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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神的话语已在 2 千 600 年前预示这个 “世界权威”
很奇妙的，美国兴起为世界超级强国已在 2 千 600 年前被神的先知
但以理所预告。但以理的预言如此说： “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
观看，见第四兽„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
又长起一个小角„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 (但
以理 7:7-8)
问题：美国如何符合但以理预言中的世界统治者？

崇拜聚会时间：主日早晨八时正
资深牧师：杜祥和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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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权威，使得核能的威胁能受到制止。

干事：黄玉莲姐妹

2013年主题: “为我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2013 亲爱的读者，

1.海峡时报文章触及预言
今天，当我浏览海峡时报（2013 年 11 月 19 日）时，看到本地新闻
的一个标题：“尚穆根说：在核风险增加之际，美国应当带领采取
约束。”尚穆根先生是新加坡的外交部长。他关心的是：“当世界
“有核能力的国家”增加，这些政治领导„对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安
全造成的威胁提高„美国的领导在制止风险方面是颇具权威的。”
部长在昨天于文华东方酒店举行的核安全计划会议的开幕典礼上说
：“华盛顿必须确保那些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的国家 － 即那些依
靠美国的保护而不是自己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 它对区域安全的承
诺是毫不动摇的。”
目前，美国是公认的“各国的保护者”，即对她友善的各国。尚穆
根先生是在呼吁美国（身为世界第一强核能国家）坚定它的国际领

答案：从但以理异象中的提示。每一个提示形容 “末世世界统治
者”的一个特征。若将它们凑合起来，这个“末世世界统治者”的
身份就无可置疑了。它的罗马根源可以追溯到但以理中的第四兽。
但以理异象中的四兽是狮子 （巴比伦） － 但以理 7:4；熊（玛代
波斯） － 但以理 7:5；豹 （希腊） － 但以理 7:6，最后就是那
第四兽， “甚是可怕”， “极其强壮,大有力量” （罗马） －
但以理 7:7.
我们的焦点在于但以理的 “第四兽” － 罗马。（ “第四兽的势
力并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随着凯撒的去世而结束，而是由它的继承者
－ 欧洲国家继续延续。而美国，这一个小角，就是由欧洲移居新
世界的移民所组成的。
这“一个小角”（但以理 7:8）毫无疑问就是美国。 “小”显示美
国是现有的权势中最年轻的势力，这是历史有目共睹的。从起源地
来看，美国很明显是出自罗马帝国。
接下来的提示确定了 “小角”的身份。请读但以理 7:8， “„这
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

但以理 7:8 的预言只能应验在美国。
“眼像人的眼”指美国全球性杰出的知识优势。美国在教育、科学
和技术各方面都是全球的领导者是无可置疑的。 “有口说夸大的
话”指美国在国际上无可挑战的 “全球性领导地位”： 正所谓
“美国一发言，世界皆聆听。”

属灵操练（12 月份）
灵命激励
读经能够使信徒的生命得到供应和成长，

从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战绩以及战后在各国如北韩、越南、
阿富汗和中东等地显著的军事行动看来，但以理 7:7 形容美国为世
界权威的判断更确定无疑，证明美国的确是 “世界第一强国”。

并且使他们变为强壮和有属灵活力的信徒。

但是，故事并不是如此结束。世界最终的主和统治者将是 “人
子”，就是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 （但以理 7:13-14）

金句背诵
（以赛亚 55:8）

虽然 “世上的第四国”必 “吞吃全地”，但是它的存在是短暂的
－ “一载，二载，半载” （但以理 7:25，在预言中， “载”就
是年）。所以，他只掌权三年半，之后我们的主耶稣将管制这个
“末世独裁者” （但以理 7:26）
这故事如何结束呢？答案就在但以理 7:27：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以赛亚书 55:9）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
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事奉他，顺从他。”
亲爱的读者，现在就为着神的国度努力吧！我们的主从天上呼唤：
“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
（启示录 22:12）

主内资深牧师杜祥和牧师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读经运动
新约圣经： 路加福音 8 章到第 1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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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印证了这个解释，因为大卫宣称他的心大大的惊惶。他无法单独
承受生理、情感和属灵的折磨。他哭喊着问神，自己必须忍耐多久才会
得着救赎。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能帮他，唯独神。
我们要求神帮助，必须是对神怜悯的祈求，而非一种权力或指令。我们
必须无条件地事奉，且不求回报。既使神不奖赏或赐福，我们也要无条
件地奉献和爱神。无论在什么时候或情况下，唯独神能帮助。
2. 唯独人需要拯救～v4-7
在众造物当中，唯独人类需要神的帮助。并非所有人都会向神求助。那
些骄傲、恶贯满盈的人，会拒绝这么做。他们宁愿死在罪和自义中，也
不肯谦卑地求神。那些拒绝基督的，不能向神求助，因为神不会垂听他
们的祈求。只有在他们祈求救恩时，神才会垂听。原因是：除非他们成
为神的儿女，不再作祂的敌人，否则神不会垂听他们的祷告。当他们成
为基督徒之际，改变就会立即发生。
大卫是个基督徒。他求神垂听并转回。他在祷告中使用神同以色列立约
之名“耶和华”，印证了他同神亲密的关系。祂是他的救主、保护者和
主。这也是他祈求的根据。而他的祷告使用的是祈使句，说明了祷告的
紧迫性。大卫哭喊着求神干预：“快来帮助我、解救我。”大卫的祷告
仍然以神的怜悯为主。他渴望记念神，因为一旦死去，就不能再赞美神
了。大卫要在有生之年，称谢耶和华。然而，在剧烈痛苦中，在他每夜
流泪之际，要称谢神多么困难。这反映了大卫为着对耶和华的信心，而
忍受的剧痛。我们并不清楚他面临的状况，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
卫向神的祈求。大卫的哭泣如此激烈，他形容自己的眼睛“干瘪”，无
法再睁开。他的眼睛已经昏花凹陷，因为每夜流泪而憔悴了。这都因为
他非常伤心，这是敌人刻意伤害造成的。他们很可能用尽各种手段奚
落、攻击他，使他灰心丧胆。他们的挑衅是要破坏大卫对神的信心。大
卫拒绝屈服于这些试探和嘲笑。
…待续（第夹页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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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渴望称谢神。不过，若耶和华不及时拯救，若他郁郁而死，那他
就不能在有生之年这么做了。在悲痛忧伤之际要称谢神，大卫感到十
分困难。他知道那些渴求神拯救的，都是那顺服神并为信心遭逼迫的
人。大卫正经历这般逼迫。他急需耶和华的拯救，好让他在经历耶和
华的怜悯后，能真心称谢祂。
3. 神已经拯救～v8-10
大卫信心满满地命令他的敌人离他而去。用现代的说法，就是要他们
滚开！他拒绝因他们的折磨而动摇。不管敌人如何努力折磨他，他都
紧紧跟随耶和华。他称敌人为“作孽的人”，因为他们试图破坏他对
神的信心。大卫之所以有信心，不是因为神已经应允他的祷告，而是
因为大卫深知耶和华已经垂听了他的祷告。大卫会耐心地等候耶和华
的旨意在他生命中成就。
大卫知道他不能要求神按着他定下的时间动工。只要神垂听了祷告，
就会及时帮助。神永不迟延以致大卫被试炼的重担压碎，也永不过早
以致大卫错过领会唯独神能拯救的时机。大卫深信，耶和华不会撇开
祂的儿女谦卑公义的祷告。神接纳祂儿女的祷告，意味着神必然会回
应。这是大卫的信心。大卫没有质疑神的大能，也不怀疑神对祂儿女
的爱和关怀。
总结
结果是：大卫所有的敌人将要羞愧和惊惶。他们要因对大卫所行的恶
，感到羞愧而退后。羞愧要突然临到他们身上。注意第 4 节的“转回
”和第 10 节的“退后”。当耶和华转回大卫身边拯救他之际，大卫的
敌人也要羞愧地退回原地。神要迅速突然地拯救。这就是全能神的大
能。基督徒要从诗篇六篇得着鼓励。无所不能的神将与我们同在。
祂是与我们立约的神。我们的安危掌握在神的手中。罪人会竭尽所能
攻击事奉神的信徒，但我们不能犯不信的罪。要等候耶和华，等候祂
拯救的完美时机！阿们。
摘自2010年英语崇拜周刊（郭全佑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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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有教会会籍？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著欢喜、诚实的
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使
徒行传 2：46 - 47)

在这富裕以及消费主义挂帅的时代，我们看到商家总是持着 „顾
客第一‟的态度。身为消费者，由于有太多的选择，无论到那里
，我们总想要求得到最好的服务以及最好质地的产品。如此使
得我们怀着一种 „我 – 优先‟的态度，结果造成我们在一切事物
上，总是寻求如何让自己得益最多。不幸的，这种态度也影响
了我们如何选择并对待我们的教会。我们就如那挑剔的顾客一
样，总是又挑又选的，因为畏惧责任，从不肯真正献出时间与
能力在一个能视之为自己的教会安定下来。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形容的早期教会，我们看到了所有得救与
受洗过的信徒最重要的自然进展。这些新信徒马上就融入那些
信徒们的集会、参加他们的例常团契、一起享用圣餐、互相探
访、甚至与他们当中的贫困者分享他们所有。这是在一个社区
，一群信徒聚集在一起组成了耶路撒冷的第一个教会。的确，
我们看到了多美好的写照, 因为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为什么要有教会会籍？
接续（第 4 页）

当我们阅读新约的其他部分，我们清楚地看到关于典型教会
成立的描述，各个地区的教会设立领袖(提多书 1：5)，也有
许多写给这些教会的书信。教会也制立了管理系统与纪律以
监督与照顾信徒。倘若有了领袖与系统，照理而言，应该是
有正规的会友组成会众以使得整个系统能运作。

我肯定大家都希望能看到有如使徒行传里早期教会一样，有
合心合意的会友在我们的教会。我们要各行职责以达成这事
实。你们当中若是还未成为教会会友，我诚恳地希望你们能
够认真地考虑，以作为对教会委身的一个承诺，也是会友对
彼此的属灵责任。如此，我们就可以比较积极地支持教会的
事工以及教会的领袖。加入教会会籍，是我们在神与祂的子
民面前立的公开合约，表示我们对教会是认真的，并乐意在
这社区尽自己的本分。

至于那些已经入籍的会友，要了解你们已经正式向教会立下
承诺，所以应该积极地参与她的一切事务。这可不像加入一
个乡村俱乐部，花钱买会籍，然后期望被款待。相反的，我
们务要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殷勤
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罗马书 12：10 – 11)

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教会会籍的基础，因为这是主本身将
这些信徒聚集在一起，并对他们的活动感到满意。
主内许凌康传道
…待续（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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