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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家訊】2017 年 12/10~ 12/16 

十二月十日 

讀經 啟一；基督異象 

鑰節 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神賜給祂，叫祂將必要快成的事指

示祂的眾僕人。 (啟一 1上) 

禱告 主啊！我渴望明白袮的啟示。求袮將啟示錄中的奧秘向我

揭示，好叫我從這書中看見袮，更被袮光照和引導 

詩歌 復興袮工作，主～ 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十一日 

讀經 啟二；能聽耳朵 

鑰節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啟二 7，

11，17，29；三 6，13，22) 

禱告 主啊！袮要向教會說話，袮要尋找聽從的人。求袮開通我

的耳朵，叫我聽到並回應袮的呼召，行袮所要我行的。 

詩歌 輕輕聽～ 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十二日 

讀經 啟三；神殿柱子 

鑰節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從那裏

出去。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並我的新名，都

寫在他上面。 (啟三 12) 

禱告 主啊！求袮保守我不軟弱、灰心、退後，願我在教會中能

被堅立作中流砥柱！ 

詩歌 我不敢稍微失敗～ 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十三日 

讀經 啟四；坐寶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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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主啊！開我眼睛，看見袮今坐在寶座上掌管一切，我可安

然敬拜並讚美袮。 

詩歌 聖哉、聖哉、聖哉～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十四日 

讀經 啟五；宇宙合唱 

鑰節 我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裡和天地間，一

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說，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

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 (啟五 13) 

禱告 主啊！我們要與天上眾軍和地上聖徒一同高歌：「願頌

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

永遠遠！」 

詩歌 聽哪，千萬聲音雷鳴～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十五日 

讀經 啟六；末世景象 

鑰節 因為他們忿怒的大日到了，誰能站得住呢？ (啟六 17) 

禱告 主啊！求祢幫助我們調整生活方式和態度，敬虔度日。 

詩歌 主耶穌，我們羡慕活在袮面前～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十六日 

讀經 啟七；蒙神知道 

鑰節 我們對他說，我們主，你知道。他向我們說，這些人是從

大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淨了。 (啟七

14) 

禱告 感謝主！祢在一切環境中，仍保守看顧我們。但願我們能

為祢忠勇向前！ 

詩歌 要忠心～churchinmarlboro  

【為什麼要讀啟示錄？】任何人若想要更多的認識基督的榮耀，

神救贖計劃的完成，和人類歷史的終結，並知道如何才能成為得

勝者，而忠心、儆醒、預備祂的再來，就必須讀本書。 

【本週聖經鑰句】 
「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神賜給祂，叫祂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祂

的眾僕人。」(啟一 1上) ――啟示」原文(apokalupsis)乃揭開帕

子之意，就是使本為隱藏的事顯露出來。本書名為《啟示錄》，

是屬預言書(一 4～11)，為新約聖經最後的一卷。總觀全書所論

預言要旨，乃為榮耀基督的再來，教會聖徒的被提，末日神行公

義的審判，千年國度的統治，以及最後新天地的實現，與主永遠

的執掌王權等事。讀本書時，千萬不要以寓意式的方法來讀，這

會使我們掉入神學的迷宮中，而要從「耶穌基督的啟示」(一 1)

這一個事實來讀。因本書的中心是啟示耶穌基督的所是和所作，

所以我們要將目光集中在坐寶座的主身上，用謙卑的靈，藉著禱

告，懇求聖靈的光照，使我們的心被祂吸引，並把握機會，預備

自己，以迎接祂的再來。 

「我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裡和天地間，一切所

有被造之物，都說，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坐寶

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 (啟五 13) ──何等偉大的場面，

穹蒼之中滿了阿們！在天上有頌讚，在地上有眾聖徒的祈禱。天

上的爭戰和地上的苦難，都源於撒但想要竊取向神的頌讚和尊

崇。但至終一切受造之物都加入宇宙詩班的行列，眾口同聲的稱

頌基督是至大、至尊和至高者。我們的祈禱、讚美絕不孤單。

哦！有誰能靜默呢？讓我們起來一同歌頌吧! 

《哥林多前書第二章》──神奧秘的智慧      
【讀經】林前二 1～16。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認識保羅傳講基督和十字架的職事，

以及明白如何領會神奧秘智慧的原則。 

【主題】《哥林多前書》第二章主題強調：(1)保羅的職事(1～

5 節)；和(2)神奧秘的智慧(6～16 節)。 

【特點】本章我們特別看見，神奧秘的智慧： 

(一)誰能知道――世上有權有位的人沒有一個知道(8節)，而

只有愛神的人能夠知道(9節)； 

(二)如何領會神的智慧――只有藉著神的恩賜，給我們啟示

(10節)，且藉領受聖靈(11～12節)和屬靈話語的教導(13 節)； 

(三)誰能領會神的智慧――屬魂的人不能領會(14節)，而只有

屬靈的人才能明白，因有基督的悟性(15～16節)。 

【鑰節】「只有神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了，因為聖靈參透萬事，

就是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林前二 10) 這節說明神深奧的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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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Be%20Faithfu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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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聖靈向我們啟示了。這是何等的寶貝！人單靠頭腦，永不能發

掘和明白這些真理，而我們只能靠著聖靈的啟示，來認識神深奧

的事。 

【鑰字】「參透」(林前二 10)――這個字的希臘原文是

「ereuna」，意思是追究，追尋，察看，考察；就是經過詳細考

察、審慎搜尋後得的資訊知識，因此對事情的發展徹底明白。這

字在新約用過六次(約五 39，七 52，羅八 27，林前二 10，彼前一

11，啟二 23)，都是表達以上的意思。本節保羅說明只有藉著聖

靈，才能「參透」(10節)神奧秘的智慧」；惟有屬靈的人才能領

會。然而要作一個明白神奧秘的智慧的人，要緊的是作一個屬靈

的人，才能夠「看透」(15節)屬神深奧之事。「看透」希臘原文

是「anakrino」，意思是審問、查問、判斷、論斷，如同法官審理

案件時，經過仔細審查、分析、推敲後所下的判決，在新約出現

過十六次。因著「聖靈參透萬事」，所以「屬(靈的人(才)能看透

萬事」。因為我們既有了聖靈的內住，當然就具有了分析、考

量、判斷屬靈事的能力，可以瞭解神的奧秘。 

「奧秘」(林前二 10)――這個字的希臘文是希臘文這字是

「musterion」，出現在新約共二十七次。這詞的希臘字是從一個

與嘴有關的字演變來的，原意是閉上嘴。因著啟示，神的奧秘原

先是沉默的，而不被人知曉的；如今已變成有聲的，而為人所

知。 

俞成華弟兄說得好，「在我們基督徒裏面，不只有人的靈，能知

道人的事，並且還有神的靈，能知道神的事；並且我們還有基督

的心思(心原文是心思)，這一個心思叫我們能明白神的事。」 

【綱要】本章可分成二部份： 

(一)保羅的職事(1～5節)――不用高言大智，乃用聖靈和大能的

明證，傳講神的奧秘； 

(二)神奧秘的智慧(6～16節)――  

(1)甚麼是神的智慧(6～7節)， 

(2)誰能知道神的智慧(8～9節)， 

(3)如何領會神的智慧(10～13 節)， 

(4)誰能領會神的智慧(14～16 節)。 

【鑰義】本章我們看到人如何知道「神深奧的事」(10節) ，也就

是「神的事」(11節) 、「神開恩賜給我們的事」(12節)、「屬靈

的事」(13節) 和「神聖靈的事」(14節)。 

(一) 必須有從神來的靈才能知道(11～12節)――人憑自己的心智

所不能明白的「神深奧的事」。因為只有聖靈參透神奧秘的

事，也參透了萬事。所以我們只能靠著聖靈的啟示，來認識神

的事。我們一得救，就有聖靈住在我們的裏面(羅八 9)，在凡

事上指教我們，叫我們能懂得屬靈的事(約十六 13)。 

(二) 必須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講說神的事(13節)――領會「神

深奧的事」，不僅需要有人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闡明屬靈的

真理；接受的一方也必須是屬靈的，才能領略屬靈的事。這是

瞭解神的智慧最重要的原則。 

(三) 必須作屬靈的人才能看透神的事(14～15 節)――這說出只有

從屬血氣(natural man，希臘 原文 Psuchikos，「屬魂」的原

意) 的人轉成為一個屬靈的人(spiritual man，希臘原文 

Pneumatikos)，才能夠徹底明白神的奧妙。 

(四) 必須運用基督的心思才能明白神的事(16 節) ――屬魂的人不

能領會神的智慧，只有屬靈的人才能領會。保羅引用賽四十章 

13 節說:「誰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導祂呢﹖」他道出了一個事實，

世人都不明白神心裏所籌算的是甚麼，更不用說要向祂提供意見

了；但屬靈的人卻有「基督的心」，能夠參透萬事，明白神的旨

意。「心」在希臘文是「nous」，指知識或感覺。此處應該譯作

「悟性」，是指對屬靈事物的領悟力，也就是基督的心思或悟

性。神的旨意是客觀的，是在寶座上的，基督的悟性是主觀的，

是在我們裏面的；神的旨意是在我們之外的，基督的悟性是在我

們裏面一直繼續不斷地給我們明白祂自己的意思。我們一旦重生

得救，就是我們信主的人都有從神來的靈(二章 12 節)，也就同

有新的屬靈本能——有基督的感覺，基督的心意，基督的悟性

(二章 16 節)，可以瞭解、領會神的事；但我們同時還可以有一

個舊的頭腦，對於屬靈的事既無看見，又無所知(二章 14 節)。

所以我們要作一個明白神奧秘的智慧的人，要緊的是作一個屬靈

的人，就是天天讓聖靈作工、管理、供應我們，以致我們的心思

天天被更新。 

【小小間隔使我們不能知神的旨意】「有一次我與和受恩教士

在花園裏散步，後來兩個人都覺得累了，就拿兩把椅子，坐在

樹下。她說：「天上有一顆美麗的星星，但我不能看見，因為

有一片樹葉阻擋著。弟兄，如果這時有人教我看星星的各種方

法，這些方法即使都很不錯，但我仍然不能看見，因為我的立

場、地位不對。」那天晚上她對我所說的話，到今天我仍然能

夠記得。她說，一片小葉子能夠阻擋大星光。許多時候神的旨

意被我們攔阻，乃是因為小小的間隔。」――倪柝聲《神的旨

意》 

【默想】--------- 

(一) 1～5節說出保羅的職事。他不用高言大智，只傳基督並

祂的釘十字架；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語，乃用聖靈和大能的

明證。基督的生命在我們裏面有多少地位呢？十字架在我

們裏面作工有多少呢？ 

(二) 6～16 節指出神奧秘的智慧。只有藉著聖靈才能知道；惟

有屬靈的人才能領會。我們每天仰望聖靈的啟示有多少

呢？我們有多少基督的悟性呢？ 

【禱告】主啊，求袮天天對付我們舊有的生命，讓聖靈管理、引

導、指教我們，以致我們有「基督的悟性」，更明白神的計劃、

心意和行動。 

【金句】「基督徒的福音是最簡單的，但這簡單的福音蘊含了

最崇高、深刻的內容。它植根在神深奧的事裏，它的簡單是因

為它能藉著耶穌基督彰顯出來，以致年幼的孩童也能聽見、明

白，並且喜愛、接受，直到歲月的齒輪在他們的生命中輾過

時，他們也能和牛頓以撒(Isaac Newton）一樣說，『我好像一個

小孩子，站在海邊揀拾散佈四處的小圓石，將它們拿在手中把

玩，而我前面就是翻騰的海浪。』」──摩根 

「一個愛主的人，能在今天就享受人所未曾看見、未曾聽見、

未曾想到的好處。神把祂的榮耀向你顯明時，你要說，哦﹗這

是何等的快樂﹗你好像受都受不住了。」―― 倪柝聲 

「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赫頓（John Hutton）常常津津有味的

講述這一個故事。有一個酗酒、無可救藥的人，有一天得救重

生了。他的同伴往往要搖動他的信仰說，『像你這樣一個有見識

的人必然不會相信聖經裏所說的神蹟。譬如你不會相信你的這

一位耶穌把水變酒。』那人回答說，『祂有沒有以水變酒，我不

知道；不過在我自己的家裏已經看見祂把酒變成了家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