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瑪波羅教會家訊───「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四 16) 

 

 

 
1 

【本週聚會】2016 年 5/29~ 6/4 
福音營 

Blue Mountain Christian Camp 

福音聚會                          9:00-12:00  AM 

擘餅聚會                          7:00-8:00     P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黄志杰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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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9:30 PM     陈兵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国华姊妹家 

 

 

 

 

 
 

五月二十九日 

讀經 代下七～九；神對所羅門獻殿禱告的回覆 

鑰節 【代下七 14】「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

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

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五月三十日 

讀經 代下十～十二；羅波安遵守了神的話 

鑰節 【代下十一 4】「耶和華如此說：『你們不可上去與你們

的弟兄爭戰，各歸各家去吧！因為這事出於我。』眾人就

聽從耶和華的話歸回，不去與耶羅波安爭戰。」 

五月三十一日 

讀經 代下十三～十四；亞撒呼求耶和華他的神 

鑰節 【代下十四 11～12】「亞撒呼求耶和華他的神說：『耶和

華啊，惟有你能幫助軟弱的，勝過強盛的。耶和華我們的

神啊，求你幫助我們；因為我們仰賴你，奉你的名來攻擊

這大軍。耶和華啊，你是我們的神，不要容人勝過你。』

於是耶和華使古實人敗在亞撒和猶大人面前，古實人就逃

跑了。」 

六月一日 

讀經 代下十五～十六；亞撒有病卻不求神醫治 

鑰節 【代下十六 9】「耶和華的眼目遍察全地，要顯大能幫助

向他心存誠實的人。」 

六月二日 

讀經 代下十七～十八；約沙法的事蹟 

鑰節 【代下十七 5～6】「所以耶和華堅定他的國，猶大眾人給

他進貢；約沙法大有尊榮資財。他高興遵行耶和華的道，

並且從猶大除掉一切邱壇和木偶。」 

六月三日 

讀經 代下十九～二十；約沙藉著禱告轉危為安的記錄 

鑰節 【代下二十 3】「約沙法便懼怕，定意尋求耶和華，在猶

大全地宣告禁食。 

六月四日 

讀經 代下二十一～二十二；亞哈謝的事蹟 

鑰節 【代下二十二 3】「亞哈謝也行亞哈家的道；因為他母親

給他主謀，使他行惡。」 

「若是」【代下七 14】——代下七 14節可以作為整卷書的金

句。盼望能熟記它，作隨時的幫助。雖然這節是對神的選民以

色列人說的，不過也可以應用在我們身上，特別在靈性軟弱、

處於低潮的時候，給我們鼓勵。基督徒的恢復與復興必須具備

下列四個條件：（1）謙卑地承認自己的罪；（2）向神禱告；

（3）尋求神的面；（4）轉離惡行。所以不管我們的光景如

何，我們「若是」降服祂、向祂禱告、歸向祂並悔改，祂必恢

復與復興我們。我們是否因為失敗、軟弱、困頓，而與神疏遠

隔絕呢？請切記，神樂意向我們施恩。祂正在等候，要垂聽我

們的認罪，並願重新順服祂。只要我們「若是」悔改和委身，

並向祂禱告，祂的應許必然實現，必使我們得到恢復與復興。 

【君王救主再來的預言】 
【讀經】太二十四 1～51。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瞭解君王救主再來之講論，包括預言：

(1)聖殿將被拆毀，(2)大災難(世界末日)的光景，與(3)人子榮

耀降臨時之情形；以及明白(1)無花果樹，(2)被提，(3)賊，與

(4)僕人的比喻，而教導我們警醒與預備祂的再來。 

【主題】《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的主題說到：(1)預言聖殿將被

拆毀(1～2節)；(2)世界末日的預兆 (3～31節)；和(3)儆醒預

備被提(32～51節)。 

【特點】我們特別看見，主再來的預兆： 

(一)世界末期以前的預兆：(1)將有好些迷惑人的要起來(3～

5，11 節)；(2)將有許多人為和天然的災難要發生(6～8 節)；

(3)將有許多迫害聖徒不法的事要發生(9～10，12～13節)；(4)

必須先將福音傳遍天下(14節)。 

(二)世界末了的預兆：(1)敵基督要顯在聖殿裏(15～20 節)；

(2)必有大災難(21～22 節)；(3)仍將有假基督和假先知要起來

(23～26節)。 

(三)基督再來的預兆：(1)人子降臨時的兆頭(27～31節)；(2)

無花果樹枝發嫩長葉的預兆(32～36節)；(3)人子降臨乃像賊突

然來到(37～44節)。 

【鑰節】「耶穌在橄欖山上坐著，門徒暗暗的來說：『請告訴我

們，甚麼時候有這些事；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甚麼預兆

呢？』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

(太二十四 3～4)門徒所發問的三問題，給我們不少亮光來明白主

再來的預兆；在主的回答中，首先我們看見祂警告我們，當懷著

鄭重謹慎的心，查考聖經中，主究竟怎樣說，以免受了迷惑。 

「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太

二十四 42)本節是對主再來預兆的結語，說到因為不清楚確實的

祂再來的日子和時辰，我們就必須時刻警醒和準備。 

【鑰義】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  

(一) 主耶穌論末世的預兆──本章我們看見門徒問主耶穌三個

問題：(1)什麼時候有這些事(聖殿被毀)；(2)主降臨有什麼預

兆；和(3)世界末了有什麼預兆。這三個問題不可混在一起講。

當時在門徒的心目中，顯然以為這三件事將同時發生，故合併在

一起來發問「什麼時候有這些事？」(3節)。而主的回答 

卻遠超過他們所問的範圍。祂講論有關將來所要發生的事： 

(1) 災難的起頭(4～14節)──人為和天然的災難的發生：如 

【禱告事項】 
◆ 為2016年主在教會中生、養、敎、建的帶領禱告。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參加國殤節福音營的福音朋友禱告。 

◆ 為在病中王麗斌父親和紐約教會朱永毅弟兄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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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基督、打仗(兩次世界大戰 ，多國千萬人枉死！)、饑荒、地震 

(四川汶川八級地震，沒有預報，傷亡嚴重！)、逼迫、陷害、假先

知、不法和福音的廣傳。 

(2)災難的發展(15～28 節)──特別針對猶太人而言，許多人要被

陷害、殺害，被萬民恨惡 (歷史上，百萬的猶太人被屠殺！)。15

節緊接著說到大災難(21節)的開始，就是敵基督要顯在聖殿裏，並

有假基督、假先知以大神蹟、奇事迷惑選民。 

(3)災難的終局(29～35 節)──那時，主必再來，並且人要看見基

督如閃電般公開的來臨。 

(二)警醒與預備主的再來──今天已是末世的階段，耶穌基督隨時

會再降臨。我們有否為迎接祂的再來作好準備呢？在對門徒回答

中，首先我們看見主兩次的警告──「你們要謹慎」(4，42節)。

所以，我們面對主的再來，絕不要應輕忽「要謹慎」的這一個要

點。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們當如何預備迎接主的再來。因為當主來

時， 

(1)我們是被主取去，還是被主撇下呢(40～42 節)？──「在田

裏」、「推磨」都不是壞事，都是我們應作的本分；兩個外表看一

樣，但內心卻不一樣。這全在乎我們是否警醒生活、有否「預備」

(44節)好自己。上一世紀偉大的聖經教師勞伯特高維，在「聖徒的

被提」一書裡說，「預備的意思，就是隨時準備好被取去，而不被

留下。」 

(2)我們是否貴重，還是卑賤呢(43～44 節)？──祂再來乃是要取

去祂眼中看為珍貴的人。這需要我們好好預備自己，好叫我們脫離

卑賤的事，作貴重的器皿(提後二 21)。 

(3)我們是得主讚許，還是被主責備呢(45～51 節)？──主今天所

給我們的託付，不過是實習、操練和預備，好在將來得著更大的託

付。所以，今天無論我們責任是輕是重，將來主只問我們曾否忠心

有見識？以及我們是否殷勤，按時分糧，善待弟兄，管理主的託負

呢？  

【默想】  

（一） 聖殿被毀的預言(1～2節)指出主的話必定應驗！但我們是否

對主的話有把握呢？ 

（二） 末世的預兆(3～14節)指出世上常有劫災！但我們是否轉向

主和祂的話呢？ 

（三） 大災難的預兆(15～28節)指出末世遠景可畏！我們是否儆醒

禱告來面對每一天的生活呢？ 

（四） 人子降臨的預言(29～31節)指出基督的再來不必猜測！而今

天我們是否積極地迎接祂的再來呢？ 

（五） 無花果樹發嫩長葉的比喻(32～35 節)指出以色列己復國，而

我們是否留意主所曾啟示有關末世的預兆呢？ 

（六） 人子降臨時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36～42節)，而我們是否

被主取去，還是被主撇下呢？ 

（七） 子降臨乃像賊突然來到(43～44節)指出祂再來如賊偷貴重的 

物品，而我們在主眼中是否貴重，吸引祂來取去呢？ 

（八） 惡僕和忠僕的比喻(45～51節)指出祂再來要賞賜忠僕和

懲治惡僕，而我們是否按時分糧，善待弟兄，管理主的託

負呢？ 

【身體在神眼光中的地位】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

子得蒙保守，在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

摘！」(帖前 5:23)神是如何重看人的身體，不只保守我們的靈

與魂，並保守我們的身體。今日凡與我們身體有關的，祂都拯

救和醫治。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林前 6:19 基督(藉著

聖靈)住在我們身體裏面。 

「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

神。」林前 6:20 我們的一切都屬乎神，特別是我們的身體。所

以，讓我們身體上所有的神經、知覺、舉動、生活、工作、飲

食、話語等等，都是為要榮耀神。 

「他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

改變形狀，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腓 3:21 將來，主要救

贖我們的身體，使我們的身體和祂榮耀的身體一樣。 

「這正是主降臨、要在他聖徒的身上得榮耀、又在一切信的人

身上顯為希奇的那日子。」(帖後 1:10)當主再來降臨的時候，

祂的榮耀要從我們的身上顯現出來。 

神作我們身體的力量 

「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神是我心裏的力量，又是我

的福分，直到永遠。」詩篇七十三篇二十六節。神的目的從來

沒有要祂的兒女衰弱纏綿，祂的定旨乃是要我們健壯。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申卅三 25)。我們在世

的生命多有一天，就主所應許的身體力量也多有一天。 

「當日摩西起誓說，你腳所踏之地，定要歸你和你的子孫，永

遠為業；因為你專心跟從耶和華我的神。自從耶和華對摩西說

這話的時候，耶和華照祂所應許的，使我存活這四十五年；其

間以色列人在曠野行走；看哪，現今我八十五歲了！我還是強

壯，像摩西打發我去的那天一樣。無論是爭戰，是出入，我的

力量那時如何，現在還是如何」(書十四 9~11)。聖經也記迦勒

身體的光景。他專心跟從神，神照祂的應許，作他的力量，使

他雖然經過了四十五年之久，竟然沒有喪失一點身體的力量。 

「疲乏的，祂賜能力；軟弱的，祂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

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

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

乏」(以賽亞四十 29~31)。神的力量要臨到等候祂的人，使我們

能以如此。 

我們的責任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

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羅 12:1)我們今日的身體所能

達到的最高點，就是將身體獻上，而靠著主而活。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顧惜。」(弗 5:29)保

養顧惜身體應包括：保護、供養、照顧、珍惜。 

「要你們各人曉得怎樣用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帖前 

4:4)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身體，好好地持守住身體，使其適於

為神所用。 

「操練身體，益處還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

和來生的應許。」(提前 4:8) 操練身體還是需要的。 

「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我是攻

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

了。」(林前 9:26~27)叫我們學習攻克已身、叫身服我的功課。 

「親愛的兄弟啊，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的靈魂

興盛一樣。(約三 1:2)聖靈將康健、強壯和能力賜給我們，就是

叫我們更為神活著！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9443&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8247&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9756&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30661&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