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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聚會】2017 年 3/5~ 3/11
讀經 可五1～20傳揚大事

鑰節 耶穌看出來，就說：『你們為甚麼因為沒有餅就議論呢？
你們還不省悟，還不明白麼？你們的心還是愚頑麼？你們
有眼睛，看不見麼？有耳朵，聽不見麼？也不記得麼？』
(可八 17～18)

鑰節 那人就走了，在低加波利，傳揚耶穌為他作了何等大的事，眾

禱告 主啊，開啓我們的心眼，拔高我們對袮的認識。

三月五日

人就都希奇。」(可五 20)

詩歌 吸引我近，更近，親愛主～churchinmarlboro

禱告 親愛主，我們不可忘記你救贖大恩，讓我們更多為你作見証！

【本週聖經鑰句】

詩歌 我們愛傳講主福音～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六日
讀經 可五 21～43 信心接觸
鑰節 意思說：『我們只摸祂的衣裳，就必痊愈。』於是她血漏的源
頭，立刻乾了；她便覺得身上的災病好了。 (可五 28～29)

禱告 主啊，你知我們的需要，讓我們更多用信心支取你的應許和能
力。

詩歌 昨日今日直到永遠～YouTube
三月七日

「到曠野地方去歇一歇」(可六 31) ――主帶領門徒暗暗的到偏
僻的地方去休息。因為祂知道這些人疲倦了，於是祂說，「你
們來同我暗暗的到曠野地方去歇一歇」(31 節)。主這樣作，是
使他們得安息。但我們如何把工作放到一旁去休息呢？就我是
們和祂一同去休息。與主同在的休息，遠勝過我們自己單獨的
休息，不但使我們得著甜美的安息，並且使我們重新得力。我
們事奉主，殷勤作工固然要緊，但有時候不可忽略與主一同去
「歇一歇」。所以，我們應學習在百忙中，還能常常回到深
處，與主同享安息。

啟示錄第二十一章──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

讀經 可六 1～29 受主差遣

【讀經】啟二十一 1～27。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認識新天新地是何等榮耀的光景；以
及明白新耶路撒冷的細節和對神子民的關係，因而叫這異象成
為我們的盼望和力量，去面對每日的挑戰。
【主題】《啟示錄》第二十一章主題強調：(1)新天新地的來
到(1～8 節)；和(2)聖城新耶路撒冷(9～27 節)。
【鑰點】本章我們特別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乃是新天新地的
中心。《啟示錄》最寶貴之處，就是它宣告了神永遠的定旨終
必成就，而且也清楚交代了當神的旨意得著完全實現時，所該
有的情形，就是新天新地耶路撒冷的出現(二十一 10，二十二
5)。聖城新耶路撒冷是神所有工作的目標，是神歷代作為的集
大成和結晶，是神旨意終極的顯出，她表徵了神心意中所要達
到的地步，因為：(1)她是基督的新婦、羔羊的妻(二十一 2，
9)；(2)她是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在，直到永遠 (二
十一 3)。
【簡要】本章敘述新天新地和聖城新耶路撒冷。首先，使徒約
翰看見新天新地的來到(1～8 節)。他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
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而聖城耶路撒冷由天
而降，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1～2 節)。接著，約翰又聽
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有三大宣告(4～8 節)：
(一)第一次宣告(3～4 節)──(1)神的帳幕在人間，而祂要與
人同住；(2) 我們是神的子民，神是我們的神；(3)祂要擦去
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悲哀、 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
事都過去了
(二)第二次宣告(5 節)──(1)一切都更新了；(2)這些話是可
信的，是真實的。
(三)第三次宣告(6～8 節)──(1)一切都成了；(2)神是創始
成終的主；(3)將生命泉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4)神應
許得勝者承受產業；(5)不信主的罪人被扔在永遠火湖里。
然後，約翰被聖靈感動(在靈裡)看見新耶路撒冷的出現(9～27
節)。約翰描述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妻(9～10
節)。他形容聖城的外觀，發出光輝將顯出神榮耀的光輝(11

鑰節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差遣他們兩個兩個的出去；也賜給他們
權柄，制伏污鬼。(可六 7)

禱告 親愛主，求你裝備我們，差遣我們興你同工，使人認識你，信從
你。

詩歌 要忠心～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八日
讀經 可六30～56與主同歇
鑰節 祂就說：『你們來同我們暗暗的到曠野地方去歇一歇。』(可六
31)

禱告 主啊，我們願意與你一起生活、作工、休息。
詩歌 耶穌我們來就你～YouTube
三月九日
讀經 可七1～23；保守內心
鑰節 這一切的惡，都是從裡面出來，且能污穢人。（可七 23）
禱告 主啊，保守我們的心，不沾染邪污，使我們有清潔的心事
奉袮。
詩歌 哦主！求你長在我心～YouTube
三月十日
讀經 可七24～37；蒙主開通
鑰節 耶穌領他離開家人，到一邊去，就用指頭探他的耳朵，吐
唾沫抹他的舌頭。望天歎息，對他說：「以法大。」就是
說「開了罷」。(可七 33～34)
禱告 主啊，保守我們親近袮的生活，也願袮常常開通我們的耳
朵，使我們得著袮活潑話語。
詩歌 耶穌此名何等芬芳～churchinmarlboro
三月十一日
讀經 可八1～21；心竅開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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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他概述聖城的城牆和城門：(1)高大的城牆(12 節上)；(2)
有十二個門，門上寫著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12 下～13 節)；
(3)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14 節)。他
描述城的大小：長寬高都是一樣，各有四千里；城牆有一百四十
四肘(15～17 節)。他描述城的華麗結構：(1)城牆是碧玉造的(18
節上)；(2)城是精金的，如同明淨的玻璃(18 節下)；(3)城牆的
根基是用十二種寶石修飾的(19～20 節)；(4)每門有一顆珍珠(21
節上)；(5)城內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21 節下)。他用
四個「沒有」(或「不」)描述城的特征：(1)城內「沒有」殿，
因神和羔羊就是城的殿(22 節)；(2)城內「不」用日月光照，因
有神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 (23 節)；(3)城門總「不」
關閉，君王必將自己的榮耀歸於那城(24～26 節)；(4)凡「不」
潔淨，行可憎的，虛謊之事的，不得進城，而只有名字寫在羔羊
生命冊上的才得進去(27 節)。
【鑰節】「祂又對我說：『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
戛；我是初，我是終。」」(啟二十一 6)本書一共三次提到「我
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 (一 8，二十一 6，二十二 13)，不僅含
示神是一切事物的開始和終結者，並且也表示凡是在祂起初所定
規的事，祂都必定成就到底。
【鑰字】「都成了」(啟二十一 6)──原文(telos)，乃是目標，
結局，終點之意，就是指過程的最後結尾。聖經一共四次提到
「成了」：(1)當七日神造物之工完畢之時，就說事就這樣「成
了」(創一 30)，表示神創造的工作完成了；(2)當主耶穌在十字
架上臨死之前，就說「成了」(約十九 30)，表示主在十架完成了
神救贖的工作；(3)當第七位天使倒完第七碗時，寶座上有聲音
說「成了」(啟十六 17)，表示神審判的工作完成了；(4)當天地
一切都更新之時，寶座有聲音說「都成了」(啟二十一 6)，表示
神的工作由始至終都獲得完成。
倪柝聲說得好，「『都成了！』。到了最後，父神永遠的計畫和
目的都實現了。這事如何成功呢？為何聖經如此肯定地斷言呢？
確實無疑的，因為祂是阿拉法和俄梅戛。神開始了一件工作，祂
必定完成它。祂的手既已動工，除了完成那工作之外，祂別無旁
鶩，因為這樣做是祂的本性。哈利路亞！祂不只是初，祂又是
終！我們的神是俄梅戛，正如同祂是阿拉法。這便保證了凡祂在
我們身上所動的工，祂必定徹底完成。神不會因著人的無能，或
撒但的敵對而受到攔阻。罪在我們身上，使我們實在擔當不起。
但神卻能夠輕易地為我們解脫了。祂的名字就是祂本性的說明。
這名字（阿拉法和俄梅戛）向我們保證，祂必定在我們身上，美
滿的完成祂的工程。」
【綱要】本章可分為二段：
(一)新天新地的來到(1～8 節)──
(1)約翰宣告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1～2 節)，
(2)寶座宣告神的帳幕在人間了(3～4 節)，
(3)寶座宣告一切都更新了(5 節)，
(4)寶座宣告一切都成了(6～8 節)；
(二)聖城新耶路撒冷(9～27 節)──
(1)聖城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妻(9～10 節)，
(2)城榮耀的外觀(11 節)，
(3)城牆和城門概述(12～14 節)，
(4)城的量度(15～17 節)，
(5)城的結構(18～2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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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城的殿(22 節)，
(7)城的燈和光(23～25 節)，
(8)地上列國與城的關係(23～27 節)。
【鑰義】本書末了兩章對新耶路撒冷有很完美、詳細的描
述：
(一)歷代蒙救贖之聖徒的構成──這包括舊約和新約的聖
徒。十二門上有以色列 12 支派的名字，代表舊約的聖徒；12
城牆的根基有十二使徒的名字，代表新約的聖徒(二十一 12，
14)。
(二)三一神工作的結果──建造聖城的珍貴材料：「精金」
象徵神的性情 ；「珍珠」表徵基督死而復活的救贖工作；
「寶石」表徵聖靈變化的工作。
(三)神與人的調和──聖城是神與人調和的結果。聖城有 12
根基，上面有 12 使徒的名字，還有 12 個門，12 顆珍珠，門
上有 12 支派的名字，此外還有生命樹的 12 樣果子。城的長寬
高各為一萬二千斯泰亞(原文)，是一千乘十二；牆高 144，即
12×12；每年有 12 個月。12 是 3×4，表徵神與人完全的調和。
(四)神榮耀圓滿的彰顯──城中有神的榮耀，而城的光輝如
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11，23)，而碧玉乃象徵神的形像
(四 3)。
(五)神權柄的通行──城內有神和羔羊的寶座(二十二 1，
3)，神掌權的中心，聖民要與祂一同作王，直到永遠(二十二
5)。
(六)神生命的湧流──城內街道當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兩
旁又有生命樹，每月都結果子，其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二
十二 1～2)。生命樹的果子是聖民生命的供應和享受；生命樹
的葉子為使復興的萬民得醫治。
以上的光景是以表號的方式，啟示神旨意得著終極實現的情
形。宇宙的被造和神對人的心意就在此圓滿地成全了！這就是
全本聖經的結束。其實全本聖經的開頭和結束是遙遙呼應的，
合併起來就成了一幅美麗的圖畫。
【默想】
(一) 1～8 節指出新天新地的來到，說出：(1)海不再有了，
表示一切邪惡痛苦的源頭都消失了(1 節)；(2)新婦/教會妝飾
整齊了，表示神救贖大工都完成了(2 節)；(3)神要與我們同
住，祂要我們擦去一切的眼淚，表示我們不再有死亡、悲哀、
哭號、疼痛、舊事都過去了(3～4 節)；(4)一切都更新，都成
了，有生命活水永遠解人渴，表示我們從此再也沒有遺憾和缺
乏了(5～8 節)。親愛的，神是創始成終的，祂所應許的、所
計劃都成就了，我們前途何光明？我們為何不趕緊把這好消息
告訴人呢？
(二) 9～27 節指出新耶路撒冷的出現，說出：(1)這城是羔羊
的新婦，就是古今中外，一切得贖選民的總體，表示你我也要
在其中(9～14 節)；(2)用精金、寶石、珍珠所的造城，表示
聖靈作工，使你我在神的面前，經歷各種各樣的拆毀、煉淨、
變化，最後成為被建造之材料(10～21 節)；(3)「主神全能者
和羔羊為城的殿」充滿了神榮耀的光輝，在那裏再也沒有黑
暗，不潔，表示你我也要發光，好像明光照耀(22～27 節)。
親愛的，這樣一個是愛，是光，又是詩的城，我們可嚮往？這
又叫我們有甚麼聯想，如何預備自己成為那美麗的聖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