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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 年 9/23~9/29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特別聚會                          10:50-12:00 P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李济湟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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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晚上 8: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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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廿三日 

讀經 賽 7～8；腓 1：1-11 

鑰節 「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

【腓一 5】 

禱告 主啊，求你賜我們愛心，和眾聖徒一同參與、共同有分，

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 

詩歌 速興起傳福音 churchinmarlboro.org 

九月廿四日 

讀經 賽 9～12；腓 1：12-30 

鑰節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腓一 27

上】 

禱告 親愛的主，使我們活出你的生命，生活中常常能見證、榮

耀你。 

詩歌 愿我成祝福 Songs and Hymns of Life (生命诗歌)  

九月廿五日 

讀經 賽 13～16；腓 2：1-18 

鑰節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祂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

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

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

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腓二 5~8)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願順服你，讓你的心思成為我們的心思，

好叫我們在生活中常常能見證、榮耀你，使別人得福，叫

自己得益處。 

詩歌 願你為大――Songs and Hymns of Life (生命诗歌) 

九月廿六日 

讀經 賽 17～20；腓 2：19-30 

鑰節 「別人都求自己的事，並不求耶穌基督的事。」「【腓二

21】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願以你的心為心，關心眾聖徒的事，也關

心教會的事。 

詩歌 主！使我更愛你- churchinmarlboro.org  

九月廿七日 

讀經 賽 21～23；腓三 

鑰節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

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

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三 13~14)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激勵我們，叫我們不滿於現況，乃是竭

力追求得著你，為我們人生的目標。 

詩歌 認識祢，耶穌- churchinmarlboro.org  

九月廿八日 

讀經 賽 24～26；腓四 

鑰節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四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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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時刻需要你- churchinmarlboro.org  

九月廿九日 

讀經 賽 27～29；西 1：1-14 

鑰節 「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祂喜悅，在一切善

事上結果子，漸漸地多知道神；」【西一 10】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激勵我們，為聖徒認識神的旨意而禱告。 

詩歌 求主教我如何禱告- churchinmarlboro.org  

【但以理書第十一章】榮耀基督的異象 

【重點】本章詳述南和北二王的交戰的異象，並預言敵基督將迫

害神的選民。 

【中心思想】本章預言外邦王國的戰爭，並預言末世敵基督的行

事和結局。此一連串的異象，主要目的是使我們知道歷史的每一

步，早已在聖經的預言中。讀到這一連串的異象，除了藉此回顧

歷史以外，更重要的是要認識神在歷史中的計劃。 

【鑰節】「作惡違背聖約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惟獨認識 神

的子民，必剛強行事。」(但十一 32) 

【鑰字】「認識神」會使我們「剛強行事」。在安提阿古逼迫的

時期，人若認識神，就會變得剛強，在敵基督迫害的時期也是如

此（啟 12：11）。實際上，在任何時期中的每個基督徒都應「認

識神」！因為我們「認識神」愈多，就會得著更多能力，足以勝

過試探和罪惡。我們愈「認識神」，對祂就愈有信心，就能夠在

患難、試煉、傷痛和任何苦難中保持忍耐。當然，我們若剛強起

來，就能為神勇敢行事，並且有能力去幫助別人。 

【大綱】外邦王國的戰爭與要來的敵基督 

(一) 波斯希臘之戰爭（2～4） 

(二) 南北二國之戰爭（5～35） 

(三) 末世敵基督的行事和結局（36～45） 

【默想】我們認識神有多少，享受神就有多少。 

(一) 人認識神的程度，將決定如何行事及為人。你認識神有多深

呢？ 

(二) 你對神的認識如何應用在實際的生活中呢？ 

(三) 你有什麼根據使你堅信本章的預言是確實的？ 

(四) 本章有一部份是預言，在當時還未應驗；但對你我而言，則

已應驗了。但你是否認識神在歷史中的計劃呢？ 

【禱告】親愛的主，讓我們更多認識你，更多享受你的豐富。 

【家訊信息】基督的再來(下) 
三、主的再來是使這個世界得蒙救贖——受造之物得蒙拯救 

主的再來也使這個人類所居住的世界得著救贖。神創造世界，

乃是要人与基督一同占有并承受這個世界，因為世界原本是為著

神的儿子基督創造的。“起初神創造天地”，神又“照著自己的

形像造人”，但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這里的人，原文都

是亞當），而末后的亞當比這個亞當所需要的還多。世界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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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20Soul.htm
http://www.google.com/url?sa=t&rct=j&q=%E9%A1%98%E6%88%91%E6%88%90%E7%A5%9D%E7%A6%8F&source=web&cd=1&sqi=2&ved=0CB0QFjAA&url=http%3A%2F%2Fsongsandhymnsoflife.net%2Fcu-0429&ei=xmUCT9mNForg0QG40_C_Ag&usg=AFQjCNGC1hSev_gID9uIj7jDZi-BXmMZ8A
http://songsandhymnsoflife.net/cu-0242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More%20Holliness%20Give%20M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0/3-7-10%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4-28-12%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6-3-12%20weekl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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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基督和那些屬他之人的，但是這個世界卻從基督的子民那里

被偷去了。這個世界原本是交在人手里的一個托付。圣經說：

“人算什么你派他管理”（詩八篇六節）。神是要人為著基督，

也是為著神來管理這個世界；但是人卻把己交給基督最大的仇

敵，就是撒但。人把它給了撒但，撒但就把它敗坏了。因此，神

就把咒詛臨到人和世界身上。我們再看羅馬八章的話。“受造之

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現出來。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

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离敗

坏的轄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榮耀。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

同嘆息勞苦直到如今”（十九至二十二節）。我們注意這里的

話，這個受造之物的本身是服在虛空之下，受敗坏的轄制，在那

里嘆息勞苦，等候得著救贖。我們知道這就是受造之物真實的光

景。這也是人類真實的光景。 

當人把神的創造交給撒但的時候，神就叫咒詛臨到世界。你們

也知道這個咒詛的影響。在舊約圣經里，你們能看到一個例證。

當耶利哥城被毀的時候，約書亞說：“有興起重修這耶利哥城的

人當在耶和華面前受咒詛”（書六章二十六節）。但是的确有人

重修耶利哥城，多年以后先知以利沙時代耶利哥城的人就來見以

利沙。他們說：“這城的地勢美好，只是水惡劣，土產不熟而

落”（王下二章十九節），像要熟的時候，卻都落到地上了，沒

有什么能夠結果。這一切都是叫我們失望。這就是咒詛所使然

的，這就是虛空這個詞的意思，這一切都叫我們失望。沒有一件

事和東西有最終的結果。沒有一件事是叫人心滿意足的。你用盡

了你的時間，金錢，和力量，卻得不著任何的東西。你們得的越

多，你得到的不滿足也越多。你永遠不能達到一個結果。這就是

咒詛的記號。這個咒詛是臨到人身上，也是臨到這個地上。所以

保羅說：“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他是落到一個境地永遠不

能有結果。他總叫人失望。這個世界的光景不是這樣么？你們都

知道這是真的。服在虛空之下，受敗坏的轄制，自己嘆息說，但

愿我能脫离這個咒詛，但愿我能從敗坏里得釋放。因此保羅說，

他們是在那里等候。在原文圣經里這里有一個很強的字，好像他

們都在那里要抓住一個東西，就是等候得贖。主耶穌說，這件事

在他再來時候就要發生。那時受造之物要蒙拯救脫离敗坏，他們

從轄制里得著釋放，也從咒詛和虛空里得釋放。受造之物都要變

成不死的。你們有沒有注意在圣經末了如何說到受造之物要變成

不死的。我們在今天早晨已經說過了。在生命河的兩岸所生長的

樹，每月都結果子。那就是說他們一再一再的結果子，在其中沒

有死亡。在現今這個舊造里，你只能在死亡之后才得到果子。當

樹結了果子，就死了。在它們要再結果子之先，就必須再有一個

复活。但是在那個蒙救贖的受造之物里，沒有這种光景。他們是

一直結果子，一直結果子，在其中沒有死亡。自然我們今天不能

了解這個，但那就是將要有的光景。那就是不朽坏，那就是不死

的。不再有死亡，因此不再有失望，不再有傷心。這就是主再來

的得胜。圣經說：“他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与他一同顯現”

（西三章四節）。保羅說：“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現

出來”（羅八章十九節）。這就是說當他顯現的時候，我們要和

他一同顯現，那時受造之物就得蒙拯救。這是另一個答案來解答

我們的問題，為什么主耶穌要再來。 

四、是叫一切在他里面受審判——以基督為測量的標准 

在這件事上還有另一面。這不是快樂的一面，但這仍舊和主耶

穌有關系。主的再來也是說，一切都要在基督里受審判。在使徒

行傳十七章三十一節：“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要藉著他所設立

的人，按著公義審判天下”。我不清楚你們的翻譯是怎樣，但正 

确的翻譯是這樣：“他要在一個人里按著公義審判天下”。不是

藉著一個人，乃是在一個人里面。自然那一個人就指人子說的。

神要在他所設立的人里按公義審判天下。‘設立’這個辭在希腊

文就是水平線的意思。你們知道水平線是什么。水平線就是指著

你所能看見的一個最大的范圍。這就是這里翻作「設立」的這個

詞。所以完滿的說法是這樣：“他要在一個人里按著公義審判天

下，這個人就是他所設立的水平線”。耶穌基督乃是一個范圍，

在這個范圍里一切都要審判。你們現在可以看見這個意義了。神

使主耶穌成為一切事物受審判的標准。 

基督已經被傳場出來了，你們已經有机會來認識耶穌基督，最後

就是用這位基督耶穌來測量你。那個審判不是說你犯了多少罪，

或者你犯的罪多，或者你犯的罪少，不是這樣。有些人想，他們

若是只犯了一點點的罪，他們就只受一點點的審判。那些犯罪多

的人，就多受審判。有人想，他們如果不是那樣的坏，他們就不

會受審判。所以他們說，我不作這件事，我不作那件事。我不像

某人那樣的坏。我比他好一點。所以他們以為審判是根据他們的

罪多，罪少，是根据他們是否有比別人好一點。然而這樣作就不

公平了，這樣就不公義了。因為有些人比別人有更好的机會。有

的人生來就是貧苦的，從他們最幼稚的時候，就被教導犯罪。他

們從作嬰孩就受到教導如何犯罪。我看見有的母親教導她們的嬰

孩喝酒。那么到長大的時候，他們變醉酒的人，那是沒有什么可

希奇的。他們沒有好的机會。我看見許多父母教導他們的孩子去

偷盜。那些孩子在他們最起頭的時候就受到這种教導。他們長大

了就去作賊。他們從來不懂得更好的事。而另外一班人生來就是

在高尚的家庭里，有的是生在基督教的家庭里，他們從來沒有受

到這些坏的教導，所以他們從來不作這些事。如果神審判這些不

好的人而讓那些比較好的人過去，你想這是公義的么？那就不是

按著公義來審判天下的了。那就是不公義、不公平。神不是這樣

的一位神。神對任何人的審判只有一個根据。神審判的根据不是

問說，你犯的罪少，或是你犯的罪多。神審判的根据乃是問說，

你如何對待我的儿子。當你知道救恩乃是在基督耶穌里，當你听

見福音論到救恩乃是藉著耶穌基督得到，當你知道耶穌基督的時

候，你對他如何呢？這就是審判的根据。神要按公義在一個人里

審判天下，并使這個人作為審判的范圍。在主耶穌再來的時候，

神要作這件事。這又是我們的問題，為什么主耶穌要再來的另一

個答案。就是說神要按著公義在他所立的人里來審判天下。 

五、是使他的榮耀得以在教會里并藉著教會彰顯出來 

我們必須以另外好的一面來結束。主的再來就是說，他的榮耀得

以在教會里，也是藉著教會彰顯出來。這是關乎主的再來的最大

的一件事。他的榮耀要藉著教會，也是在教會里彰顯出來。我們

怎么知道呢？圣經是這樣說，帖后一章十節：“這正是主降臨要

在他圣徒的身上得榮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顯為希奇的那日

子”。他降臨要在他圣徒身上得榮耀。那時所有天上的都要說，

這不是很希奇么？你們可以看他在一班人身上所作的事。他要在

一切信的人身上顯為希奇。他的榮耀要在他的教會中，并藉著他

的教會顯給整個的宇宙看。所以我們就用很熟的一句話來結束，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

過我們所求所想；但愿他在教會中，并在基督耶穌里，得著榮

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在教會里并在基督耶穌里得到榮

耀。直到永永遠遠。那時他要降臨，在他圣徒身上得著榮耀。這

是為什么有主耶穌再來的最后一部分答案。史百克（救贖八段） 

※  基督帶進教會，教會帶進國度；惟有教會真正讓基督作王掌

權，纔能促進主的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