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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八三天

2015-12-08

一、敬拜诗歌

平安在我心

二、灵修读经

经文默想

三、旧约行程

玛拉基书第 1-2 节

四、新约行程

启示录第 16 章

五、每日灵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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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默想启示录第16章第15节

Rev 16:15 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

一、敬拜诗歌

二、灵修读经 - 默想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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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拉基书第一章
Mal 1:1 耶和华藉玛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

爱雅各，恶以扫(1-5节)

Mal 1:2 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

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

Mal 1:3 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

Mal 1:4 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

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

Mal 1:5 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

有残疾的祭物(6-14节)

Mal 1:6 「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

敬我的在那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那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

Mal 1:7 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

是可藐视的。

Mal 1:8 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

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Mal 1:9 「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与我们。这妄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

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Mal 1:10 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徒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

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

Mal 1:11 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

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

Mal 1:12 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

Mal 1:13 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烦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

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

Mal 1:14 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

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简单解释]
玛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卷书；玛拉基──旧约时代最后一位先知，他有甚么信息给我们？

1:1 默示是指从神而来的信息。玛拉基是旧约中的最后一位先知。约在公元前 430 年前后，他继哈该、撒

迦利亚和尼希米出来传讲神的默示。当时，圣殿重建完成差不多已经一个世纪了，百姓对敬拜开始失去热

心，再加上以赛亚、耶利米和弥迦那些令人兴奋的、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仍未实现，使百姓觉得失望，于是

便渐渐冷淡下来。此外，导致耶路撒冷在公元前 586 年沦陷的各种罪，仍存留在他们中间。因此，玛拉基

特别针对他们的伪善和罪行，把公义的神跟这些心硬的百姓的一连串争辩和对话生动地描绘出来。

“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这也是我常问神的话吗？

1:2-3 神藉玛拉基所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曾爱你们。”此话虽是对以色列人说的，但其实也是对每一个

时代的人说的。可惜，许多人都以世俗的眼光看神的爱，他们用政治和经济的成就来作为成功的标准。以

色列人因为当时的政治腐败，经济不景，人民穷困，就以为神已经不爱他们，这实在是大错特错了。神爱

所有的人，因为万民都是他所创造的。然而，永远的赏赐只属于信靠他的人。

神的拣选很奇妙，能被他选上岂不是极大的荣幸吗？

1:2-5 “我恶以扫”这句话只说出神拣选了雅各来作以色列民和弥赛亚的祖先，与以扫的永生问题无关

（参罗 9:10-13）。其实，神也让以扫成为以东人的祖先，只可惜他们后来成了以色列的世仇（参创

25:19-34；27:30-43）。因为神要藉雅各和他的后裔赐福给万国，所以对以色列人特别看顾，只可惜他们

虽蒙神拣选，却把神拒诸门外。

三、旧约行程 – 玛拉基书第 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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藐视神的名？当时的祭司如是？当时的人如是？──

1:6-14 神指控祭司没有敬畏他，甚至藐视他的名，灵性上也没有给百姓作好的榜样。圣殿在公元前 516

年重建后，他们虽然在那里敬拜神，却没有正确地敬拜，也从不按神的律法献祭。祭司以斯拉曾在公元前

458 年左右发起一次大复兴运动，但到了玛拉基的时代，民族领袖又再次跌倒离开神，而百姓自然跟他们一

样。敬拜不再是由衷地赞美神，而变成了祭司沉重的公事。

要把最好的献给主，我，做得怎样？

1:6-8 神的律法要求只可把洁净、无残疾的祭牲献给他，但这些祭司却容许百姓把瘸腿的、有残疾的、瞎

眼的祭牲献上。因此神极不喜悦，指责祭司们竟然容许这种藐视他的行为。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献给神

的活祭（参罗 12:1），如果我们没有把最宝贵的部分献上，只肯把剩余的时间、金钱和精力给他，就与这

些敬拜者同罪。我们向神所献上的，充分反映出我们心底对他的态度。

神不会受人欺哄，人要好自为之──

1:7-8 在献祭上百姓犯了错误，他们贪图方便，贪便宜，祭物越贱越好，又漠视献祭方法，更不遵守神的

命令，随心所欲地乱献祭。此等行径反映出他们对神的轻率态度。你有没有贪图方便或草率地奉献呢？你

是不是也随一己之意来奉献呢？

基督徒都是神的祭司，我有没有辱没这职分？

1:10 祭司是神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有责任反映神的性情、态度和价值观。他们接纳有残疾的祭牲，百姓

便以为神也会接纳，但神说：“我不喜悦你们。”同样，我们也会影响亲友对神的看法。别人从你身上看

见神的甚么性情呢？假如我们任意犯罪，就与玛拉基时代的祭司无异，神也不会喜悦我们这样做。

今日神的名在哪里还没有被尊为大？对此，我可以做点甚么？

1:11 旧约中经常出现“我（耶和华）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这一信息在这里再次得到确定。以往神

拣选了犹太人，要藉他们来拯救赐福全世界，今日神同样使用所有相信他的人，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来拯

救赐福世界。基督徒是神的选民，我们献给神的馨香祭乃是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参林后 2:14-15）。你让神

来使用你，叫他的名在各国受尊崇没有呢？这个使命首先从我们的家庭和邻舍中开始，与此同时，我们更

要为神的全球宣教使命祷告与努力。

事奉神有时真很累、很烦，可是……

1:13 对这些祭司们来说，敬拜是烦琐之事，是重担。太多人以为跟随神可以使生活舒适安逸、事事亨

通，他们只想在神身上找方便、占便宜。事实上要达到神的标准，我们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甚至要过贫

穷困苦的生活。不过，如果我们以事奉神为人生的最高目标，那么现在所付出的代价，与日后所承受的永

生和赏赐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玛拉基书第二章
给祭司的诫命(1-9 节)

Mal 2:1 「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

Mal 2:2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

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

Mal 2:3 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

Mal 2:4 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或作：利未人）所立的约可以常存。这是万军之耶

和华说的。

Mal 2:5 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

Mal 2:6 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

Mal 2:7 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

Mal 2:8 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Mal 2:9 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瞻徇情面。」

犹大不忠(10-16节)

Mal 2:10 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各人怎麽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

们列祖所立的约呢？

Mal 2:11 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

的圣洁（或作：圣地），娶事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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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 2:12 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何人：原文作叫醒的，答应的），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

华也必从雅各的帐棚中剪除他。

Mal 2:13 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

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

Mal 2:14 你们还说：「这是为什麽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作见证。他虽是你的配

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

Mal 2:15 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後

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

Mal 2:16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

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审判的日子

Mal 2:17 你们用言语烦琐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烦琐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

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那里呢？」

[简单解释]
不尊崇神的名，基督徒要受咒诅，这可非同小可！

2:1-2 神警告祭司，他们若不尊崇他的名，他就要施行惩罚。同样，神也呼唤我们去尊崇他的名，去敬拜

他。这意味著承认他是神，是宇宙万物的伟大创造者，只有他是完美的，他用最完全的爱来爱我们，为了

爱我们这群罪人甘愿到世间来。你承认这一切吗？你尊崇他的名吗？

“不听从，不放在心上”，是玛拉基时代人的通病，也是我们的？不……会……吧……

2:1-2 虽然神藉著他的话多番提醒，但祭司仍轻看神所重视的东西。我们怎样知道神看重些甚么呢？首先

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他（参申 6:5）。换句话说，我们不但要聆听神的话，还要把神的话放在心上，牢牢

记著，并尽力把他的吩咐实践出来。我们爱神，他的话就会如明灯照亮并指引我们每一天的路途。反观玛

拉基时代的祭司，他们不再爱神，所以不知道、也不重视他的要求了。

“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这，也能成为我一生的写照吗？

2:4-6 利未是利未支派的祖先，神把这支派分别出来服事他（参民 1:47-54）。他们最初在会幕里，后来

在圣殿里事奉神。神要祭司们留意跟从先祖的榜样，谨守他的典章律例。

“嘴里当存知识”，我却背不出几句圣经上的话……

2:7-8 玛拉基向祭司发怒，因为他们是神的使者，却不清楚神的旨意，更因此引导百姓走入歧途。他们故

意漠视神，罪责难逃。同样，传道人和教会领袖也必须熟识通达神的道，晓得如何在生活中实践出来。你

用了多少时间来研读神的话语呢？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原来还是一个“私”字作怪……

2:9 祭司容许有势力和自己喜欢的人违反律法。这些人犯罪时，祭司没有尽力指责，怕一旦得罪了他们，

便会失去支持。在教会里，是否也有些“特权人士”犯了罪也没有人指正呢？我们不能对有钱、有地位的

人持双重标准，要把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准则。不要偏袒自己喜爱的人，以免被神弃绝（参雅 2:1-4）。

当今离婚如此普通，坚持神的婚姻律法太难了……

2:10-16 百姓虽然没有公开拒绝神，但从他们的所作所为可见他们根本没有把神放在心上。男子任意娶拜

假神的外邦女子为妻；他们对家庭不忠，甚至厌倦伴侣而把她们遗弃，因此，离婚非常普遍。他们任意妄

为，以为不会遭受惩罚，甚至质问神，为何不看顾又不肯收纳他们的供物，也不赐福给他们（2:13）。其

实我们和神的关系，跟我们的生活是不能分割的，他必须是一切的主。

信徒与非信徒结婚是不是不讨神喜悦呢？

2:11-12 随著圣殿重建，城墙修筑完成，百姓都切切期待有关消灭仇敌、弥赛亚来临的预言实现。但时光

飞逝，预言仍未成就。百姓感到失望，开始不愿遵守神的律法，更渐渐地公然犯罪，娶敬拜偶像的外邦女

子为妻。其实早在许多年之前，以斯拉和尼希米已面对过这个问题了（参拉 9-10 章；尼 13:23-31）。

结发夫妻，白头到老，好像越来越少了……

2:14 百姓怨无可怨，只好推说际遇欠佳。虽然怨尤并不能解决问题，但人总爱推卸责任，好减轻自己的

罪咎感。其实，每当遇到难题，我们应当首先自我反省。也许我们把态度和行为改变一下，问题便能迎刃

而解！



2015年读经计划 2015 Bible Reading Program
（本学习资料内容由圣路易斯华人基督教会提供，版权归圣路易斯华人基督教会所有）

第 6页

一夫一妻制，是得“虔诚的后裔”的基本保障，可是──

2:14-15 当时，只有男方才可以提出离婚。他们对伴侣不忠，对于神的心意──夫妇二人成为一体，教养

后代敬畏神，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其实，他们不单抛弃了发妻，也漠视了与神的关系，忽视了与神在灵里

沟通的真义。

对配偶不诚实，是感情出轨的第一步──

2:15-16 “谨守你们的心”一话提醒我们对婚姻要认真，就像神对他向百姓所作的应许一样的认真。婚姻

关系要靠感情来维系，使双方都得到满足，并且，这分感情也只应该集中在配偶身上。

为非作歹的，神都看在眼里──

2:17-3:6 人们为求私利歪曲真理，神已厌烦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以为神缄默就表示他容许人胡作非

为。其实，神要惩罚犯各种罪的假信徒（3:5）。

盛神盛怒的七碗(1-5 节)

Rev 16:1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盛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

第一碗(2节)

Rev 16:2 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

第二碗(3节)

Rev 16:3 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

第三碗(4-7节)

Rev 16:4 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

Rev 16:5 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

Rev 16:6 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

Rev 16:7 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义哉！诚哉！

第四碗(8-9节)

Rev 16:8 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

Rev 16:9 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

第五碗(10-11节)

Rev 16:10 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

Rev 16:11 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

第六碗(12-16节)

Rev 16:12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乾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

Rev 16:13 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

Rev 16:14 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争战。

Rev 16:15 （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

Rev 16:16 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作哈米吉多顿。

第七碗(17-21节)

Rev 16:17 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

Rev 16:18 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利害的地震。

Rev 16:19 那大城裂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递

给他。

Rev 16:20 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

Rev 16:21 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得（一他连得约有九十斤）。为这雹子的灾极

大，人就亵渎神。

四、新约行程 – 启示录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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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解释]
Chapter 16 The Seven Bowl Judgments

While the Bible is a book of hope, it is also a book of judgment. In fact, it's full of judgments. Just reading
these verses in chapter 16 rips and tears at your heart, strikes terror. This is the end, the culmination; the final
wrath of God fills up and pours out on the ungodly earth, now completely inundating the entire world in total
disaster. The bowl judgments come in a rapid-fire, staccato like a machine gun, each one stronger in fury and
intensity. The bowls are the last plagues that from the blast of the seventh trumpet and will conclude the
seventh seal. Here sin, unrighteousness, blasphemy, rejection will be swept finally from the earth. Chapter 16
gives us the picture of this final destruction from God's wrath at the close of a time known as the Tribulation,
a seven-year period, the latter part of it known as the Great Tribulation. What happens in chapter 16
immediately precedes the return of Christ that is detailed in chapter 19. God has demonstrated love, God has
demonstrated grace. In mercy, He has sent His Son to die. He has raised up preachers to preach through all
the years and in this seven-year period He will raise up some invincible preachers to preach. He has given to
us His holy Word. He has pled with men to come in repentance and faith to Jesus. He has given them tastes
of judgment. And still they say no, they will not believe, they will not come, they will not receive. They love
their sin. They will hold to their sin. They will worship Satan. They will bow down to the Antichrist. They
will believe the false prophet. And they will reject the Son of God. We want to talk about a God of grace and
goodness and mercy and love, but here we're going to see the holiest and most extensive and final wrath of
God against sin. It is the epitome of God's absolute total destruction of sinners.
Questions For Pondering

1. Does chapter 16 gives you a taste of how God loathes sin? Give you a sense of how holy He is and
because of His holiness, He is forbearing from Genesis until Revelation? Do you see the sinfulness of sin
and how man think lightly of the riches of God’s kindness and tolerance and patience and because their
unrepentant heart are storing up wrath for themselves in this last time? Or do you think God is too “cruel” in
judging man this way?

2. Though Christians will not face God’s judgment the way unbelievers face, nevertheless, God, out of His
love, will chastise when His children sin (Hebrews 12:5-13). When Christians sin they lose, though not their
salvation, the joy of their salvation (Psalm 51:12) and usefulness to God (Psalm 66:18). Would you please
prayerfully exam yourself to see if there is hidden sin in your life if so would you repent of it to experience
again the fullness of joy in the Lord?

启示录第十六章：七碗的审判
圣经是一本盼望的书，同时，圣经也是一本审判的书。事实上，圣经充满了审判。仅仅只读十六章的经

文，我们能感到，撕心裂腹般巨大的恐惧。

这是终结，是最高峰；神最终的愤怒满盈并倾倒在邪恶的地上，在巨大灾难中完全的排山倒海般倾倒在整

个的地上。

七碗的审判如同疾风劲火，其节奏象机关枪一样，在愤怒和强度上一个比一个强烈。

七碗是七号里最后的天灾，也是七印的结束。这里，一切的罪、不义、亵渎、悖逆都最终在地上被扫除净尽。

十六章给我们描绘的是一幅从神的愤怒而来的最后毁灭的画面，画面所描述的情形发生在我们所知道的灾

难期的结束阶段，这个阶段有七年，而这七年的最后一段时间则被称作“大灾难”。

十六章所发生的这一切发生 19 章所描述的基督再来之前。

神已经显明了他的爱，神已经显明了他的恩典。因着怜悯，神已经赐下他的儿子为我们死，神也已经兴起

一些人广传福音。但在这七年当中，神将兴起一些不可战胜的人来传福音。神已经赐给我们他的话语。神

已经应许那些悔改并信靠耶稣的人。神已经让他们品尝了审判的滋味。但是他们还是拒绝，他们不会相

信，他们不会悔改，他们不接受福音。他们爱他们的罪，他们要坚持他们的罪。他们要敬拜撒旦。他们仍

旧向敌基督下拜。他们仍旧要相信假先知。他们仍旧要拒绝神的儿子。

我们喜欢讲神的恩典、神的良善、神的怜悯、神的慈爱，但是这里我们将看到的是神对罪的至圣的、至大

的、最终的愤怒，就是神对于罪人绝对的、完全的毁灭大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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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问题：

1. 第十六章，是否让你体会到神是如何的憎恶罪？是否让你感到他是如此的圣洁，并在他的圣洁圣洁之

下，神从创世记一直到启示录是何等样的忍耐？你是否看到了罪的邪恶，以及人轻看神丰富的慈爱、忍耐

和耐心。在这最后的时刻，因着他们不知悔改的心为他们所积蓄的愤怒？你还会认为神如此的审判人类是

过于“残暴”吗？

2. 虽然基督徒不必像不信者那样面对神的审判，然而，出于爱的缘故，神对他犯罪的儿女是会进行管教

的(来 12：5--13)。当基督徒犯罪时，他们虽然不会失去救恩，但却要失去救恩之乐(诗 51：12) 和在神国

的价值(诗 66：18)。可否请你以祷告的心检查你自己，在你的生活中是否有隐而未现的罪，如果有，你是

否愿意悔改来再次经历在主里丰富的欢乐？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弗 3：18）

宇宙中最大的能力是爱的能力，人世间也是如此，只有爱肯牺牲自己，能征服人心，只有爱能给人喜乐，

只有爱永不止息，但我们到那里能找到这个伟大的爱，真正的爱，永远的爱来呢？从任何人那里都找不

到，只有从神那里。神就是爱，而神的爱是借着基督彰显出来的。

神到小小的地上来作卑微的人，这就是最奇妙的爱了，他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那样羞辱、痛苦，来担

当我们的罪，更是他的大爱，乃是为着救我们这些败坏不堪的罪人。甚至知道我们蒙恩以后仍然会对他冷

淡无良，他却爱了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把我们一个一个地寻找拯救，并一直爱我们到底。

祂救我们不止是不下地狱，更是赐给我们永生，在天上永世里作他的配偶，再不分离，同乐，同荣。他拣

选我们作他的新妇，成为他身上的肢体，与他联合成为一灵，这是何等的爱。他的爱是何等地长阔高深，

实在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我们对他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的心是否完全被他所得呢？

五、每日灵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