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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你的門徒。主啊，我們在這裏，請差遣我們。
詩歌 差遣我

二月十九日

二月二十五日

讀經 太 26:1-25；一件美事
鑰節 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極貴的香膏來，趁耶穌坐席的時
候，澆在祂的頭上。(太廿六 7)

讀經 可1:1-1:20 ；福音起頭

禱告 親愛主，讓我寶貴你超過一切，抓住機會，為你花費。

禱告 親愛主，感謝你，你將福音帶給人類，讓我們更寶貴你自
己。

鑰節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可一 1)

詩歌 恩主我愛你

詩歌 祂是一切最亲～ YouTube

二月二十日

【本週聖經鑰句】

讀經 太 26:26-46；照父意思
鑰節 祂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我父阿，倘若可行，
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
思。』(太廿六 39)

「福音」(可一 1) ──整本馬可福音書所記載的事蹟，乃是耶
穌基督「福音」(可一 1)的起頭。當主耶穌開始在加利利傳
道，是「宣傳神的福音」(一 14 節) ，就是從神而來的好消
息。祂傳福音，不但說「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還加上
「信福音」(一 15 節)。接著，祂呼召門徒，不但為祂的緣故，
也為「福音」(可八 35)的緣故，背起十字架來跟從祂。當彼得
對祂說：他們已經撇下所有的來跟從主時，祂回答：人為「為
我和福音」(可十 28)的緣故，撇下財物與親情的，在今世要得
著豐滿的享受和喜樂；在來世要得著永遠生命的福樂。主耶穌
特別清楚的指示門徒，「福音」(可十三 10)必須先傳給萬民。
促進這世代的結束祂主的再來。當馬利亞用香膏膏主耶穌時，
祂特別叫人無論在什麼地方傳這「福音」(可十四 9)，也要述
說她所作的一件美事。最後，他從死裏復活後，吩咐門徒要把
「福音」(可十六 15)傳給萬民聽。當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
音」(可十六 20)。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
道。

禱告 親愛主，求你教導我們不單只在禱告中明白你的旨意，在生
活中更是順服，照你的旨意而行。
詩歌 求你揀選我道路
二月二十一日
讀經 太 26:47-75；想起主說的話
鑰節 彼得想起耶穌所說的話，雞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他就
出去痛哭。(太廿六 75)
禱告 親愛主，你知道我的軟弱，也容許我在失敗中更多認識自
己。求你叫我常想起你的話，常被更新而往前。
詩歌 我們雖然時常搖動
二月二十二日
讀經 太 27:1-31；猶大賣主
鑰節 這時候，賣耶穌的猶大，看見耶穌已經定了罪，就後悔，把
那三十塊錢，拿回來給祭司長和長老說：『我賣了無辜之人
的血，是有罪了。』他們說：『那與我們有甚麼相干；你自
己承當罷。』(太廿七 3~5)
禱告 親愛主，拔高我對你的認識，使我視你為至寶，甘心一生為
著你。
詩歌 認識祢，耶穌
二月二十三日
讀經 太 27:32-66；甘负十架
鑰節 兵丁拿苦膽調和的酒，給耶穌喝。祂嘗了，就不肯喝。(太廿
七 34)
禱告 親愛主，願我阿們你所有的安排，接受你在我身上陶造的工
作。
詩歌 前那戴荊棘的頭
二月二十四日
讀經 太 28榮耀；大使命
鑰節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
施浸(或作給他們施浸，歸於父子聖靈的名)。(太廿八 19)
禱告 親愛主，謝謝你將國度的福音托負教會，要教會去使萬民

啟示錄第十九章──羔羊婚筵
【讀經】啟十九 1～21。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明白羔羊婚筵和神刑罰大筵席的意
義，而認識這兩個筵席與基督得勝和千年國建立的關係；以
及我們當如何歡喜快樂地預備去赴羔羊之婚筵。
【主題】《啟示錄》第十九章主題強調：(1)天上的歡呼歌頌
(1～6 節)，(2)羔羊的婚筵(7～10 節)；和(3)哈米吉多頓大
戰(11～21 節)。
【鑰點】本章我們特別看見，兩個大筵席︰
(一)一個是在千禧年國度建立開始舉行，就是在大淫婦被毀滅
之後(1～2 節)，為迎娶新婦所擺設的羔羊的婚筵，對受邀請
之人乃是值得歡喜快樂的大事，對神乃是配得榮耀的計劃。而
這婚筵的內容包括：(1)同享得勝的喜樂(啟十九 11～21)；
(2)同享作王一千年的喜樂(啟二十 4～6)。
(二)另一個是在哈米吉多頓大戰之後，就是敵基督全軍覆沒，
為天空飛鳥所擺設的神刑罰的大筵席，指與羔羊爭戰得勝的喜
樂與享受，因祂對付了敵基督，假先知和所有跟從的人。
【簡要】首先，本章記載使徒約翰聽見群眾在天上對行淫的大
淫婦的審判和給他們申冤，而發出「哈利路亞」的歡呼，因救
恩、榮耀、權能都屬乎神和祂的判斷是真實公義的(1～3 節)。
接著，二十四位長老及四活物敬拜坐寶座的神，都一同發出
「哈利路亞」讚美的聲音(4 節)。然後，群眾、眾水、大雷對
寶座上發出的要讚美神的呼籲，都和唱「哈利路亞」，因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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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神，全能者作王了(5～6 節)。接著上文的讚美，群眾歡呼
羔羊與新婦的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而約翰
被天使吩咐將這記載下來，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了(7～
10 節)。
約翰又看見天開了，有騎白馬者(基督)──(1)祂稱為誠信真實；
(2)祂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3)祂的眼睛如火焰；(4)祂頭上戴
著許多冠冕，寫著無人能知的名字；(5)祂穿著濺了血的衣服；(6)
祂的名稱為神之道(11～13 節)。約翰形容祂與天上的眾軍騎著白
馬，帶進審判和掌權──(1)有利劍出自祂的口，擊殺列國；(2)祂
必用鐵杖轄管他們，(3)並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醡；(4)在祂衣服和
大腿上有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的名號(14～16 節)。
約翰又看見天開了，一位天使站在日頭，向天空飛鳥喊說，來赴神
得勝的大筵席；而那獸與假先知被扔入燒著硫磺的火湖裏，其餘的
被騎白馬口中的劍所殺，飛鳥也吃了他們的肉(19～21 節)。本章指
出這末日的決戰中，乃是地上(在哈米吉多頓的地方)最後的戰爭。
約翰雖沒有寫出戰爭的慘烈過程，但勝負分明，敵基督全軍覆沒。
【鑰節】「我聽見好像群眾的聲音，眾水的聲音，大雷的聲音，
說：『哈利路亞！因為主─―我們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們要歡
喜快樂，將榮耀歸給祂。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
預備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啟十九 6～8)這
乃是蒙恩者、天使和一切受造活物同聲一致地頌讚全能者，因為祂
作王了！
【鑰字】「哈利路亞」(啟十九 6)──這個字是從希伯來文音譯而
來。「哈利路」意讚美；「亞」意耶和華，就是主神。本章是一幅
得勝榮耀的圖畫，而全宇宙充滿了「哈利路亞」(1、3、4、6 節)
的頌讚大合唱，因「大淫婦」已被毀滅了(1～4 節)；全能的神作王
了(5～6 節)；新婦預備好了(7～10 節)；並得勝基督的顯現，掃平
了地上軍兵，也殲滅了獸和假先知(11～21 節)。特別是 7～8 節指
出得勝者，因為只有他們是「自己預備好了」的，才有資格代表新
婦參與羔羊婚娶，而配得同享主耶穌基督作王的喜樂。讓我們為此
一同發出讚美的「哈利路亞」聲音吧！
【綱要】本章可分為三段：
(一)天上的歡呼歌頌(1～6 節)──「大淫婦」被毀滅；
(二)宣告羔羊的婚筵(7～10 節)── 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
(三)哈米吉多頓大戰(11～21 節)──飛鳥聚集來赴神的大筵席。
【鑰義】
請記得，羔羊婚娶時，只有得勝者是「自己預備好了」，進去與主
一同坐席(三 20) 。這正如馬太二十五章 1～13 節所說，五個聰明
的童女得進入婚筵，另外五個愚昧的卻被棄在門外。所以啟十九章
7～9 節，在千年國裏的羔羊新婦只包括得勝的聖徒；而二十一章 2
節在永世裏的新婦，乃是由所有得救的聖徒所組成。求主憐憫！讓
我們不光要知道所有關於主耶穌再來的事，還必須預備自己等候主
的再來。因此，無論如何，我們總得出代價，預備自己，穿上「義
行」的衣服，才能被邀赴羔羊的婚筵。然而，當婚宴的時候到了，
我們能否以聖潔為衣，從容出席嗎？我們是否像愚拙的童女在需要
時借不到油，等到婚筵的門關了(太二十五 11)，才發自已正如泰尼
松(Tennyson)所寫的一首詩歌的情景──「太晚了，太晚了，你現
在不能進去。」現在神把選擇權放在了你我手裡，你我要慎重使
用！倪柝聲弟兄說：「從聖經中我們看到，基督徒有兩件衣服：一
件就是主耶穌，主耶穌是我們的衣服；一件就是這裏所說的光明潔
白的細麻衣。當我們到神面前去的時候，是主耶穌作我們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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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是我們的義，我們穿上祂到神面前去；這是我們所共有
的，我們每一個聖徒到神面前去都是有衣服的，不是赤身露體
的。另一面，當我們獻給主耶穌的時候，我們要穿上光明潔白
的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這一個「義」字，在原文是多
數的，可以把它譯作「眾義」，是一件一件的義，這個是我們
的細麻衣。我們得救之後，就開始要有一件細麻衣，就是聖徒
所行的義，來作我們的妝飾。
從詩篇第四十五篇裏，也可以看出基督徒是有兩件衣服的。第
十三節說：「王女在宮裏，極其榮華；她的衣服是金的。」
(「用金線繡的」，應該譯作「金的」，意思是用金子作的，
用金子打成的。) 第十四節說：「她要穿繡的衣服被引到王
前。」(原文沒有「錦」字。)可見第十三節的衣服和第十四節
的衣服不同，第十三節的是金的，第十四節的是繡的。啟示錄
第十九章所說的細麻衣，乃是繡的，不是金的。甚麼叫作金
的？主耶穌是金的，主耶穌是完全出乎神的，主耶穌所給我們
的那一個義，在我們得救的時候，給我們穿上的那一件衣服，
是金的。另外，從我們得救之日起，我們一直在繡一件衣服，
這就是聖徒所行的義。換句話說，金的衣服是神藉主耶穌給我
們的，繡的衣服是主耶穌藉聖靈給我們的。當我們信主的時
候，神藉著主耶穌給我們一件金的衣服，就是主耶穌自己，與
我們的行為一點關係都沒有，是祂作好了給我們的。繡的衣服
是與我們的行為發生關係的，是要一針一針繡出來的，是聖靈
每天在我們身上所作的。甚麼叫作繡呢？意思就是，本來是空
白的，沒有東西的，後來用線把東西繡上去，繡好之後，繡上
去的東西和本來的東西就成為一個了。這就是說，神的靈作工
在我們身上，把基督組織在我們身上，這一個是繡的。我們不
只得著一件金的衣服，並且還要有聖靈所繡的衣服，把基督組
織在我們裏面，要從我們身上彰顯基督。這繡的衣服，就是聖
徒所行的義。這個繡，不是一次的，乃多次的，是一天過一天
在那裏繡，一直繡到神說已經預備好了。」
有一次在美國有特別聚會，主題是關乎主的再來的預言。第一
個傳信息的人是講到時代末了的預兆，就是猶太人歸回巴勒斯
坦地時的兆頭。他把所有關於這件事的經文都給了聽眾，又說
到其它各時代裡指著主再來的那些兆頭。那些聽眾一直翻他們
的聖經，一直都在記筆記。然後史百克弟兄站起來傳他的第一
篇信息，信息是這樣說：「凡向祂有這指望的，就潔淨自己，
像祂潔淨一樣」(約壹三 3)。他又說為主的再來，在我們身上
應該作甚麼。聽眾就把聖經合起來了，他們把他們的鉛筆和筆
記簿也都擺在一邊，他們看看鐘，盼望散會的時間快到，他們
對這一點不感興趣。
【默想】
(一) 1～10 節要我們聽天上的歡呼歌頌，指出全宇宙充滿「哈
利路亞」(1、3、4、6 節)的讚美，因「大淫婦」已被毀滅了(1
～4 節)；全能的神作王了(5～6 節)；新婦預備好了(7～10
節)。什麼會促使我們成為羔羊的新婦呢？我們如何才能確知自
己已被邀請去參加「羔羊的婚宴」呢？
(二) 11～21 節要我們看得勝基督的顯現，指出「萬王之王，萬
主之主」得勝回來了(11～16 節)，在哈米吉多頓大戰，祂掃平
了地上軍兵 (17～19，21 節)，也殲滅了獸和假先知(20 節)。
我們如何才能確知自己與羔羊一同爭戰，而有得勝的喜樂與享
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