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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 年 9/2~9/8 
主日早上 

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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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宪明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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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景译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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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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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九月二日 

讀經 詩 132~134；林後 5 

鑰節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

眾人就都死了；並且祂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

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林後 5：

14~15） 

禱告 親愛的主，求主幫助我們建立向主活的生活。 

詩歌 祂為我死 churchinmarlboro.org 

九月三日 

讀經 詩 135~139；林後 6 

鑰節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義和不義有甚

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甚麼相通呢？基督和彼列(彼列就

是撒但的別名) 有甚麼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

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林後六 14~16 上) 

禱告 主啊！求你教導我們和不信的人來往，賜我們智慧把他們

引到你面前；讓我們靠你恩典分別為聖，勇敢地為你作見

證。 

詩歌 絕對分別出來-生命詩歌 

九月四日 

讀經 詩 140~144；林後 7 

鑰節 「但那安慰喪氣之人的神，藉著提多來安慰了我們；不但

藉著他來，也藉著他從你們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們；因

他把你們的想念、哀慟，和向我的熱心，都告訴了我，叫

我更加歡喜。」【林後七 6~7】 

禱告 主啊！求保惠師聖靈成為我生命中的安慰，又使我們在生

活中能成為別人的安慰。 

詩歌 來罷，憂傷的人- churchinmarlboro.org 

九月五日 

讀經 詩 145～150； 林後八 

鑰節 「「再三地求我們，准他們在這供給聖徒的恩情(原文恩典)

上有分；並且他們所作的，不但照我們所想望的，更照神

的旨意先把自己獻給主，又歸附了我們。」【林後八 4~5】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使我們認識我們所有的均是由你而來，教

導我們肯將自己毫無保留的獻給你。因着你的恩典，叫我

們勝過錢財的霸佔。為着教會、聖徒的需要，肯甘心樂意

的擺上。 

詩歌 主！你得著我一生- churchinmarlboro.org 

九月六日 

讀經 箴 1～3；林後九 

鑰節 「「感謝神，因祂有說不盡的恩賜！」【林後九 15】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幫助我們在財物供應人上作忠心的管家，

能享受一個給的人生，和承受祝福。 

詩歌 願我成祝福 (生命诗歌) 

九月七日 

讀經 箴 4～6；林後 10 

鑰節 「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

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

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

回，使他都順服基督。」【林後十 4~5】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幫助我們每一天花時間親近祂，讀你的

話，不讓仇敵在我們的心思中有任何地位。 

詩歌 來阿，你這萬福泉源  churchinmarlboro.org  

九月八日 

讀經 箴 7～9；林後 11 

鑰節 「我為你們起的憤恨，原是神那樣的憤恨；因為我曾把你

們許配一個丈夫，要把你們如同貞潔的童女，獻給基

督。」（林後十一 2） 

禱告 主阿！如果我們已經失去了對你的愛，求你再來吸引我們

的心，讓我們全心的來愛你。 

詩歌 主我願單屬你- churchinmarlboro.org 

【但以理書第八章】公綿羊與公山羊的異象 
【重點】第八章是但以理第二次所見的一連串異象，內容包括

「公綿羊」、「公山羊」、「大角」、「四個非常的角」、「小

角」的異象。第八章的異象是第七章異象的補充說明。 

【中心思想】本章公綿羊與公山羊的異象仔細地描述了主前 330～

165 年的歷史事件。異象的內容特別強調了瑪代波斯和希臘這兩個

王國，因而藉此異象預言敵基督是如何迫害猶太人和敵基督迫害

將會在甚麼時候結束。神藉這異象啟示神在歷史中，如何彰顯祂

的作為，並且祂必按祂的時候施行審判敵基督和世上的國，並且

應許祂將拯救祂的子民。 

【鑰節】「他對我說：人子阿，你要明白，因為這是關乎末後的

異象。」【但八 17 下】 

【鑰字】「末後」(但八 17，19)意指從猶太人被擄末期直至基督

第二次再來之間的時期。本書的第二、七及八章的預言，不少已

經已經發生了。所以這樣看來，「末後」關於神的惱怒臨完（10

節），犯法的人罪惡滿盈（23 節），和大罪人污穢聖殿（23~27

節）不再是遙遠無期。感謝神！祂的國度將要來臨。 

【大綱】但以理見公綿羊與公山羊的異象 

（一） 引言（八 1～2） 

（二） 異象的內容（八 3～14） 

（三） 異象的解釋（八 15～27） 

【默想】主第一次來解決我們個人罪的問題，而第二次再來是解

決地上一切的難處。── 倪柝聲 

（一） 你有沒有發現但以理書第七章和第八章的對應之處？ 

（二） 你從「然後起來辯理王的事務」（八 27）這句話，是否看

出但以理美好靈性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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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mmary407.htm
http://songsandhymnsoflife.net/cu-0260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506.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ake%20My%20life.htm
http://songsandhymnsoflife.net/cu-0429#lyric-txt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come%20thou%20fount.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onlyforyo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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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親愛的主，藉這些預言，使我們裡面產生愛慕你再來的

心，並且讓我們作一班謹慎，儆醒，預備迎見你再來的人。 

【家訊信息】神是審判者 
你相信神的審判嗎？我意思是說，你相信有一位神做我們的審判

者嗎？ 

很多人似乎不相信。對他們說：神是父親，是朋友，是好幫手，

不顧我們一切的輳弱、虛謊和罪惡來愛我們，他們的臉龐立刻煥發

起來，你們就立刻與他們“心有靈犀一點通”。但對他們說，神是

審判者，他們就蹙眉搖首。他們不想這樣的問題，覺得這是不可接

受、不屑一顧的思想。 

但沒有很多真理，像神審判的工作一樣被聖經強調。“審判者”

這字常用在神的身上。亞伯拉罕為神所要毀滅的古代倫敦－一所多

瑪城——求情的時候呼喊說：“審判全地的主，豈不行公義麼？”

（創十八125）耶弗他在結束他向亞捫的侵略者發出的最後通牒時

說：“原來我沒有得罪你，你卻攻打我，惡待我，願審判人的耶和

華，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亞捫人中聞，判斷是非。”（士十一27）詩

人說：“惟有神斷定。”（詩七十五7）“神阿，求你起來，審判

世界。”（詩八十二8）在新約，希伯來書的作者說神是“審判眾

人的神”（來十二23）。 

這不只是說說而已；聖經歷史的每一扉頁，都呈展神審判的事

實。神審判亞當夏娃，把他們趕出伊甸園，咒詛他們在地上未來的

生活（創三）。神審判挪亞時代敗壞的世界，用洪水毀滅人類（創

六至八）。神審判所多瑪和蛾摩拉，用火山爆發式的大禍吞滅他們

（創十八，十九）。神審判苦待以色列人的埃及人，正如他曾豫言

的（參創十五14），向他們施降可怕的十災（出七至十二）。神審

判敬拜金牛犢的人，用利未人做他的劊子手（出卅二26一35）。神

審判向他獻凡火的拿答和亞比戶（利十1等節），後來又審判可

拉、大坍、亞比蘭，使地震開，吞吃他們。神審判私拿當滅之物的

亞幹，除滅他和他所有的（書七）。神審判進入迦南地以後對他不

忠的以色列人，使他們被異邦管轄（士二11等節；三5等節；四1等

節）。以色列人未進應許之地以前，神警告他的子民說，不敬虔的

最後刑罰，將會是驅逐出境；結果，經過先知屢次的警誡，神終於

實現他的警告，審判他們；北國（以色列）被亞述國擄去，南國

（換大）被巴比倫國所俘（王下十七；廿二15等節；廿三26等

節）。在巴比倫，神審判尼布甲尼撒王和伯沙撒王的不敬虔。神給

前者有機會將功贖罪，後者則無（但四5）。神審判人的記載也不

限於舊約。在新約中，審判臨到拒絕基督的猶太人（太廿一43等

節；帖前二14等節）；臨到欺哄神的亞拿尼亞和撤非喇（徒五）；

臨到驕傲的希律（徒十二21等節）；臨到敵擋福音的以呂馬（徒十

三8等節）；臨到哥林多教會的信徒，使他們生病（有些致死），

因為他們多有不敬，尤其干犯聖餐（林前十一29—32）。以上只是

聖經所載很多神審判的行動一些選例而已。 

從聖經歷史轉到聖經教訓——律法、先知、智慧文學、基督和使

徒的話語一一會發現神審判人這概念，掩蓋一切。摩西的律法，來

自一位以公義審判者自居的神，他的子民若干犯律法，他會毫不遲

延的用直接的行動施行刑罰。先知們也實在把握到這主題，所記下

來的教訓，大部分是闡釋和應用律法，以審判警告不法和不肯悔改

的人。他們傳講審判的篇幅，比豫言彌賽亞和他國度的篇幅還多！

在智慧文學裏，出現了同一觀點：在約伯記、傳道書和箴言書所有

實際的格言中，一個基本肯定的論題是：“神必審問你”，“因為

人所作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神都必審問”（傳

十一9；十二14）。 

不認真讀聖經的人煞有信心的向我們保證：從舊約進到新約的

時候，神審判的主題就消聲跡匿了；但當我們研讀新約，即使粗

心大意的讀吧，立刻會發現舊約中“神是審判者”的重點，不但

沒有退減，益且更為強烈。全本新約籠罩著將來宇宙性審判日的

肯定性，以及因此引起的問題：罪人應如何趁有機會與神和好？

新約聖經前瞻“審判的日子”， “忿怒的日子”，“未來的岔

怒”，並宣告神聖的救主耶穌是神委任的審判者。“那審判的”

站在門前（雅五 9），   “將要審判活人死人”（彼前四 5），

“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將賜保羅冠冕（提後四8），他是主耶穌

基督，“他是神所立定的，要作審判活人死人的主”（徒十

42）。保羅對雅典人說：“他已經定了日子，要籍著他所設立的

人，按公義審判天下；”（徒十七3I）又對羅馬人說：“就在神

籍耶穌基督審判人隱秘事的日子，照著我的福音所言。”（羅二

16）耶穌自己也說同樣的話：“父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父賜給它

行審判的權柄時候要到，凡在墳墓裏的，都要聽見他的聲音，就

出來。行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約五22，26等

節，28等節）新約中的耶穌，是世界的救主，也是審判者。 

但這是什麼意思？父或耶穌是審判者這概念，有什麼涵義？最

少有四方面： 

一、審判者是有權柄的。 

在聖經時代，皇帝常常是最高的審判官，因為他有最高的統治

權柄。根據聖經，神是世界的審判者也基於此。他是我們的創造

者，故擁有我們；既是我們的主人，就有權柄揮使我們，因此，

他有權柄為我們制定律法，根據我們是否遵守律法而賞罰。現代

多數國家立法司法分權而立，以致法官不制定他所執行的法律；

但古代並非如此，神也不是這樣。他是頒法者，也是審判者。 

二、審判者是與良善和公正認同的。 

現代人以為法官應該鐵面無私、不徇情面，這種想法在聖經中

並找不到。聖經的審判者是要喜愛公平公義、憎惡一切惡待人的

惡行。以聖經的標准來說，不愛公平、不以善勝於惡的法官，簡

直是怪物。聖經給我們清楚的看見，神愛公義、憎恨罪惡，在他

裏面完全實現了一位完全與良善和公正認同的理想審判者。 

三、審判者是有智慧分辨真理的。 

在聖經時代，審判官的首要任務是衡量面前案件的事實。他沒

有陪審團；他有責任，而且．只是他的責任，要查詢、盤問、偵

察假話，拆穿托詞，找出事情的真相。聖經描寫到神審判的時

候，就強調到他的無所不知和智慧，能鑒察人心，尋找事實。沒

有東西能逃過他；我們或能騙人，卻瞞不過神。他認識我們，以

我們的本相審判我們。當亞伯拉罕在幔利的橡樹看見神以人形顯

現的時候，神要亞伯拉罕明白，他現在要去所多瑪，查究那地道

德情形的真相。“耶和華說，所多瑪和蛾摩拉的罪惡甚重，聲聞

於我。我現在要下去，察看他們所行的，果然盡像那達到我耳中

的聲音一樣麼。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創十八20等節）神

總是如此。神必知道。他的審判是根據真相——事實的真相，以

及道德的真理。他審判人的隱秘事情，而不單看人公開的假面

具。保羅並不憑空說：“我們眾人都必須在基督的審判台前顯露

出來。”（林後五10，新譯本） 

四、審判者是有權執行判刑的。 

現代法官只宣判刑罰而已；另一個司法部門就執行判刑。古

代也是這樣。但神卻是他自己的執法者。他頒令、宣判，也執

刑。一切司法功能都集中他身上。──摘自 巴刻《認識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