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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 年 9/16~9/22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2:00 P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王艾东弟兄家 

特別愛筵交通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一、 9 月 22 日~23 日的特別聚會，將由謝德建弟兄釋放信息，請

弟兄姊妹出席。 

。 

 

 
 

 
 

九月十六日 

讀經 傳 1-4；加六 

鑰節 「從今以後，人都不要攪擾我，因為我身上帶著耶穌的印

記。」【加六 17】 

禱告 親愛的主，讓我們一舉一動都要有新生的樣式，將你的印記

顯在我們的身上。 

詩歌 哦，我要像你 churchinmarlboro.org  

九月十七日 

讀經 傳 5～8；弗一 

鑰節 「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一 23)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承認，直到現在我們對你和你的教會認識並

不深。主啊，求你賜下亮光和啟示，讓我們真能知道你和你

榮耀的計劃。求你把你的心情放在我們裏面，叫我們注意你

所注意的，留心你所留心的，好使我們能完整的明白你的心

意，而投身在其中 

詩歌 聖徒眾心，愛里相系-churchinmarlboro.org  

九月十八日 

讀經 傳 9～12；弗二 

鑰節 「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

善，就是神所豫備叫我們行的。」【弗二 10】 

禱告 親愛的主，叫願我們能體會神的心意，與神同心和同工，讓

神的傑作得以顯明。 

詩歌 耶稣聚集我们在一起-生命诗歌 

九月十九日 

讀經 歌 1～4；弗三 

鑰節 「這奧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裏，藉著福音，得以同為後

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弗三 6)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實在是蒙了特別的憐憫，你把歷代所隱藏的

救恩向我們顯明了，而我們怎能私藏起來，不努力去傳福

音，使別人也同得這福音奧秘的好處呢？。 

詩歌 我們呼吸天上空氣- churchinmarlboro.org  

九月廿日 

讀經 歌 5～8；弗四 

鑰節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

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一切的父，超乎一切

之上，肯乎一切之中，也住在我們一切之內。」（弗四 4~6

原文） 

禱告 親愛的主，「但願我們完全合一，如你與父原為一；但願

我們愛裏相交，永不離棄這福道。」（聖徒詩歌 696首第

4 節） 

詩歌 福哉以愛聯繫 - churchinmarlboro.org 

九月廿一日 

讀經 賽 1～3；弗五 

鑰節 「乃要被聖靈充滿。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

口唱心和的讚美主。」(弗五 18~19) 

禱告 主啊，我們現在將自己交給你，將我們倒空，使我們被聖

靈充滿，以致聖靈能主宰的我們行事為人。 

詩歌 充滿我- churchinmarlboro.org  

九月廿二日 

讀經 賽 4～6；弗六 

鑰節 「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弗六

11)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深知在日常生活中常有從惡者來的攻擊，

若不靠著你，我們無法過儆醒、爭戰的生活。感謝你，靠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我們能得勝，而且得勝有餘。 

詩歌 我不敢稍微失敗 ――churchinmarlboro.org 

【但以理書第十章】榮耀基督的異象 

【重點】第十至第十二章是但以理書第四次所見的一連串大爭戰的

異象。第十章是這組異象的引言，主要是描述但以理得見榮耀基督

的異象和天使如何向但以理顯現及其談話內容。 

【中心思想】在這一章中，給我們看見但以理禱告所帶來的真誠禱

告結果。他與神之間的關係是如此的親密，這一切在於的他禱告生

活。在禱告中，他軟弱時，經歷了神的撫摸、安慰、力量；在與神

的交通中，他驚懼時，經歷了神賜的平安，叫他不要懼怕。 

【鑰節】「舉目觀看，見有一人身穿細麻衣，腰束烏法精金帶。他

身體如水蒼玉，面貌如閃電，眼目如火把，手和腳如光明的銅，說

話的聲音如大眾的聲音。」 (但十 5~6) 

【鑰字】但以理在異象中「見有一人」（但十 5）是誰呢？這一段

的經文若對照啟示錄使徒約翰所看見的異象(啟一 13~17)，我們可

以看出，但以理和使徒約翰所看見的，正是榮耀的主耶穌基督的異

象。 

【大綱】但以理所見最後異象的引言 

(一) 但以理得見榮耀基督的異象（十 1～9） 

(二) 但以理得蒙恩助（十 10～十一 1） 

【默想】你若想經歷在主裏面的安息及重新得力，就在聖靈裏禱告

吧！——Larry Lea 

(一) 但以理一生的事奉，是建立禱告的基石上。親愛的，無論在什

麼情況下，不管有多忙碌，你是否都會找時間，在神面前安靜

的禱告呢？ 

(二) 但以理在漫長的七十多年中，一直忠心的禱告；神既能垂聽但

以理的禱告，在這漫長的歲月保守了他，也一定能同樣地保守

我們不失腳(猶大書 24 節) 。在禱告中有主與聖靈的同在，就

能經歷神驅散我們一切的懼怕，並將力量加給我們。所以，還

有什麼事會使你懼怕而不禱告呢？ 

(三) 但以理所看見的「一人」（但十 5）是誰呢？並略說明這一段

異象的屬靈含意。 

【禱告】親愛的主，讓我們也能學習在禱告中重新得力，在禱告中

享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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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0To%20Be%20Like%20The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christian%20heart.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e%20Leadeth%20M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1/2-13-11%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Bless%20Be.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ill%20Me%20Now.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0/1-10-10%20weekl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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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訊信息】基督的再來(上) 
我們今天晚上來看為什么主耶穌還要再來？自然基督的再來乃

是一個非常大的題目。這需要許多日子來講它。但是今天晚上我

不盼望講許多的事，我只愿意說出一些重要的點來。 

一、神作為必須与他的儿子有關 

我們剛才問過，為什么主耶穌還要再來。人平常都以為基督的

再來是一個事實，是一件將來要發生的事實。這是實在的，但我

們需要知道他為什么要再來。為什么主耶穌必須再來？沒有主耶

穌的再來，神也能作某些事。如果僅是要把我們提到天上去，那

神不必讓主耶穌再來也能作這件事。如果不過為要結束這個時

代，神也可以不必讓主耶穌再來而作這件事。如果神僅僅要改變

這個世界，那么沒有主耶穌的再來，這一切的事和其他的事也都

可以完成。 

但是你們要看見這個就是重點，神從來沒有在他儿子的關系之

外作任何的事。神創造世界是与他儿子有關，他創造人類是与他

儿子有關，他救贖人類也是与他儿子有關。他差遣圣靈來是与他

儿子有關，他產生教會也是与他儿子有關。神從來沒有在他儿子

之外作任何的事，所以最后的一件事也必須与他的儿子有關。這

個再來必須是他儿子的再來。 

圣經告訴我們說，在創世之前，神早己立他的儿子為承受万有

的，神定規万有都要成為他儿子的產業。於是神就開始創造宇

宙，使它成為他儿子的國度。這一切都是屬於他的儿子。但是另

一位進來，把這一切都從他儿子那里偷去了。這另外一位就敗坏

了為著神儿子的這個創造。所以在時期滿足的時候，神的儿子就

來救贖他的產業，重新來創造一切，而成為基督耶穌里的一個新

創造。然后他就回到天上，差遣圣靈來，而在信徒的里面作新創

造的工作。神的儿子就要回來得著他的產業。這就是主耶穌為什

么必須要再來的原因。在這世界的歷史里，离開基督就不會發生

任何的事。這是非常概括的解答了我們的問題。現在我們要把它

分作几部分來看。 

二、是人蒙救贖的完成——身體得贖 

主耶穌的再來乃是人蒙救贖的完成。我們來看林前十五章。那

一章的圣經完全是講到我們人蒙救贖的完成，就是人完全的蒙拯

救脫离朽坏。因著人犯罪，朽坏就進入了這個世界。朽坏的意思

就是說有死的可能性，就是我們在新約圣經里所說的那個‘必

死’（林前十五：53）。那就是有死的可能性。因著人犯罪，這

個死的可能性就進入了世界，人就變成一個能死的東西。因著朽

坏，罪就臨到眾人。這是人類普遍的情形。因著亞當一個人，眾

人都死了，照樣因著基督一個人，眾人也都要活過來。死既是因

一人而來，所以生命也必須是藉著一人而來。并且圣經告訴我

們，生命和不朽乃是藉著福音臨到我們。生命和不朽坏的意思就

是說，那個死的可能性已經取消了。那里有生命和不朽坏，那里

就不再有死亡。這個非常大的不死的可能性，乃是因著接受了一

個不能朽坏的生命而有的。當你們看到林前十五章的時候，你們

就能看到那個日子，就是朽坏被不朽坏掃除了。那時生命就最終

而完全的吞滅了死亡。那一章是說到我們身體的改變。 

因著相信主耶穌，我們已經得著了那個不朽坏的生命。這個不

死的生命是在每一個神的儿女里面。在屬靈方面我們乃是學習靠

著這個生命而活；乃是這個生命使我們能向前跟隨主；乃是這個

生命使我們今日在這世上有了偉大的得胜。我們能胜過罪，胜過

自己，胜過世界，胜過那個邪惡的權勢，就是魔鬼。這一切都是

因著在我們里面這個永遠的生命。我們有這個生命住在里面，但 

是這個生命還沒有達到我們的身體。我們的身體乃是必朽坏的身

體，所以我們的身體還會死。但是在林前十五章告訴我們，主要

救贖我們的身體。 

當主耶穌再來的時候，那就是我們身體得贖的時候。那時救贖在

我們身體上就得以完成了。保羅說：“這必朽坏的，總要穿上不

朽坏的；這必死的，總要穿上不死的。那時經上所記，死被得胜

吞滅的話就應驗了。死啊！你得胜的權勢在那里；死啊！你的毒

鉤在那里；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胜”（林前

十五章五十三至五十七節）。所以他的再來就是人類最終的蒙到

救贖，就是信徒必死的身體得蒙救贖。保羅說，所有的信徒不是

都要到墳墓里去。但是當主再來的時候，我們無論是在墓里或是

活在地上，這都沒有兩樣。他說：“我們都要改變。就在一霎

時、眨眼之間死人要复活”（林前十五章五十一至五十二節）。

“以后我們這活著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帖前四章十七

節）。 

主耶穌再來乃是要完成救贖，使我們所蒙的救贖得以完成。這是

主耶穌最終的一件事，在人里面破坏撒但的工作。另外，你們要

注意主耶穌有多少次說到他的再來，都說是人子的再來。我們是

說主的再來，這是很對的。但是主耶穌說是人子的再來。他說：

“人子降臨在他的國里”（太十六章二十八節）。人子是什么意

思呢？我們要看見這個稱呼有特別的意義。這個稱呼是与人有關

系的。他是人的代表。因著他是人，所以他就救贖了人。因著他

是人，所以他在天上就代表了人。因著他是人，他就完成了人類

的救贖，并且這個救贖的完成乃是人的身體上。保羅說：“我們

這身體改變，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腓三章二十二節）。

這就是我們所以仰望主再來要得到的一件事。保羅說，我們在這

身體里也是嘆息，等候穿上那從天上來的身體（參看林后五章二

節）。你們有沒有在身體里嘆息過？難道你們不盼望有一天穿上

榮耀的身體，而在那個身體里再沒有嘆息么？這就是我們為什么

要仰望主再來的原因。這就是我們要祈求主快來的原因。——史

百克（救 贖八段） 

【心靈加油站】 
【我們該活在主隨時再來的儆醒中】『行事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

白晝』(羅十三 13)的意思是，我們每天的生活，都要像是基督已經

回來了，我們是活在祂同在的光明中。 

有這樣的一個故事：一個拜訪學校的人宣佈說，當他再回來時，會

把一份禮物送給全校書桌最整潔的同學。『你甚麼時候回來』學生

問。 

『我不告訴你們。』訪客回答說。 

一個向來不是整潔的女同學說她要贏取這份獎品。(你﹗)同學們嘲

校地說，『你的書桌一向是亂七八糟的﹗』 

『是的，但由現在起，每週開始時我都要把它整理乾淨。』 

『但是，他若在週末回來怎辦?』有人問。 

『那麼，我每天清早清理一次。』 

『或者，他會在放學的時候回來。』 

女孩子想了一想，然後說：『我知道該怎樣了。時刻保持清潔。』 

這也是神兒女等候主回來時應有的態度。我們要持守清潔的人生，

以致祂回來市我們不會羞愧。 

【當你們想不到的時候】麥奇納是蘇格蘭籍宣道人，有一次向他的

一些朋友說：「你們想，基督會在今天晚上來嗎？」他們一個個都

說：「我想不會。」當所有的人都說完同樣得到回答後，他嚴肅地

唸出下面的經節：「當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