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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7 年 2/12~ 2/18
二月十二日
讀經 太 22:23-46；基督是誰。
鑰節 論到基督，你們的意見如何？祂是誰的子孫呢？』他們回
答說：『是大衛的子孫。』(太廿二 42)
禱告 親愛主，讓我與你建立起親密的關係，使我對你有更深的
認識。
詩歌 我願更多認識基督
二月十三日
讀經 太 23:1-22；切忌虛榮。

禱告 親愛主，常提醒我這作僕人的，要善用你從所賜給我們的，
包括時間、金錢、才能、環境、機會和其他資源，用『良
善』及『忠心』的態度來服事你
詩歌 要忠心
二月十八日
讀經 太 25:31-46；善待弟兄
鑰節 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
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太廿五 40)
禱告 親愛主，你看一個最小弟兄的的需要就是你的需要，讓這種
愛人的感覺激勵我們為弟兄有所付岀。

詩歌 彼此相愛
鑰節 也不要稱呼地上的人為父；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父，就是
【本週聖經鑰句】
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師尊的稱呼；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
「論到基督，你們的意見如何？」(太二十二 42)──在這裡，
師尊，就是基督。(太廿三 9～10)
我們看見當主耶穌提出這一個極基本、極重要的問題時，沒想
禱告 親愛主，保守我不自滿自足，救我脫去虛榮，讓我愛而不
到這群反對的聖經學者、專家卻無言以對。他們的緘默說出一
受感戴。
個事實：他們關心許多問題譬如宗教、政治、信仰和律法等，
詩歌 非我惟主
卻不關心基督；他們雖熟悉聖經，但對祂簡直毫無認識。他們
二月十四日
若相信祂、順服祂、認識祂、愛祂，他們的問題都將迎刃而
讀經 太 23:23-39；主的呼喚與傷痛。
解。因為祂是一切問題的答案。
鑰節 耶路撒冷阿！耶路撒冷阿！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 「警醒」(太二十四 42)──是本章的鑰字；原文為
那奉差遣到你這裏來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 gregoreuo，是指保持警覺，提高戒備。當我們面見主時，我們
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太廿三 將會得著祂的讚許？，還是要受祂責備呢？這全視乎我們今天
是否警醒生活，有否預備好自己。凡漠不關心的，就是不夠警
37)
醒。因為人子降臨是在人不知不覺中來，任何投機取巧的方
禱告 親愛主，開恩憐憫我，叫我答應你愛的呼喚，從一切偏差
法，打算等主來最後一刻再悔改、再愛主的想法，必定會悔之
的路歸回。
晚矣。賓路易師母說：「基督徒生活的第一日起就是警醒。」
詩歌 我願意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愛主，對仇敵的攻擊、世界的引誘、自己的
二月十五日
輭弱，要常常，警醒。天天要以等候主來的態度生活工作，一
舉一動、所思所念，都是為著迎見主、討祂喜悅。那麼，無論
讀經 太 24:1-28；末世警告。
鑰節 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太廿 主在甚時候再來，我們都能欣然地迎接祂。

啟示錄第十八章──巴比倫的喪葬追悼曲

四 4)

【讀經】啟十八 1～18。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明白本章是一首巴比倫喪葬追悼曲，
宣告巴比倫之城的傾倒；以及詳細地解釋神審判這城的原因。
【主題】《啟示錄》第十八章主題強調：(1)宣判巴比倫大城傾
倒(1～3 節)；(2)呼召神子民從她出來(4～5 節)；(3)判定巴比
倫大城傾倒的罪狀和結局(6～8 節)；(4)哀悼巴比倫之歌(9～19
節；(5)屬神的人因她所受刑罰歡喜(20 節)；和(6)再述巴比倫
大城傾倒的情況和理由(21～24 節)。
【鑰點】《啟示錄》第十七章約翰描述宗教的大巴比倫(啟十七
5)，而在第十八章描述物質大巴比倫的悲慘結局。本章我們特
別看見，哀悼巴比倫之歌，唱出了神徹底毀滅以自我為中心、
政治掛帥、經濟為主的大巴比倫，而且以六次「哀哉」(10，
16，19 節)形容神審判的可怕，和以七次「不能再」(14，21～
24 節)形容神審判後的死寂結果。
【簡要】《啟示錄》在敘述第十九章哈米吉多頓戰役及基督的榮耀
降臨之前，約翰先看見了宗教的和物質的大巴比倫的建立與毀滅
(十七章～十九章 10 節)。首先，約翰到看見另有一位大權柄的天

禱告 親愛主，在這黑暗世代中讓我更行事謹慎，裝備真理，保
守我不落入迷惑。
詩歌 你的話
二月十六日
讀經 太 24:29-51；主必再來
鑰節 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
(太廿四 42)
禱告 親愛主，保守我常活在你面前，天天警醒等候你的再來，生
活工作、一舉一動、所思所念，都是為著預備迎見你。
詩歌 我王必定快要再臨
二月十七日
讀經 太 25:1-30；好僕人
鑰節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
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
樂。』(太廿五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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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從天降下，宣告巴比倫傾倒了，因為它敗壞地上各國、君王和客
商，故吩咐神的子民由那城出來，免得受災殃(1～4 節)。接着天使
數算巴比倫的罪孽:(1)罪惡滔天(5 節)；(2)對人不公(6 節)；(3)
自驕、奢華(7 節)，並宣告審判是必然及速臨的(8 節)。
9～20 節是哀悼巴比倫之歌，可分為三段如下：(1)地上君王為她
哭泣哀號，因失去了享樂和奢侈享受(9～10 節)；(2)地上商人為
她哭泣悲哀，因不能再獲取利益了(11～17 節上)；(3)航海人士為
她哭泣悲哀，因所有與船運有關的行業毀壞了(17 節下～19 節)。
全段共用了六次「哀哉」，而「痛苦，悲哀，哭泣，哀號」等字
也用上十二次之多，其中的文字反映了巴比倫所受神刑罰的可
怕。
然而，天使呼喚天上眾聖徒、眾使徒、眾先知歡呼快樂，因為神
已經審判她，為他們申了冤(20 節)。一位大力天使舉起石頭扔入
海裏說，巴比倫大城也必這樣的被扔下去，並用了「不能再」
(14，21～24 節)一詞共七次，形容巴比倫大城劇烈和徹底覆滅的
實情，故各種活動停止，而生活停頓，包括：(1)不能再享受珍饈
美味和華美的物件；(2)城在地上不能再出現；(3)不能再聽見彈
琴作樂的聲音；(4)不能再遇見各行的手藝人；(5)不能再聽見推
磨的聲音；(6)燈光不能再照耀；(7)不能再聽見嫁娶的聲音。最
後，天使再述巴比倫大城覆滅的理由(23 節下～24 節)：(1)驕傲
因曾經是地上的尊貴人；(2)邪術迷惑人；(3)逼迫殺害人。
【鑰節】「祂大聲喊著說：『巴比倫大城傾倒了！傾倒了！成了
鬼魔的住處和各樣污穢之靈的巢穴，並各樣污穢可憎之雀鳥的巢
穴。』」(啟十八 4) 巴比倫是敵基督國的代號，它的傾倒在十四
章 8 節早有預告，在十六章 19 節也有宣布，如今在十七至十八章
內有更詳細的解釋為何神要毀滅這城。
【鑰字】「巴比倫大城傾倒了！」(啟十八 4)──「巴比倫」字起
源「巴別塔」(創十一 1～9)，乃是撒但鼓動人高抬自己過於神的
產物，表徵撒但仿冒神的建造。因此「巴比倫」須用靈意解，而
不能按字面解。本節兩次說「傾倒了」，是因十七章的宗教的巴
比倫和十八章政治的巴比倫被神審判，以及刑罰了。今天我們雖
然活在世界中，但我們必須不受世上的事的影響包括宗教和政
治，並不可和世人同流合污，而隨世浮沉；乃要分別為聖，為神
作見證。
邁爾說得好，「我們不要驚奇，為什麼在巴比倫城中還有神的
民。可能在最腐敗的日子，仍會有七千人還未向巴力屈膝的。有
些看來似乎是有屬於福音的，仍不失真實的敬虔。
有些教會或機構實在有不潔之處，我們多麼希望他們能挽回過
來。在衰敗的初期需要注意了；力挽頹勢，可避免錯謬。但是時
間久了，整體更加腐敗，那時勸誡已經沒有什麼效能。內中抵擋
真理的情形更加可怕，罪惡已經達到上天。災殃必然臨到，無可
避免了。那時我們好似再無其他的選擇，只有出來，分別出來不
可沾不潔之物，「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了祂去，忍受祂所受的淩
辱。」
良善的影響力不是從裡面，而是從外面進入的。羅得在所多瑪裡
面，生活的影響力已經失去；但是亞伯拉罕在幔利橡樹那裡，反
而發生很大的影響。俄巴底將神的先知五十人為一組，躲藏在山
穴中，卻不如以利亞站在迦蜜山上，除滅巴力的祭司，將百姓換
回，到神面前。」
【綱要】本章可分為六段：
(一)宣判巴比倫大城傾倒(1～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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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呼召神子民從她出來(4～5 節)；
(三)判定巴比倫大城傾倒的罪狀和結局(6～8 節)；
(四)哀悼巴比倫之歌(9～19 節)──
(五)屬神的人因她所受刑罰歡喜(20 節)；
(六)再述巴比倫大城傾倒的情況和理由(21～24 節)。
【鑰義】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一時之間，這麼大的富厚
就歸於無有了。」(啟十八 17 上)
在本章中，「一時之間」說過三次：(1)君王說的(10 節)；(2)
客商說的(17 節)；(3) 航海的人(船主、水手和乘客) 說的(19
節)。這說出物質的大巴比倫的傾倒是絕對鐵定。其實世上的
財富、勢力、權位，也很可能瞬即消逝。可惜的是，今日在金
錢掛帥、金錢萬能的社會，許多人只顧享受了自己所積累的權
力與財富，因而生活靡爛，窮奢極侈，忽略了主的救恩。他們
的結局將會是何等可怕！就是基督徒，也可能只顧眼前，迷戀
世俗，而沒有為將來打算。他們的結局將會是何等可憂！求主
憐憫！讓我們趁著有生之年，竭力追求，殷勤事奉主，為永恆
的國度而努力吧！這時，我們當更在信心裡，天天保守自己有
一顆清潔單純愛主的心，時時與祂親近，並且與神的眾兒女，
彼此相愛，同被建造，建立基督宇宙的身體，裝飾整齊，迎接
新郎！阿們。
美國一位石油富商他在晚年時所發出的悲嘆：「他縱有數以億
計的財產，兼且他的身家在不斷增長中，但他深切體會到：錢
不過可以給他買來一個舒適的床舖，但不能保證他可以安然的
入睡；錢可以給他買到珍饈百味，但不保證他有胃口消受；錢
可以供他揮霍娛樂，但不擔保他一定快樂；錢可以購來整座豪
華別墅，但卻買不到溫暖的家；錢可以買到書刊雜誌，但不保
證有聰明智慧將之消化吸收；錢可以買到各類化妝用品，但不
保證我們有美容；錢可以禮聘私家醫生出診，但不能確保你有
健康；錢可以買來很多發洩情慾的機會，但不擔保你得著愛
情；錢可以助我們裝置防盜器，又可以請保鏢，但不能保證你
有安全感；錢可以給我們帶來各樣的享受，但卻不能延長人的
壽命。正如奧古斯丁所言：「一切豐盛之物，沒有一樣用錢買
來。」
【默想】
(一) 1～3 節指出天使宣告，說出包攬世界政經系統，背叛神
的大巴比倫，必然傾覆！今日我們身處的世界與屬世的巴比倫
系統有何相似的地方？知道巴比倫要開始傾倒，我們是否竭力
於天上永恒的事，還是仍為地上的事努力呢？
(二) 4～8 節指出天使警告，說出屬祂的子民，今日要在分別
的呼聲中歸神為聖！知道神要開始對不義的施以刑罰，我們是
否從世界的聲色犬馬中被分別出來呢？
(三) 9～19 節指出神在清理，說出全球(君王、客商、航海的
人) 要哀號的唱輓歌，因一切所有的都化為烏有！知道一時之
間，人所擁有的都會被毀滅，我們對財富、勢力、權位的看法
是否有改變呢？
(四) 20～24 節指出神要申冤，說出眾聖歡樂聲，因神已經為
他們申了冤！六句「決不」表明了此城永不復起！知道審判的
主是公義的，我們能否與天上群眾一起歡呼呢？
(五)「這城──巴比倫」遲早要毀滅，「那城──新耶路撒
冷」必永存。親愛的，今天我們有什麼要從「巴比倫」分別
呢？又有什麼可以帶到「新耶路撒冷」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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