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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家訊】2016 年 11/6~ 11/12 

十一月六日 

讀經 耶三十七～三十九；耶路撒冷被攻破。 

鑰節 【耶三十九 17～18】「耶和華說：『到那日我必拯救你，

你必不至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我定要搭救你，你不至倒在

刀下，卻要以自己的命為掠物，因你倚靠我。這是耶和華說

的。』」 

十一月七日 

讀經 耶四十～四十二；耶利米的勸告。 

鑰節 【耶四十二 6】「我們現在請你到耶和華我們的神面前，他

說的無論是好是歹，我們都必聽從，我們聽從耶和華我們神

的話，就可以得福。」 

十一月八日 

讀經 耶四十三～四十五；巴錄從失望中得安慰。 

鑰節 【耶四十五 5】「你為自己圖謀大事嗎？不要圖謀！我必使

災禍臨到凡有血氣的。但你無論往哪裡去，我必使你以自己

的命為掠物。這是耶和華說的。」 

十一月九日 

讀經 耶四十六～四十七；對審判埃及的預言。 

鑰節 【耶四十六 28】「我的僕人雅各啊，不要懼怕！因我與你同

在。我要將我所趕你到的那些國滅絕淨盡，卻不將你滅絕淨

盡，倒要從寬懲治你，萬不能不罰你。這是耶和華說的。」 

十一月十日 

讀經 耶四十八～四十九；對審判摩押的預言。 

鑰節 【耶四十八 11】「摩押自幼年以來常享安逸，如酒在渣滓上

澄清，沒有從這器皿倒在那器皿裡，也未曾被擄去。因此，

他的原味尚存，香氣未變。」 

十一月十一日 

讀經 耶五十；對審判巴比倫的預言。 

鑰節 【耶五十 6】「我的百姓作了迷失的羊，牧人使他們走差

路，使他們轉到山上。他們從大山走到小山，竟忘了安歇之

處。」 

十一月十二日 

讀經 耶五十一～五十二；歷史的回顧。 

鑰節 【耶五十二 34】「巴比倫王賜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賜他一

份，終身是這樣，直到他死的日子。」 

「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為掠物。」【耶四十五 5】──神藉耶利

米安慰了巴錄。本章寫於公元前 605～604 年間，應是三十六章的

附錄。這章清楚地證明巴錄是記錄耶利米預言的人。耶利米是對

當時的人傳講神的話，神卻使用巴錄的筆，盡忠地記錄耶利米的

信息。此時，巴錄滿懷憂慮，將滿腔愁苦的話向耶利米吐露。耶

利米十分理解他的感受，因為他自己也經歷過慘痛的失望。耶利

米就向耶和華禱告時傾吐。今日鑰節提到神就吩咐耶利米，提醒

巴錄，不要為自己圖謀大事，因為一切人為的籌算都無濟於事，

只應完全信賴祂的主權；同時又應許他不論何往將保護他(「以自 

己的命為掠物」(5 節)是指保存性命)，使他可倖免於將要降於

埃及地的以色列人之災禍。 

親愛的，在人生的經歷中，苦難是不可避免的。從巴錄的經歷

中，你是否學習到──在磨難的日子中，不要為將來擔憂及籌

算一切，只需完全順服倚靠神呢？ 

「他的原味尚存，香氣未變。」【耶四十八 11】──耶四十八

值得注意的就是，耶利米預言摩押怎樣毀滅。摩押滅亡是由於

他們自以為是，目空一切，甚至輕慢神，至終招來亡國之災。

公元前 602年，摩押參與尼布甲尼撒的突擊隊攻擊猶大國，最

後為巴比倫所滅。有關摩押的預言還有賽十五～十六章；結二

十五 8～-11；摩二 21～3；番二 8～11等。今日鑰節提到耶利

米把摩押比作從未倒入其他容器的酒。摩押地以產酒聞名。酒

滓是酒的沉澱物。釀酒方法是把酒保存在一個瓶內，四十天後

隔開渣滓把酒倒出來，否則酒會不醇。這句話是說，摩押「常

享安逸」，而不願變動；好像酒「沒有從這器皿倒在那器皿

裏」，結果滿了渣滓，導致了他們「原味尚存，香氣未變。」

這裏的「香氣」，在希伯來文裏，意思就是「氣味」，就是原

來的味道。倪柝聲說的好，「神不要原味，神要那一個香氣有

改變。神要除去我們原來的習慣、性情、品格；凡我們不對的

地方，神都要把我們除掉。我們信徒『必須經歷許多艱難』(徒

十四 22)，這是主在那裏要除去我們的渣滓，使我們不再有自己

的味道，不再有天然的香氣。」神給我們許多的管教，許多的

對付，為要叫我們失去原來的味道。從這器皿倒到那器皿，就

是神的管教，是可寶貝的！ 

親愛的，不要作一個從來沒有倒過的人；基督徒的長進、變化，

乃在於被神倒來倒去。 
「賜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賜他一份」【耶五十二 34】──今

日鑰節提到約雅斤獲巴比倫善待「賜他所需用的食物」，直到

他死的日子。雖然神是審判的神，祂也是慈愛和憐憫的神。在

被擄的日子，神仍不斷以慈愛對待大衛王的後裔。神也是看顧

我們的神，祂知道我們的需要，也供給我們一切所需的。一位

為主道被囚的人說：「牢獄的牆、鎖，以及人的兇殘，都無法

阻礙神的愛，更擋不住主的同在，你仍有主的音樂與安慰，而

且使我們得勝苦難，使每一時刻更歡樂，雖然經年累月，仍像

轉瞬的片刻。瞻仰祂真是極大的享受，在祂千年如同一日那麼

短促。」 

親愛的，神不會忘記你日常的需要，因祂是看顧你終身的主 

《啟示錄第四章》──天上的寶座和敬拜  
【讀經】啟四 1～11。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了解天上行政中心日常的光景，包括

寶座與那坐在寶座上的榮耀異象，以及二十四位長老和四活物

的敬拜的情景。 

【主題】《啟示錄》第四章主題強調：(1)看見天上的門開了(1

節)；(2)看見坐在寶座上的(2～3 節)； 

(3)圍繞寶座的二十四位長老，七靈和四活物(4～8節上)；和

(4)敬拜和頌讚那坐在寶座上的(8下～11節)。 

【鑰點】我們特別看見，一幅極其壯麗的景象，創造萬物的主

宰，坐在榮耀的寶座上，即將審判全地；以及十全十美的敬

拜，天上地下所有的受造物，都稱頌神，將尊貴榮耀歸給祂，

因為認識祂的所是和所作──祂是聖潔，昔在、今在、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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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在的全能者(8 節)；並且祂是我們的主，我們的神，因祂創造

了萬物(11節)。 

【簡要】本章第 1節「此後」的一詞，說明由本章開始，講述的主

題是「將來必成的事」。在第四章，使徒約翰首先描述天上的寶座

和敬拜。約翰看見天上有門打開，並聽見上到天上的聲音(1節)。

於是他立刻在靈裏被提到天上，看見主坐在大寶座上，有一綠寶石

般的虹圍著寶座(2～3節)。另外寶座周圍有二十四位長老坐著(4

節)，另外有神的七靈(5節)和四活物(6～8節上)。那二十四位長

老和四活物將榮耀尊貴，感謝歸給那坐在寶座上的那位主(8節下～

11 節)。二十四位長老是宇宙的長老(他們事奉神，管理天使和宇

宙)，及四活物代表在神面前所有得救贖的活物。四活物的讚美是

晝夜不停的，而在每一次讚美中，二十四位長老都是俯伏下拜。本

章的結論是整個宇宙裏的一切，都是神創造的，並且乃是因祂的旨

意被創造而有的。 

【鑰節】「被聖靈感動，見有一寶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寶

座上。」(啟四 2)天上神的寶座是本書的中心，是一切人事物的中

心，而地上發生的事源於天上的寶座。所以我們首先要看見神行政

的寶座，明白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然後才得知其後在六～十九

章提到各種神的審判，都是從這寶座發出。 

【鑰字】「被聖靈感動」(啟四 2)──按原文應譯作「在靈裏」。

約翰在啟示錄中四次提到「在靈裏」(啟一 10；四 2；十七 3；二十

一 10)，意思是說表示惟有「在靈裏」的境界，我們才能清楚聽見

並看見神所指示的事(啟四 1)，因為聖靈是叫屬靈的人知道神開恩

賜給我們的事(林前二 12，14)，並且一切真實的預言都是被聖靈感

動而說出來的(彼後一 20～21)。讀本書請留心四大異象︰(1)教會

的歷程(一～三章)；(2)世界的終局(四～十六章)；(3)大巴比倫的

滅亡(十七～二十章)；(4)新耶路撒冷的出現(二十一～二十二

章)。約翰是在什麼環境之下看見這些異象呢？約翰看見這四大異

象都是「在靈裏」。其次，約翰是在「在靈裏」看見第一個大異象

是在被放逐到的拔摩海島上；第二個異象，約翰是「在靈裏」被帶

到天上寶座那裏看見的；第三個異象，約翰「在靈裏」是被天使帶

到曠野去看見的；第四個異象，約翰是「在靈裏」被天使帶到一座

高大的山上所看見的。 

【綱要】本章可分四段： 

(一)看見天上的門開了(1節)──要將以後必成的事指示你； 

(二)看見坐在寶座上的(2～3 節)──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

位坐在寶座上； 

(三)圍繞寶座的二十四位長老，七靈和四活物(4～8節上)──二十

四長老、閃電、聲音、雷轟、火燈、玻璃海、四活物； 

(四)敬拜和頌讚那坐在寶座上的(8下～11節)──我們的主，我們

的神，配得榮耀、尊貴、權柄。 

【鑰義】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約翰在本章開始描述他看見神屬

天行政中心的景象，然後逐章交代將來必成的事是如何發展的。我

們一定還記得，使徒約翰為神的道和耶穌的見證，被流放在拔摩海

島上(一 9)。年老的他，離開了親人、朋友，斷絕了教會中的交

通，以及平常所熟認的一切，來到一個淒涼、冷落、荒野的監獄

裏。在這種境遇之下，他坐以待斃嗎？滿腹愁腸嗎？悲哀絕望嗎？

不！他無處可望，卻可以舉目望天，低頭敬拜。正當 

他無路可走的時候，天門為他開了(1 節)！他看見了永在的全能

者，在天上寶座一直掌管一切(2節)；他聽見了那晝夜不住的讚 

美(8、11 節)，就寫下了寶貴無比的讚美詩！這時他身雖在地，

靈卻在天，外面雖苦，裡面卻甘甜。 

每逢亂局當前，苦難冤屈，孤苦喪志，窮途末路，無法知道出

路時，切記先禱告到寶座前，在靈裏舉目注視那位坐寶座者

吧！當天上的門也為我們打開時，我們就會看見衪才是天地間

的主宰，掌管歷史終局的主。因為萬物是因神的旨意被創造而

有的(四 11)，我們就自然會明白萬物、萬事的發生豈非偶然！ 

【默想】  

(一)約翰在靈裏被主召到天上(1節)，得見「將來必成的事」

(一 19)。當我們在地上，看見教會歷程的崎嶇(二～三章)，知

道大審判即將揭幕的(六～二十章)，讓我們舉目望天，在靈裏

看見天上神的寶座才是本書的中心，因為地上發生的事源於天

上的寶座。我們屬靈的天是否開啟呢？是否看見神的寶座堅定

在天(1～2節)？是否曉得神的信實永恆不變(3～4節)？是否深

信神的行動遍察全地(5 節)？是否知道神的主宰，被晝夜敬拜(6

～11節)呢？ 

(二)約翰看見天上的異象，就是在寶座的四周出現：二十四位

長老、閃電、聲音、雷轟、七燈(七靈)、玻璃海、四活物(6～8

節上)。我們是否能感覺到寶座周圍偉大，莊嚴，聖潔敬拜的氣

氛呢？ 

(三)四活物歌頌神的聖潔、永恆、大能(8節下)，而二十四長老

歌頌創造萬物的主宰(11節)。感謝神！衪是聖潔、公義、慈愛

的，有旨意、定計劃、掌管一切的神！那麼，我們是否願意改

變我們的宇宙觀、歷史觀、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来配合

神的安排呢？ 

【禱告】主啊！我們願意將我們的生命全然降服在袮的同在

中。 

【金句】「神曾向多人打開天上的門，對他們來說，環境非常惡

劣，這樣情形之下大不會有異象的。對被囚的與經常受苦的

人，他們被痛苦或疾病的鐵鍊所捆。有些孤寂的流淚者或因家

務而不能常到教會的婦女們，天上的門會開。在自然界，我們

不是也可有這樣的體驗嗎？鄉村的花木，早春的花卉，雀鳥的

鳴叫，小路上的陽光，都好似天上閉著的門！」── 邁爾《珍

貴的片刻》 

 夢想不會透過魔法實現；必需有汗水、決心和努力。A dream 

doesn’t become reality through magic; it takes sweat, 

determination and hard work. ~ Colin Powell 

 夢想是品格的試金石。Dreams are the touchstones of our 

characters. ~ Henry David Thoreau 

 設定新目標和擁有新夢想，永不嫌遲。You are never too old 

to set another goal or to dream a new dream. ~ C. S. Lewis 

 偉人討論理念，常人討論事件，心胸狹窄者討論人。Great 

minds discuss ideas. Average minds discuss event. Small minds 

discuss people. ~ Henry Thomas Buckle 

有個著名的傳道人說了這段名言： 

Believe great things of God. 相信神過去 所行大事。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為了神現在 圖謀大事。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期待神將來 成就大事。 

你可以用這三句話禱求你的一生成為神蹟。這個神蹟從哪一個

立足點開始？從神來的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