西，

因為他們一聽到了就立刻要把它作出來。有些神的僕人是因為那

麼多人聽了卻不去行而歎息。而我卻相反，我是為那些聽了就立

即去行的人更感到害怕，因為對好多人來說，那不過是死行：是

他們去作出來的，是他們嘗試著去產生出來的。決不是我們要去

產生甚麼而是神作。一個尚未得救的人若嘗試著要像一個得救了

的人那樣去行，那只會遲延他的得救。得救只走是一步，而在他

的情況裏，他卻要走兩步。他首先要停止他作的那一步，才能走

得救所當走的這一步。―― 倪柝聲 

 在屬靈的生命上，異像是必須的，因為異象給我們人生的意

義。如果我們沒有異象的話，我們做人實在沒有意義。異象也

給我們目的，給我們知道我們的方向在哪里。異象也給我們力

量，叫我們能靠著這個力量能往前走。―― 江守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