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更經節    2020 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基督徒生活、召會生活、 這世代的終結以及主的來臨   第二週    1 月 18 日 - 1 月 24 日 

 

第二週  儆醒豫備，好爲着主卽將 

第二次來臨得以被主豫備好 

綱  要 

壹、『來臨』（巴路西亞）在原文的意思是『同 

在』；基督的來臨將是祂與祂子民同在的 

時候；祂的巴路西亞要開始於大災難之前 

男孩子（啓十二 5）和初熟果子（十四 1 

 ～4）的被提，結束於大災難末了祂和聖 

徒一同在地上的顯現。（太二四 27，30， 

帖後二 8，猶 14。） 

貳、我們需要看見主卽將第二次來臨的兆頭— 

太二四 1 ～ 3： 

叁、我們要被主提取，就必須是爲着祂卽將的 

來臨儆醒並豫備好成爲祂新婦的人，（太 

二四 32 ～ 44，啓十九 7，）好使我們能 

在大災難之前被提（三 10，路二一 6）： 

肆、主在馬太二十五章一至十三節的話是關於 

儆醒的比喻： 

週一 1/18                                           *禱讀 
馬太福音 24:27,30 

27 閃電怎樣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人子來臨

也要這樣。30 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這

地的各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帶著能力和

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而來。 

啟示錄 12:5; 14:1-4 

12:5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萬

國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和祂的寶座那裡去了。

14:1 我又觀看，看哪，羔羊站在錫安山上，同祂還

有十四萬四千人，額上都寫著祂的名，和祂父的

名。14:2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像眾水的聲音，又

像大雷的聲音，並且我所聽見的，好像彈琴的所彈

的琴聲。14:3 他們在寶座前，並在四活物和眾長老

前唱新歌；除了從地上買來的那十四萬四千人以

外，沒有人能學這歌。14:4 這些人未曾與婦女在一

起受到玷污，他們原是童身。羔羊無論往那裡去，

他們都跟隨祂。他們是從人間買來的，作初熟的果

子歸與神和羔羊； 

彼得後書 1:19 

19 我們並有申言者更確定的話，你們留意這話，

如同留意照在暗處的燈，直等到天發亮，晨星在你

們心裡出現，你們就作得好了； 

彼得後書 3:9-12 上 

9 主所應許的，祂並不耽延，像有些人以為祂耽延

一樣；其實祂乃是寬容你們，不願任何人遭毀壞，

乃願人人都趨前悔改。10 只是主的日子要像賊一

樣來到；在那日，諸天必轟然一聲的過去，所有的

元素都要被焚燒而銷化，地和其上的工程也都要燒

盡了。11 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你們該當怎

樣為人，有聖別的生活和敬虔，12 上 期待並催促

神的日子來臨？  

晨興聖言 2020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第二週,週一 

團體閱讀 《基督的奧秘》第七章：身體的受膏;  

受膏的條件乃是天然被埋葬 

週二 1/19 
馬太福音 24:14, 32-33,1-3 

14 這國度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

後末期纔來到。32 但是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

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

了；33 照樣，你們幾時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

道那夏天近了，正在門口了。1 耶穌從殿裡出來，

正走的時候，門徒進前來，把殿的建築指給祂看。

2 祂就對他們說，你們不是看見這一切麼？我實在

告訴你們，將來在這裡，絕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

上，不被拆毀的。3 耶穌在橄欖山上坐著，門徒暗

暗的到祂跟前來，說，請告訴我們，甚麼時候會有

這些事？你的來臨和這世代的終結，有甚麼兆頭？ 

啟示錄 6:2;2:4; 3:15-16 

6:2 我就觀看，看哪，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拿

著弓，並有冠冕賜給他，他便出去，勝了又要勝。

2:4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離棄了起初

的愛。3:15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

巴不得你或冷或熱。3:16 你既如溫水，也不熱也不

冷，我就要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晨興聖言 2020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第二週,週二 

團體閱讀 《基督的奧秘》第七章：膏的用处;  
膏油的教訓 

週三  1/20 
帖撒羅尼迦後書 2:3, 7,11,4,10 

3 不要讓任何人用任何方法誘騙你們；因為那日子

以前，必有背道的事先來，並有那不法的人，就是

滅亡之子，顯露出來；7 因為那不法的奧祕已經發

動，只等那現在的抑制者被除去；11 所以，神就

使錯謬運行在他們裡面，叫他們信從虛謊，4 他是

那敵對、且高抬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或受人敬拜

者的，甚至坐在神的殿裡，展示自己，說他就是

神。10 並且在那滅亡的人身上，行各樣不義的欺

騙；因他們不領受對真理的愛，使他們得救。 

馬太福音 24:12; 16:27 

24:12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就漸漸冷

淡了。16:27 因為人子要在祂父的榮耀裡，同著眾

天使來臨，那時祂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 

路加福音 18:8; 21:34-36 

18:8 我告訴你們,祂要快快的給他們伸冤了。然

而，人子來的時候，在地上找得到信心麼？21:34 

你們要小心,恐怕因酗酒、沉醉並今生的思慮，累

住你們的心 ,那日子就如同網羅忽然臨到你們，

21:35 因為那日子要這樣臨到全地面上一切居住的

人。21:36 但你們要時時儆醒,常常祈求,使你們得勝,

能逃避這一切要發生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啟示錄 3:22 

22 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晨興聖言 2020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第二週, 週三 

團體閱讀 《基督的奧秘》第七章：膏抹与律法; 

如何受膏 

週四  1/21 
馬太福音 24:44 

44 所以你們也要豫備，因為在你們想不到的時

辰，人子就來了。 

啟示錄 3:10 

10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話,我也必保守你免去那將要

臨到普天下，試煉一切住在地上之人試煉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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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24:40-43 

40 那時，兩個人在田裡，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41 兩個女人在磨坊推磨，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42 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那一天

要來。43 但你們要知道，家主若曉得賊在幾更天

要來，他就必儆醒，不容他的房屋被人挖透。 

路加福音 21:36 

36 但你們要時時儆醒，常常祈求，使你們得勝，

能逃避這一切要發生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提摩太後書 4:8 

8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主，那

公義的審判者，在那日要賞賜我的；不但賞賜我，

也賞賜凡愛祂顯現的人。 

使徒行傳 3:19-20 

19 所以你們要悔改，並要回轉，使你們的罪得以

塗抹，這樣，那舒爽的時期，就得以從主面前來

到，20 祂也必差遣所豫先選定給你們的基督，就

是耶穌。 

詩篇 27:8  

8 你說，你們當尋求我的面；那時我的心向你說，

耶和華阿，你的面我正要尋求。 

晨興聖言 2020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第二週,週四 

團體閱讀 《基督的奧秘》第八章：身體的規矩; 

肢體的職事; 按規矩盡功用 

週五  1/22 
馬太福音 25:1,4,3 

1 那時，諸天的國好比十個童女，拿著她們的燈,出

去迎接新郎。4 但精明的拿著她們的燈,又在器皿裡

帶著油。3 愚拙的拿著她們的燈,卻沒有帶著油； 

啟示錄 19:7 

7 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耀歸與祂；因為羔羊婚娶

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豫備好了。 

哥林多後書 11:2-3 

2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們，因為我曾把你們許配

一個丈夫，要將一個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3 我只

怕你們的心思或被敗壞，失去那向著基督的單純和

純潔，就像蛇用詭詐誘騙了夏娃一樣。 

箴言 20:27 

27 人的靈是耶和華的燈，鑒察人的深處。 

羅馬書 12:11 

11 殷勤不可懶惰，要靈裡火熱，常常服事主。 

以弗所書 5:18-20 

18 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放蕩，乃要在靈裡被充

滿，19 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對說，從心中

向主歌唱、頌詠，20 凡事要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名裡，時常感謝神與父， 

晨興聖言 2020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第二週, 週五 

團體閱讀 《基督的奧秘》第八章：使徒、先知、

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 

週六  1/23   
馬太福音 25:8,10.9 

8 愚拙的對精明的說，請分點油給我們，因為我們

的燈要滅了。10 不料，她們去買的時候，新郎到

了；那豫備好的，同他進去赴婚筵，門就關了。9 

精明的回答說，恐怕不彀我們和你們用的，不如你

們到賣油的那裡，為自己買罷。 

箴言 23:23 

23 你當買真理,不可出賣;要買智慧、訓誨和聰明。 

啟示錄 3:18 

18 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叫你富足；又買白

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又買眼藥擦你

的眼睛，使你能看見。 

馬太福音 16:24-26 

24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否

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並跟從我。25 因為凡要

救自己魂生命的，必喪失魂生命；凡為我喪失自己

魂生命的，必得著魂生命。26 人若賺得全世界，

卻賠上自己的魂生命，有甚麼益處？人還能拿甚麼

換自己的魂生命？ 

腓立比書 3:7-8 

7 只是從前我以為對我是贏得的，這些，我因基督

都已經看作虧損。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看作虧

損，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因祂已經

虧損萬事，看作糞土，為要贏得基督， 

晨興聖言 2020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第一週, 週六 

詩歌 大本詩歌  298 首 

主日  1/24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帖撒羅尼迦前書 5:4-11 

4 弟兄們，你們卻不在黑暗裡，叫那日子像賊一樣

突然抓住你們；5 因為你們都是光明之子和白晝之

子。我們不是屬黑夜的，也不是屬黑暗的。6 所以

我們不要睡覺，像其餘的人一樣，總要儆醒謹守。

7 因為睡了的人是在夜間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間

醉。8 但我們既是屬於白晝，就當謹慎自守，穿上

信和愛的胸甲，並戴上救恩之望的頭盔。9 因為神

沒有派定我們受忿怒，乃是派定我們藉著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得著救恩。10 祂為我們死，好叫我們無

論醒著或睡著，都可與祂同活。11 所以你們要彼

此安慰，互相建造，正如你們一向所行的。 

啟示錄 21:2 ; 22:1,17,20-21 

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

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22:1 天使

又指給我看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

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2:17 那靈和新

婦說,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口渴的人也當來；

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20 見證這些事

的說，是的，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阿,我願你

來！22:21 願主耶穌的恩與眾聖徒同在。阿們。 

參   讀：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第 63,64 篇; 

聖經要道卷六第 60 題,1645 至 1649 頁 

報告事項： 

02/13-14 國際新春華語特會,請聖徒擺上禱告 

紐  約  市  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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