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鑰節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太十一 6)
禱告 親愛主，你知道我的需要，你親手替我安排所有的試
煉，為要加增我的信心，牽引我更近你。但願我不再因
你所作的或不作的而跌倒！

一月十五日
讀經 馬太八 14～34 ；彰顯君王的權能！
鑰節 「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祂代替我們的軟
弱，擔當我們的疾病。』(太八 17)

詩歌 你是我的拯救-Yutube
一月二十一日

禱告 主阿！每天給我你親口的一句話，使我勝過疾病、魔
鬼，引導我渡過人生的大小風暴。

讀經 太十一 16~30；得享安息。
鑰節 凡勞若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
息。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
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太十一 28~29）

詩歌 主昨日今日直到永遠～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十六日
讀經 馬太九 1～22；主耶穌的事工。

禱告 親愛主，我願把一切的重擔交託給你，求你使我經歷你
的施恩和扶持。讓我天天負你的軛，學你的樣式，享受
因順從你而來的完全安息。

鑰節 「耶穌從那裏往前走，看見一個人名叫馬太，坐在稅關
上，就對他說：『你跟從我來。』他就起來跟從了耶
穌。」(太九 9)

詩歌 一颗谦卑的心-Yutube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以你的大愛激勵我，更堅定地跟隨你、
更積極地傳揚你。
詩歌 我今願跟隨耶穌～churchinmarlboro.org

【本週聖經鑰句】
「他就起來跟從了耶穌。」(太九 9)──本段記載馬太蒙召來

跟從主。當時他正坐在稅關上收稅，耶穌走到他面前，只簡單
地對他說︰「你跟從我來。」他就立即撇下一切所有的，跟從
馬太九 23～38；主所行的三件神蹟。
了耶穌。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馬太所撇下的，比眾人還
「衪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
多︰可觀的財富、財源滾滾的職業、高高在上的地位，聲勢顯
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
赫的權力，應主一聲呼召下，他毫不猶預地撇下這一切，起來
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
跟隨了主，這是真正的捨己。隨後，馬太在家裏大擺筵席，廣
去收祂的莊稼。』」(太九 36～38)
邀同業和好友與耶穌一同坐席，他公開見證他的重生，此舉引
起法利賽人和文士的批評，也引出了主的名言︰「無病的人用
親愛的主，每一個時代、每一個地方都充滿困苦流離的
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悔改，乃是
人，求你擴大我們的眼光，讓我們「看見」你所「看
召罪人悔改。」(路五 31，32）馬太不但悔改歸主，痛改前非，
見」的；求你擴大我們的心胸，關心你所關心的，打發
並且立刻跟隨了主，為主作見證。馬太對自己的過去毫不隱
我們進入你的禾場。
瞞，對主的呼召堅決服從、不惜犧牲一切的跟隨主。我們是否
你是莊稼的主～ YouTube
也願為主捨下一切，以「耶穌基督」為生命的主宰。
一月十八日
「所以，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太十 31))
馬太十 1～20 ；選立與差遣門徒。
──本段中特別提到了三個主叫我們「不要怕」的原因：
（一）「不要怕」(太十 26）作見證。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
並醫治各樣的病症。這十二使徒的名：頭一個叫西門(又 靈，乃是剛強的靈(提後一 7）。所以我們不能作一個隱藏的基
稱彼得)，還有他兄弟安得烈，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雅各 督徒，應無所畏懼傳神的道(腓一 14）。
（二）「不要怕」(太十 28）魔鬼和牠的差役(包括世人）。牠
的兄弟約翰，」【太十 1～2】
們頂多只能殺害身體，卻不能殺靈魂。所以我們忍耐到底，主
親愛的主啊，我在這裏，請差遣我。
的拯救必然臨到(太十 22)，使我們脫離惡人的手。
主！使我更愛你～churchinmarlboro.org
（三）「不要怕」(太十 31）一切的遭遇。我們在天父的眼中比
麻雀貴重得多，天父尚且不讓麻雀隨便死亡，更何況我們呢？
一月十九日
因祂愛我們，保護我們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申三十二 10；亞二
太 10:26-42；不要怕。
8）。
「所以，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太十 31)
有一個小姐妹剛剛蒙恩沒有多久，她怕黑，晚上睡覺的時候不
親愛的主，就在今天，不論在任何的景況中，讓我「不要 敢一個人睡。有一天她讀聖經，發現裡面一共有三百六十五個
怕」，靠祢的力量勝過一切的攔阻，並背起十架，做一個 「不要怕」。所以，她想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每一天她都可
盡忠為祢的人！
以用一次「不要怕」。從此以後，她睡得非常香甜。
揀選-Yutube
《《啟示錄》第十四章》──三種收割的異象
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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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十日
讀經 太 11:1-19；不因主跌倒。

【讀經】啟十四 1～20。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明白三種收割異象的意義；以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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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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的四種宣告與基督國度降臨的關係。
【主題】《啟示錄》第十四章主題強調：(1)初熟果子(1～11
節)；(2)收割莊稼(9～16 節)；和(3)收取葡萄(17～20 節)。
【鑰點】《啟示錄》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的異象都是關於魔鬼和
牠的幫兇，如何展開垂死掙紮的攻擊。從第十四章開始，約翰的
注意力又轉回到得勝的羔羊和施行審判的神。此時七年「大災
難」即將完結，主施行審判的時候已經到了(7)！本章我們特別
看見，
(一)三種收割──(1)大災難前初熟的果子(1～5 節)；(2)大災難
末期地上的莊稼(14～16 節)；(3)大災難結束時熟透的葡萄(17
～20 節)。
(二)三位天使的四種宣告──(1)傳揚永遠的福音(6～7 節)；(2)
宣告巴比倫大城傾倒(8 節)；(3)宣告拜獸者的刑罰(9～12
節)；(4)宣告在主裡死者的福氣(13 節)。
【簡要】本章約翰看見三種收割的異象──(1)初熟的果子，(2)
被收割的莊稼，和(3)被收取的葡萄。在這章裏，有許多重大的
事發生。首先，約翰看見羔羊站在錫安山，同十四萬四千人，都
有祂的名和祂父的名寫在額上；他們在寶座前，並在四活物和長
老前唱歌，而他們是由地上買來的(1～3 節)。他們作初熟的果子
歸與神和羔羊，因為：(1)他們是童身；(2)羔羊往哪裡，他們都
跟隨；(3)他們在言語上沒有詭詐，行為上沒有瑕疵(4～5 節)。
接著，約翰又看見有三位天使出現。第一位天使飛在空中，宣稱
有福音要傳給地上萬民，並要人敬畏神，將榮耀歸給祂，因祂施
行審判的時候已經到了(6～7 節)。又有第二位天使接著宣告喝邪
淫、大怒之酒的巴比倫要傾倒(8 節)。又有第三位天使警告對拜
獸和獸像並受其印記的人，宣告他們必喝神大怒的酒，也必在火
與硫磺之中受痛苦(9～12 節)。約翰又聽到在天上有聲音天上發
聲，安慰歷劫的聖徒們，宣告在主裏面死的人有福了(13 節)。
然後，約翰又看見有一位天使向坐在雲上拿鐮刀的人子說，地上
的莊稼就被收割的時候到了，而那坐在雲上的，就把鐮刀扔在地
上，收割莊稼(15～16 節)。又有一位天使從天上的殿出來，拿著
快鐮刀；又有另一位天使從祭壇出來，向有快利鐮刀的喊說，以
鐮刀收取地上成熟的葡萄；那天使就收取地上葡萄。丟在神忿怒
的大酒酢中(17～19 節)。這榨酒的程序就在耶路撒冷城外進行，
結果到處屍橫遍野，長達約三百公里，死人無數(20 節)。在這裡
有兩把快鐮刀。頭一把是「把鐮刀扔在地上」(16 節)，而第二把
的原文是「把鐮刀扔到地裏」(19 節)，可見收取麥子和收取葡萄
是不一樣的。然而，這兩次收割有許多種解釋。因為全聖經的麥
子是指基督徒，以無花果指猶太人，有時以葡萄指外邦的邪惡
人。因此，較合理的解釋這兩把快鐮刀就是：頭一把刀要收割經
過大災難的痛苦管教，而得以成熟的基督徒；第二把刀要刑罰那
些敵基督的跟從者。17～20 節這一段聖經因與十九章 15 節相
合，說到敵基督的邪惡軍隊將在耶路撒冷城外(十六 19)被踐踏，
如同在大酒醡中踐踏葡萄一樣(賽六十三 1～6)。
【鑰節】「這些人未曾沾染婦女，他們原是童身。羔羊無論往哪
裏去，他們都跟隨祂。他們是從人間買來的，作初熟的果子歸與
神和羔羊。在他們口中察不出謊言來；他們是沒有瑕疵的。」
(啟十四 4～5)本節指出他們乃是因具備了得勝的資格而最先被提
升天，作初熟的果子歸與神和羔羊。
【鑰字】邁爾說得好，「『作初熟的果子歸於神和羔羊。』
(啟十四 4)這是多麼重要的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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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數目──有十四萬四千人。這些不過是初熟的果子，
還不是整個的收成；整個的收成沒有人可以算過來。
他們的性格──他們印有神與羔羊的名字，他們唱新歌。只
有得救的人才會開口唱得出來，因為他們有得贖的心可以學
習，他們的心好似童女，完全沒有玷污，在他們口中沒有謊
言，生命毫無瑕疵。是跟隨羔羊的，必在寶座面前。
他們的工作──他們歌頌神，唱新歌，跟隨神而與祂一起，
羔羊無論到那裡，他們都跟隨著。他們是被買贖出來的，他
們所敬愛的羔羊用血贖他們。」
【綱要】本章可分為三段：
(一)初熟果子(1～11 節)──從人間買來，作初熟的果子，歸
與神和羔羊；
(二)收割莊稼(9～16 節)──地上的莊稼熟透了，就被收割
了。
(三)收取葡萄(17～20 節)──丟在神忿怒的大酒醡中。
【鑰義】本章讓我們窺見七年可怖的大災難即將結束，約翰
急不可待地，以黎明前的三幅圖畫，揭示基督榮耀降臨的結
果。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三種收割：
(一)初熟的果子(1～11 節)──指出得勝者乃是羔羊的同
伴，因忠心跟隨祂；他們成為初熟的果子(災前被提的聖
徒)，讓神先享受！願我們天天跟隨，活出並結出基督，生命
達到成熟，而成為初熟的果子歸與神和羔羊！我們是否預備
好被提呢？
(二)收割的莊稼(9～16 節)──指出生命長大成熟的聖徒如
同已熟透了的莊稼，可以被收割了！願試煉叫我們加速的成
熟，在任何的遭遇中，勿埋怨，而要信靠、順服祂站穩！我
們是否預備好被收割了呢？
(三)地上的葡萄(17～20 節)──指出不信的人如同熟透了的
葡萄要被收集，而被榨在大酒醡(大桶或大槽)中(賽六十三 3
～6；哀一 15；珥三 12～13)，他們要遭遇最後可怕的審判。
因人的惡貫滿盈了，神再也不能容忍，大審判鋪天蓋地而
來！趁人還有機會悔改信主，我們是否把握每一個機會向人
作見證呢？
【默想】
(一) 1～11 節指出初熟的果子從人間買來，說出得勝者如同
作初熟的果子，歸與神和羔羊。親愛的，這班忠信與貞潔的
得勝者，他們的結局是何等的榮耀！
(二) 9～16 節指出地上的莊稼，說出聖徒如同莊稼熟透了，
就被收割了。親愛的，這班人在試煉和迫害中，寧死不屈，
他們的結局是何等的有福！
(三) 17～20 節地上的葡萄，說出被丟在神忿怒的大酒醡
中。親愛的，所有與神為敵的人，要受神的震怒審判，他們
的結局是何等的可悲！
(四) 在神的審判中，三位天使的四種宣告怎樣從正面激勵我
們呢？
【禱告】主啊！我們願成為羔羊的同伴！讓我們把握每一個
機會來跟隨祢，學習在任何環境中順從祢、活出祢；並靠著
祢的大名，作個得勝者！
【金句】「我們確信所有基督徒的屬靈生命，不論以何種方
式，遲早總要達到成熟的階段。但是，「羔羊」卻在極端渴市
的時期，搜尋一班初熟的果子。」──倪柝聲《曠野的筵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