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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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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四日
讀經 可四30～41到底是誰？

二月二十六日
讀經 可 1:21-1:45 ；事奉榜樣

鑰節 他們就大大的懼怕，彼此說：『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也聽從祂

鑰節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
那裏禱告。（可一 35）

禱告 親愛主，除去我們的小信，詔識你是平靜風浪的主，讓我們在逆

禱告 主啊，在忙亂的生活中，面對各方面的挑戰，讓我們能安
靜在你面前，每天從新得力。

詩歌 我們願更多認識基督～churchinmarlboro.org

了。』 (可四 41)
境中更多投靠你。

【本週聖經鑰句】

詩歌 禱告之時～ churchinmarlboro.org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那
二月二十七日
裏禱告。」(可一 35)主在這裏樹立了一個神僕人與神交通的好
讀經 可2:1-2:12；信創神蹟
榜樣。《馬可福音》所描述的主耶穌這位神的僕人，乃是極其
鑰節 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小子，你的罪赦
勤勞、忙碌的。從早到晚不停地工作，天晚日落了，還是忙著
了。』(可二 5)
醫治病人(32 節)，直到深夜。祂很少有歇息的時間，甚至連吃
禱告 主啊，求你賜我們一顆愛人的心，讓我們懂得引領我們的 飯的工夫也沒有(三 20；六 31)，以致祂的親屬都說祂是癲狂
了(三 21)。通常，不少基督徒因著面對家庭、工作及教會事奉
朋友來到你的面前。
的責任和壓力，很容易會有「燒盡」的感覺。但是主在這裏樹
詩歌 信靠耶穌何其甘甜～churchinmarlboro.org
立了一個在百忙之中尋求得力的榜樣。
二月二十八日
馬可告訴我們，當安息日主在迦百農醫病趕鬼，渡過一個忙碌
讀經 可2:13-2:28；生命更新
勞累的日子(路四 31～44)之後，祂在次日「天未亮的時候」
鑰節 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恐怕酒把皮袋裂開，酒和 (35 節)，仍然獨自退到曠野，在那裏禱告神。在此我們看到禱
告與能力之間的關係。祂藉著與父神親密的交通重新得力；透
皮袋就都壞了；惟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裏。(可二 22)
過禱告使祂靈裏得滋潤活潑，禱告也成為祂休息的一種方式。
禱告 主啊，願你的生命在我們裏面成為力量，天天助我們更
新、變化；在我們身上天天有你新鮮的作為，使我們用新 因此，祂在迦百農教導人，醫治被鬼附的人，醫治彼得的岳
母，以及幫助合城人的需要，這些的工作都是祂禱告所帶來的
心新靈來認識你和事奉你。
結果。
詩歌 進深，進深～churchinmarlboro.org
親愛的，若主耶穌在每天開始事工之前，與神進行深切的屬靈
三月一日
交通，我們豈不更需要！我們從主的身上學到什麼？任何作主
讀經 可3:1-3:19；訓練工人
的工人，不可忽略個人的禱告生活。此外，清早是禱告最好的
鑰節 要他們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們去傳道，並給他們權柄 時刻，在未進入世界俗事之前，要先來到面神前得指引，添力
量。我們多少清晨是在密室中與父神親近呢？一天約花多少時
趕鬼。(可三 14～15 )
間在禱告上呢？
禱告 主啊，我們願意跟隨你，藉著更多的親近你，領受啟示和
「地生五穀」(可四 28)──只有馬可福音記載了這個種子長大
託付，得著權柄和恩膏，與你一起生活、作工。
的比喻。馬可福音四章 3 至 8 節撒種的比喻表明人心對種子生
詩歌 主領我們何往必去～churchinmarlboro.org
長的重要性；26 至 29 節撒種的比喻表明種子如何生長，全在
三月二日
於神的能力。主用這比喻告訴我們，生命固然需要我們去栽
種、澆灌，也需要我們去除掉一切妨礙它生長的東西，但惟有
可三20～35屬靈家人
讀經
鑰節 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了。 (可三 35) 神能夠叫它生長(林前三 6)。因此，我們沒有甚麼值得驕傲，
只要安靜地憑著信心，把生命交託在叫它生長的神手中。在自
禱告 親愛主，我們願意遵行神的旨意，也愛神給我們的屬靈家人。
然界的現象，人撒種在地，種子就自然地發芽長大成熟結穗，
詩歌 我們成為一家人～YouTube
照樣神的國在我們心中也是這樣。看植物的生長，我們便會更
明白靈命成長的真理：植物生長雖然緩慢，卻每天都在不斷地
三月三日
長大。屬靈的成長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因此我們只需活在生命
讀經 可四1～29生命成長
的規律中，經過時日，生命能漸漸地長大，步向成熟，最後達
鑰節 地生五穀是出於自然的；先發苗，後長穗，再後穗上結成飽滿的
到圓滿。
子粒。穀既熟了，就用鐮刀去割，因為收成的時候到了。 (可四
史威特，「撒種的人其職責隨著播種的結束而結束；收割者的
28～29)
職責則由收成的時候開始；兩者之間的一切都要仰賴土壤、陽
禱告 親愛主，教導我們活在你裏面，除掉一切妨礙生命成長的事物，
光和雨水相互之間生長的奧秘原則。」
好讓它能漸漸地長大。

啟示錄第二十章──千年國度

詩歌 哦主！求你長在我們心～YouTube

【讀經】啟二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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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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明白千年國度及其前後之事，包括：
(1)撒但最後的背叛，而受永刑的結局，(2)得勝者與基督一同
作王一千年的榮耀結局，和(3)不信神之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
上的)被扔在火湖裡，受神審判的悲慘結局；因而肯定這一切
事的結束都會照著聖經的預言而結束。
【主題】《啟示錄》第二十章主題強調：(1)千年國的階段(1
～6 節)；(2)撒但最後的背叛(7～10 節)；和(3)神最後的審判
(11～15 節)。
【鑰點】本章我們特別看見，千年國和與白色大寶座前的審
判。本章是啟示錄中最困難、最起爭論的一章。有關得勝者的
被提和千年國(Millennium)的解釋眾議紛紜，各種學說都有屬
靈的基督徒認同。然而，關於不同的觀點，我們須要學習謙卑
忍讓，千萬不要落入誓不兩立的爭論，導致教會的爭執和分
裂。本章給我們看見了兩種不同的分別：
(一)撒但的兩種結局：(1)在千年國度以前，被關在無底坑裏
(1～3 節)：(2)在千年國度以後，被扔在火湖裏(10 節)。
(二)兩次的復活：(1)頭一次的復活要與基督一同作王(4～6
節)，而有福了，聖潔了；(2)後來的復活要受審判(12～
13 節)，而晝夜受痛苦直到永遠。
(三)聖徒的兩種身分：(1)要得獎賞，而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
年(4，6 節)；(2)要受虧損，而不能作王。
(四)兩個敵對的陣營：(1)在歌革和瑪各(8 節)，而受迷惑，被
天火燒滅(8～9 節)；(2)在聖徒的營與蒙愛的城(9 節)，
而蒙保守。
(五)兩次的死：(1)第一次死的信徒，而要復活受審判(12～13
節)；(2)第二次的死，而是指一切不信的人被扔在火湖裏
(14～15 節)。
(六)兩類的卷冊：(1)生命冊(12，15 節)，而只記聖徒的名
字；(2)許多案卷(12 節)，而記載各人的行為。
(七)兩類的死者：(1)海所交出的死者(13 節)，而指污鬼；(2)
死亡和陰間所交出的死者(13 節)，而指死人的靈魂。
【簡要】首先，使徒約翰看見一位天使將那龍(古蛇，魔鬼，
撒但)捆綁一千年，扔在無底坑裏；千年完後，必須暫時釋放
牠(1～3 節)。而那些為耶穌作見證，為神之道受難的，沒有拜
過獸和獸像的，都復活了，要與基督同作王一千年，這是頭一
次的復活(4～6 節)。一千年後，撒但要被釋放，要再迷惑地上
四方的列國要聚集眾多人，圍住聖徒和聖城爭戰(7～8 節)。然
而，有火從天降下，燒滅聚集爭戰的人，而迷惑他們的魔鬼要
被扔在火湖裏，直到永永遠遠 (9～10 節)。
約翰又看見一個白色大寶座，而那些死了的人無論大小，都站
在寶座前受審；於是生命冊展開，個人憑著自己所行的受審判
(11～13 節)。死亡和陰間被扔在火湖裏，這火湖是第二次死，
而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的人，也被扔在火湖裏(14～15 節)。
【鑰節】「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的；從祂
面前天地都逃避，再無可見之處了。」(啟二十 11) 這節介紹
白色大寶座的審判，一切的死人，主要是指不信而死的人，要
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
【鑰字】「白色大寶座」(啟二十 11) ──坐在「白色大寶
座」上面的就是神，祂的審判是為著結束一切舊的受造之物，
帶進新天新地所設立的審判臺。這是神對一切不信人的最後一
次審判：

【綱要】本章根據內容要義，可分為三段如下：
(一)千年國的階段(1～6 節)──撒但被監禁，得勝者與基督
作王一千年；
(二)撒但最後的背叛(7～10 節)──撒但被釋放、迷惑列國
與滅亡；
(三)神最後的審判(11～15 節)──在白色大寶座前，各人所
行的受審判。
【鑰義】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
寶座，與坐在上面的；從祂面前天地都逃避，再無可見之處
了。」(啟二十 11)
根據祂的榮耀，因著祂的聖潔，照著祂的公義，神施行審判
乃是為著在宇宙中行政的管理。然而聖經中題到許多不同的
審判，至少可分為下列六種：(1)神對主耶穌代替罪人在十字
架受死的審判(太二十七 46)；(2)神對聖徒管教的審判(來十
二 10；林前十一 31～32)；(3)教會對犯罪聖徒的審判(林前
五 12～13)；(4)基督臺前的審判(林後五 10)；(5)基督榮耀
寶座前的審判(太二十五 31～32)；(6)白色大寶座前的審判
(啟二十 11～12)。前四種審判，可說都是關係聖徒的；後二
種乃是關係世人的。而最後三種的審判是在主再來時候所發
生的審判，且要分階段施行，盼望我們有清楚的認識：
第一，得救之人──首先，在「基督臺前」的審判後，被決
定是得獎賞，或受虧損！這一刻，我想起自己是否可以向神
交賬？
第二，活著的萬民──接著，在「基督榮耀寶座前」的審判
後，被分別是綿羊(義人) ，或山羊(被咒詛的人)！這一刻，
我想起哪位小弟兄？
第三，死的不信之人──最後，在「白色大寶座前」的審判
後，若不在生命冊裡，就被扔進火湖裡！這一刻，我想起哪
位家人、好友、同事？
有一次，斯特德曼(Ray C. Stedman)和一位小夥子在書房中聊
天。那個小夥子面帶憂色，談及他生活中的瑣事，最後他忍
不住問斯特德曼：『我可以發一個問題嗎？』斯特德曼說：
『請便。』他說：『這一切要發生到何時呢？世上發生這些
事究竟怎樣解釋呢？這一切的紛亂與擾攘要怎樣才停止
呢？』斯特德曼告訴他這一切都將會照聖經所預言的一般結
束。神在其啟示中編排的預言，順著歷史進展到今天，一字
一句的應驗了。
親愛的，想到神最後對得勝者的獎賞與對不信之人的審判，
對我們現在的生活有什麼警惕呢？
【默想】
(一) 1～6 節指出千年國度的階段，說出撒但被捆綁了；得
勝者在國度裏與主掌權了！何等有福，我們好好預
備，等候主的再來吧！
(二) 7～10 節指出最後的背叛，說出撒但逃不過厄運，至
終被扔在火湖裏，受永遠的刑罰了！何等大快人心，
我們歡喜快樂罷！
(三) 11～15 節指出最後的審判，說出白色大寶座前的審
判，將一切消極的(包括已死的不信之人、死亡和陰
間、以及海中之鬼)都對付了！何等可畏，我們速興
起傳福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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