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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珥書》和《啟示錄》的研讀

《約珥書》

先知約珥藉當日蝗蟲之災來宣告一個很重要的預言：耶和華的

日子將要來到。當日那個蝗蟲之災非常厲害，所有青草和樹木

都被損毀。約珥藉這個事實教導以色列人，將來耶和華的日子

也是個非常嚴厲的審判日子。因為以色列實在是罪大惡極，在

耶和華的日子臨到時，將會有從北方而來的軍隊攻擊以色列。

這個攻擊比當日蝗蟲之災所帶來的破壞更加厲害，以色列人唯

一的盼望，就是在這個完全毀滅還未來到之前，悔改歸向耶和

華。心中頑梗，悖逆的以色列人肯悔改嗎？若是靠他們自己是

不可能的事，但在神的大慈愛中，卻是沒有難成的事。神會把

聖靈賜給他們，使他們悔改。

《啟示錄》

主耶穌離開門徒時，曾應許祂必再來接他們；祂又應許賜下保

惠師聖靈，並應許天父必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主耶穌升天

後，聖靈降臨；使徒、門徒都被聖靈充滿，大有能力為主作見

證，帶領許多人信主。信主的人多，逼迫也跟著多。在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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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耶路撒冷完全被燒毀，這對基督徒和

猶太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主好像沒

有看顧他們。主後90年左右，羅馬帝王豆米

仙要全國的人把他當作神來拜。基督徒受到

很大的迫害。信徒所見的是壞人愈來愈惡，

義人愈來愈苦，他們的信心大受打擊。神是

否不能再保守他們？主甚麼時候再來？為甚

麼還不來？主所應許的會否落空？他們要受

這麼多的災害要到幾時呢？主知道基督徒所

受的迫害及疑難，故把特別的啟示，就是在

末後要發生的事情告訴使徒約翰，讓世人知

道最終的勝利是屬於神和屬祂的人。在末世

的爭戰中，基督徒好像輸了許多場戰役，但

最終戰爭的勝利是屬於主耶穌的。

《啟示錄》的主要內容包括：

1. 所看見的事：主以審判官的身分再來 

(啟1章)

2. 現在的事：當日有代表性的七間教會 

(啟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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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來必成的事(啟4—22章)

 a. 將來教會被提後的七年大災難

 b. 千禧年國度

 c. 新天新地

《啟示錄》是聖經最後的一卷書，內中說明

所有聖經還未應驗的預言都會應驗。神是信

實的，也是公義的，必審判魔鬼，及一切罪

惡。而信祂的人卻可以永遠在新天新地裡與

祂同在。

《啟示錄》帶出一個很重要的信息：最後

的勝利是屬於主耶穌基督的。信祂的人，在

這勝利上也有份。主耶穌再來時，信祂的

人要與祂一同作王。所以現在無論遇到甚麼

難處、挫折、失敗、逼迫，都要靠主站立得

穩。主必賜足夠的恩典和力量。

Dr. Patrick Tang

[迴 響] 

聖
經《但以理書》的作者是但以理，這個

希伯來名字原來意思為「神是我的審判

官  God is my judge」。書中藉著各國家民

族的興衰、許多人物的成敗，預言裏所預表

的未來和它們的陸續實現，處處彰顯著神的

主權，祂的確是掌管歷史的神，同時也讓我

們看到神的審判，恰與「但以理」這個名字

相配合。

《但以理書》以猶大國遭遇兵臨城下

開始，國家的財富和人民，慘被擄到巴比倫

去。這是神對以色列人悖逆的審判。他們行

了許多神眼中看為惡的事，最終神先藉著亞

述、後藉著巴比倫，懲罰了以色列人。但巴

比倫的國祚並不長。它末代的君主伯沙撒驕

橫奢侈，目中無耶和華。竟將他先王從耶路

撒冷神殿中所掠奪的金銀器皿，拿來與眾大

臣和妃嬪飲酒。結果很快被瑪代波斯所滅，

伯沙撒王亦被殺。神對他和巴比倫的審判是

何等迅速而嚴厲。

神對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的審判，我們

也應引以為鑑。尼布甲尼撒既然知道但以理的

神是萬神的神，萬王的主，卻自己去造了一個

金像，叫全國的人都要向金像俯伏敬拜。他的

驕傲引來了神在夢中向他發出警告，後來事情

發展正如夢中所說，他被趕出離開世人，與野

地的獸同居，吃草如牛。直至日子滿足，神終

叫他恢復過來，更令他得以復位作王，那時他

才懂得謙卑，恭敬讚美上主。

這書最後的一章，更顯示了神在末世的

審判。「第十二章２節：睡在塵埃中的，必

有多人復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遠

被憎惡的。」信神的人得永生，不信神的人會

永遠被憎惡。新約《啟示錄》第20章裏說得

更明白，無論何人都要接受白色大寶座前的審

判。信神的人名字記在生命冊上，必得拯救。

因為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經代我們受了審

判，承擔了我們的罪孽。反之，不信神的人將

受到永恆的責罰，被扔到火湖裏。

那信了主的人是否可以沾沾自喜，甚或

任意妄為呢？當然萬萬不可。首先，主耶穌

曾告誡我們說：「凡稱呼我『主啊，主啊』

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

的人，才能進去。」(馬太福音第七章21節）

。其次，我們將來都要在基督台前受審判，

雖然不是能否得救恩的裁決，但我們過去的

種種言行、我們侍奉主的生命，都要在基督

面前交賬。各人的工程是用金、銀、寶石，

還是用草木、禾稭來建造，必然會有火試驗

出來(哥林多前書第三章)。若我們是用草木

禾稭，敷衍塞責，能不在主前羞愧嗎？

願神幫助我們，堅固我們，做一個忠心

事主的門徒，努力學習更像主。當主再來的

時候，能在審判台前站立得穩。

✑  Andy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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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eph

適
逢在這復活節期間讀《但以理書》，

聖經中所記載有關這位先知的事蹟，

似乎也十分類似主耶穌的生平。就例如但以

理的恆常禱告，就像主耶穌昔日也是不時退

到曠野去親近神。但以理有著美好靈性，有

屬天的智慧，也發放了好一些警世的預言信

息。至於但以理被丟獅子坑的故事，相信大

家都耳熟能詳。當時大利烏王是在很無奈地

的情況下，因立了禁令不能更改，他十分愁

煩，無法解決拯救但以理，就唯有下令把他

扔在獅子坑中。這一幕令我想到昔日彼拉多

同樣地，雖找不到耶穌任何的罪名，也是在

很無奈的情況下，讓猶太人釘耶穌上十字架

去。

但以理正因為毫無錯誤過失，別人找不

到他的把柄，就招來妒忌和憤恨，甚至千方

百計的攻擊和陷害。主耶穌當時也同樣地，

無辜的被嫉妒，而招致被殺害。神卻是掌管

萬有的神，祂使但以理安然脫險，沒被獅子

吞吃他，其實神也可以同樣地使祂兒子耶穌

在十字架上安然下來，但神有自己的計劃，

要忍痛割愛，讓自己兒子經歷痛苦死亡，然

後復活，完成救恩。神卻沒有需要使但以理

被獅子吞吃，然後再復活。

還有一點，但以理與主耶穌很相似的

地方，就是他在逼切的禱告中，流露出他為

所有人那種甘願吃虧的大愛。他禁食披麻蒙

灰，口口聲聲說：「我們違背了神，得罪了

神，沒有遵行神的律法，沒有聽話，我們犯

了罪，作了惡.....(但9：3-20)」。這裏

令我深深的受感動，這種像基督一樣，願意

為眾人背負罪名的偉大精神，但以理實在是

一位很令我敬佩的先知！

這裏同時也看到神是如此大有憐憫，滿

有大能的至高神！祂在人的國中掌權，掌管

人類歷史，是有極奇妙拯救計劃的神！

最
近，在查經班讀完了《但以理書》，

曾經也讀過，可是那時讀得糊裏糊塗

的，似懂非懂。今次再讀，領受多些，認

識得比較清晰一點。

神是掌管歷史的神，不單如此，祂也

掌管現在、將來。祂是自有永有的神。祂

是聖潔、信實、公義、憐憫，獨一的真神。

在舊約時代，神藉先知告訴、啟示

以色列人。神藉摩西告訴以色列人，耶和

華是他們的神，他們是祂的選民。神藉摩

西吩咐他們要敬畏耶和華他們的神，除祂

以外，不可敬拜其它偶像，別的假神。以

色列人要過聖潔的生活，遵守神的律例典

章，與外邦人分別為聖。耶和華還警告他

們，若他們不聽話，神必管教，懲罰他

們；相反，若他們遵守神的話，他們必蒙

神的保守、看顧，一切順利亨通。神確是

信實、公義的，過去歷史告訴我們，因著

以色列人的不聽話、不敬畏神，神管教他

們，興起外邦人統治他們，擄掠他們，以

致今天以色列人四處流離，飽受痛苦。

今天，我們活在教會時代，神讓我們

從以色列人的過去，清楚看到神的信實和

公義。更讓我們體會到人的愚昧、自我，

不順服神，甚至拒絕神，以致人墜入罪的

世界，不能自拔。

人的預言不可信，惟有神的預言才

可靠。歷史讓我們看到，神的預言永不落

空，一一應驗，並且非常精準。

神啟示但以理的，六十九個七，已

成過去，並且全部應驗，剩下的一個七，

還未發生，就是將來必有七年大災難，那

時，神必讓敵基督興起，統治世界。災

後，神子耶穌基督必將再來，捆綁魔鬼，

並且以色列人必終全家得救，開始千禧年

國度，耶穌在地上作王。

神知道過去未來，祂的話必成就。

並且，祂的預言是這麼精準，永不落空。

今天，我們就當悔改認罪，信靠神，敬畏

神，遵守祂的話，以致我們活在地上蒙神

的祝福，得永生。不要學以色列人因不聽

話，被神管教，飽受多年的苦楚。

✑ 于 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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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時候哥哥帶我和弟弟到家附近的戲院

看「工餘場」，放映的是荷里活名

片，例如「所羅門王寶藏」、「亞歷山大大

帝」等。還記得電影中描述的亞歷山大大帝

很年輕英勇，所向披靡，百戰百勝，不知為

何就在南征北討，雄姿英發之際，突然一命

嗚呼，兩手空空而去。

在課本中，亦知巴比倫是文明古國，盛

極一時，其後為瑪代波斯所滅，這都是意想

不到的結局，也是我心中的疑團。

最近查經班在研讀《但以理書》，使我

漸漸明白好些歷史事跡的疑團，可在聖經中

找到答案。

原來因以色列民離棄耶和華神，不守律

例典章，去拜偶像及外邦的假神，惹神的怒

氣，於是將國分為南北兩國，並藉巴比倫的

興起而亡之，人民被擄到外邦。

被擄的都是才俊精英，但以理及其三

友，更專心虔誠信靠神，他們祈求神使但以

理有智慧，可知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的夢及

能為王解夢，結果夢境成真，最後王也承認

並曉諭國民說:「祂的神跡何其大！祂的奇

事何其盛！祂的國是永遠的，祂的權柄存到

萬代。」(但4:3)

王的夢是見一大像，頭是精金，胸膛、

膀臂是銀，肚腹和腰是銅，腿是鐵，而腳是

半泥半鐵的。後有一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

打在大像的腳上，像被砸得粉碎，而那石頭

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天下。(參但2:31-35)
解釋是巴比倫王是那金頭，神將國度權柄賜

與尼布甲尼撒王，其他異象的部份諭以後興

起的三國，打碎大像的石頭諭將來彌賽亞的

國度。

到巴比倫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約為

六十七歲，見第一個異象，其中有如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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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nah

熊、如豹及第四個極可怕的獸。回顧歷史，

原來前三獸諭巴比倫，瑪代波斯及希臘。希

臘王亞歷山大如豹般敏捷，極其迅速地把波

斯滅掉及征服多國。(參但7:1-8)

三年後，但以理見第二個公綿羊及公山

羊的異象，諭意與前異象差不多，但諭希臘

的公山羊長出四角，歷史中是亞歷山大大帝

死後，其四將領瓜分他的領土成四國，主論

南北兩大國。異象中公山羊的四角其中一角

長出一小角，這就是北方王安提阿哥四世，

迫害以色列民，污穢祭壇，也在歷史中證實

了。(參但11章)

鄧牧師更解釋說明羅馬隨希臘興起之

後，而此書沒有提及羅馬帝國，故第四國度

不單指羅馬，乃是延伸到將來敵基督的國度

(那極可怕的第四獸)。

然而，但以理在異象中見人子最後得

了權柄、榮耀、國度，各方各族的人都事奉

祂，祂的權柄是永遠的不能廢去，國度必不

敗壞。(參但7:13-14)這正預表主耶穌第二

次降臨時建立千禧年國度，將兌現神對亞伯

拉罕、以撒、雅各及大衛的應許。

查考這書愈讀愈驚嘆，神的話語及應

許永不落空，神在掌管歷史，同時亦概嘆人

的罪性遠離真道。

想起詩歌詞「因神極愛世上罪人，賜

下祂獨生子，叫一切相信的人，將永生免永

死。是真，實在是真，神奇妙的應許是真，

因我曾信靠嘗試經歷過，故我知神應許是

真!」



[財政簡報]

聖經信息協會(澳洲) 
2017/18年度首三季收支簡報
 1/07/2017- 1/07/2016- 
 31/03/2018 30/06/2017 
 $                       $

學費及售賣聖經收入 6,533.61 14,984.53

奉獻 58,310.50 77,072.30

其它收入 2,904.83 3,935.87

總收入 67,748.94 95,992.70

銷售成本及開支 72,153.90 94,682.34

 -4,404.96 -1,160.65

十週年籌款活動淨收入 0.00 11,590.02

盈餘/(不敷) -4,404.96 12,900.38

如有感動，在金錢上支持本會 
推動信徒讀經運動，可用以下奉
獻方法:

1.  請以支票抬頭Cheque payable  
“ Bible Exposition Society 
(Australia) ” 寄回本會。

2.  可直接存入本會銀行帳號， 
收條寄回本會。

Bank :  
Westpac Banking Corporation
Branch : Hornsby East Side NSW
BSB: 032285   A/C No. 302665

[協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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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聚會預告 鄧英善牧師將於本年十一月親臨悉尼主領一連串聚會， 

由聖經信息協會(澳洲)主辦。請密切留意日後的宣傳單張，

並預留時間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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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時 間 聚會性質 地 點

2018年11月2日 晚上7:30-9:30 國語培靈會 西雪梨華人基督教會

   90 Homebush Road,  
   Strathfield

2018年11月3日 早上9:30-下午4:30 粵語讀經日營 Chatswood Church of Christ 
   365 Victoria Avenue,  
   Chatswood

2018年11月9日 晚上7:30-9:30 粵語培靈會 Chatswood Church of Christ 
   365 Victoria Avenue, 
   Chatswood

✑ 小雨點

聖
經曾記載以色列人的歷史裏，出現過兩

次的大遷徙，都是在神的計劃下發生。

第一次是主前一千八百多年前，因著

迦南地有大饑荒，以色列人下到埃及去，一

去四百年。這事神早在亞伯拉罕被揀選時預

言，神亦預言到了第四代，整個民族會再回

到應許地定居。神的目的是要保護以色列民

不受迦南人傷風敗俗的薰陶，直等到那地罪

惡貫盈，神便用選民去作審判的工具，滅絕

劣民(創15:13-16)。四百年期到了，很大

可能當代人都忘了神的應許，但神卻沒有忘

記，神讓埃及的新王虐待以色列人，然後興

起摩西帶領整個民族出埃及。

第二次的大遷徙是主前五、六百年，這

次是神用敵人來管教犯罪作惡的子民。當以

色列被亞述攻陷後，猶大國亦相繼被巴比倫

所滅，國民被擄至巴比倫，繼後巴比倫又被

波斯所滅。以色列人在被擄將達七十年的時

候，雖然對比在埃及的四百年，七十年算不

得很長，但亦算是極久遠的事，不知那時的

以色列人有否思念故國，縱然有亦可能對重

歸故土的夢想漸漸幻滅。然而八十多歲的但

以理深諳聖經，他知道神曾藉先知耶利米預

言耶路撒冷荒涼的年數七十年為滿(但9:2, 
耶25:11-12)，神賜但以理長壽，得以經

歷三個國度，且繼續見證這歷史性時刻的來

臨。結果七十年期滿，神感動波斯王為神在

耶路撒冷建殿，是年猶大省長所羅巴伯帶領

數萬同胞回國重建聖殿。

歷史已明證神所預言的，必然成就；若

有日期，更是會精準地應驗。我們從聖經得

知，以色列國度仍有一個未應驗的預言，就

是彌賽亞來作王。這日子也是關乎萬民的，

因主再來是先要審判世界。由主第一次來至

今已有二千多年，聖經並無預告確實的日

期，耶穌曾說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

但根據主所說出末日來臨前的徵兆，再環顧

今日的世界 --- 天災頻仍、世局紛亂、道德

淪喪，我們便知道主再來的日子不遠了；另

對傳福音的人而言，大家亦應醒覺自己的日

子亦在倒數中，所以當趕快傳福音，拯救失

喪靈魂，免得兩手空空見主面，或心仍有愧

錯失太多良機。

到那日，信主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將一

起遷到神愛子的國裏，享受千禧年國度，與

主同住，直到永遠。

[迴 響] 



圣经信息查经班  
Cal-Bible Study Class 
(CB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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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地點点	 	 約珥書／	啟示錄

	 西南区  周一(日间) 国、粤语 
  西雪梨华人基督教会  30/7/18 ~ 24/9/18 (9周)
 90 Homebush Road,  15/10/18 ~ 29/10/18 (3周)
 Strathfield, NSW 2135

 西 区  周一(夜间) 国、粤语
 宣道会希伯仑堂  30/7/18 ~ 24/9/18 (9周)
 51 Hawkesbury Road,   15/10/18 ~ 29/10/18 (3周)

 北 区  周一(夜间) 粤语
 Chatswood  30/7/18 ~ 24/9/18 (9周)
 Church of Christ  15/10/18 ~ 29/10/18 (3周) 
 365 Victoria Avenue,    
 Chatswood,

   周二(日间) 粤语
 NSW 2067  31/7/18 ~ 25/9/18 (9周)
     16/10/18 ~ 30/10/18 (3周)
      

 南 区  周二(夜间) 粤语
 华人恩典基督教会   31/7/18 ~ 25/9/18 (9周) 
 1A, Kensington Street,  16/10/18 ~ 30/10/18 (3周)
 Kogarah, NSW 2217

 西北区  周三(日间) 粤语
 播道会活石堂  1/8/18 ~ 26/9/18 (9周)  
 5-7 Castle Hill Road,  17/10/18 ~ 31/10/18 (3周)
 West Pennant Hills,   
 NSW 2125

     西北区  周四(夜间) 粤语
 澳洲华人宣道会迦南堂  16/8/18 ~ 11/10/18 (9周) 
 2/4 Gladstone Road,    18/10/18 ~ 1/11/18 (3周)
  Castle Hill, NSW 2154 

             

聖經信息協會(澳洲) 2018年 5月 第二十四期   [11]

【約珥書】
【啟示錄】

2018

以上日期和地點的安排，日後如有變動，

將在查經班另行通告。

2018 年课程可自选地点及时段参加 //  
日间 :上午10:30 至中午12:30 //  
夜间 : 晚上 7:30 至晚上 9:30

讲师：邓英善牧师 (媒体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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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但以理書》和《撒迦利亞書》的研讀已將很快順利完成，有

280多人參加。求神的真道繼續建立學員的靈命。

• 感謝神!Sydney, NewCastle, Melbourne, Adelaide, Perth 和

Toowoomba 的好幾間教會，仍持續在教會內開辦聖經信息查經班，求神

保守弟兄姊妹有繼續渴慕神話語的心。。

• 求神親自吸引更多人報讀 30/7/18 開始的《約珥書》和《啟示錄》查經

班，一同在至聖真道上造就自己。

• 求神保守鄧牧師十一月親臨悉尼主領的培靈會、讀經日營和國語培靈會，

一切籌備工作順利，祝福參加的人，藉聚會的內容靈命得復興和造就。

• 求神帶領協會和悉尼及其它澳洲城市的眾華人教會能彼此配搭，同心合意

推動有系統的讀經運動，建立生命。

[感恩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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