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AYER

禱告



榮耀歸與神: 今日你戰勝死亡, 叫耶穌走
出墳墓，也賜給我們永生。

榮耀歸與基督: 為了我們與我們的救恩
，你戰勝死亡，打開永生之門。

榮耀歸與聖靈:你引導我們進入真理。

榮耀歸與三一真神:從今時直到永遠。

阿們。



領會:  

基督啊, 在你的復活中, 天地同樂, 哈利
路亞！藉著你的復活, 你打破地獄之門, 
毀滅罪惡與死亡.

會眾:  

保守我們勝過罪惡.



領會:  

藉著你的復活, 你使死人復活, 
帶我們出死入生. 

會眾:  

引導我們走永生的道路. 



領會:   

藉著你的復活, 你使看守你墳墓的衛兵
與處死你的人抱愧蒙羞! 
也讓門徒們充滿喜樂!

會眾:  

賜與我們事奉中的喜樂.



領會:  
藉著你的復活, 你傳揚大喜信息給婦女
與使徒們, 
也帶來全世界的救恩.

會眾: 
掌管我們, 作新造的人. 阿們。



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

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

被釘於十字架，受苦，埋葬；

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使徒信經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

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

阿們。



問安
領會:  

主復活了!
會眾: 

主是復活了!

(彼此對說: 主復活了!)



Family News 家訊

• 4/27 Sun 10am 40th Anniversary  聯合崇拜

• 4:30pm Banquet 餐會

• Today:

• 会友投票:梁牧師

• 12pm浸禮/入會

• 午饭: 见证/庆生

• Joy & Ying: babies are coming

• Gu & Stephen: healing



詩班

“神是愛”



SCRIPTURE

讀經



啟示錄 1:9-20

(pp. 1866-1867)



9 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和你們在耶
穌的患難、國度、忍耐裡一同有份，為神
的道並為給耶穌作的見證，曾在那名叫拔
摩的海島上。 10 當主日，我被聖靈感動
，聽見在我後面有大聲音如吹號說： 11
「你所看見的當寫在書上，達於以弗所、
士每拿、別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
鐵非、老底嘉那七個教會。」

12 我轉過身來，要看是誰發聲與我說話
；既轉過來，就看見七個金燈臺， 13 燈
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衣，直垂
到腳，胸間束著金帶。



14 他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
眼目如同火焰， 15 腳好像在爐中鍛煉光
明的銅，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 16 他右
手拿著七星，從他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
劍，面貌如同烈日放光。17 我一看見，
就仆倒在他腳前，像死了一樣。他用右手
按著我說：「不要懼怕。我是首先的，我
是末後的， 18 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過
，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並且拿
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19 所以你要把所
看見的和現在的事，並將來必成的事，都
寫出來。



20 論到你所看見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
個金燈臺的奧祕，那七星就是七個教會的
使者，七燈臺就是七個教會.





SERMON

信息

4/20/14



“異象中的復活主”

(啟示錄 1:9-20)

邓牧師



耶稣的样子?

马槽婴儿 ?

有名木匠 ?

宗教大师 ?

十架烈士 ?

亲爱朋友 ?

約翰的異象 (启示录 1): 今日耶稣的形象

事实 (Reality): 复活的耶稣!

他的信/话: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
事, 并将来必成的事, 都写出来” (v. 19)

复活主的信/话: 你的今生, 你的永世!

過去/片面



約翰的處境: 患難 (v. 9)

“我约翰, 就是你们的弟兄, 和你们在耶稣的患
难, 国度, 忍耐里一同有份, 为神的道并为给
耶稣作的见证, 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

 ~ 90 AD 罗马皇帝豆米仙 (Domitian)

拜皇帝: “主 Lord 救星 Savior” (文革时期)

 “拔摩海岛”: 下放, 劳改

 “为神的道 (福音) . . 耶稣的见证 (大使命)”

 “患难, 国度”: 新约, 教会历史, 19-20 世纪

 美国: 照相馆 (同性恋婚礼) -- “黑五类”

 “忍耐”: 定睛仰望 “異象中的復活主” (来 12)



約翰的處境:圣灵感动 (vv. 10-11)
“当主日, 我被圣灵感动, 听见 . . 说: “你所看见
的当写在书上, 达于以弗所, 士每拿, 别迦摩, 
推雅推喇, 撒狄, 非拉铁非, 老底嘉七个教会”

 “当主日, 我被圣灵感动”: 写在书上 (顺服)

 “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
记载的, 都是有福的, 因为日期近了” (v. 3).

复活节主日: 求圣灵感动

七封信 (2-3 章): cc. 其他六个教会

 cc.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 .”

 1st “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7th “也不冷也不热” 40th Anniversary



約翰的异象:荣耀的人子 (vv. 12-16)

 “七个金灯台中间, . . . 好像人子 (耶稣) . . . ”

但 7:13-14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 见有一
位像人子的, 驾着天云而来, 被领到亘古常在
者面前, 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
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
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人子的国 (時空對比)      世上的帝国

巴比伦? 亚述? 波斯? 希腊罗马? 蒙古? 大英
? 日本? . . . . 大中国, 美帝国 . . .

那一国的公民?



約翰的异象:荣耀的人子 (vv. 12-16)
人子 亘古常在者 (但 7, 10)
 v. 14 白发 7:9
 v. 14 火眼 10:6
 v. 15 铜脚 10:6
 v. 15 声音 cf. 10:6; 结 1:24 
 v. 16 面貌 (烈日) cf. 10:6; 启 21-22

耶稣与神同等! ---你拜何神?
 v. 13 长袍 (大祭司) cf. 10:5
 v. 16 “右手拿著七星”  . . v. 13 行走燈臺中間

修理灯台: 发光(高举); 无光(挪去)
“口中 . .利劍”: 拯救(蒙福) & 审判(忿怒)的话



約翰的反应 (v. 17a)
“我一看见, 就仆倒在他脚前, 像死了一样.”
 “仆倒”: 膜拜; “死了一样”: 见光 (神) 死!

耶稣的解释:复活主 (vv. 17b-18)
 “他用右手按着我说: ‘不要惧怕!’”
右手/祝福(悦纳): 出死入生, 赦免, 高举,差派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赛 44:6; 启 1:8)
 “我是那存活的” (申 32:40; 启 4:9)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
 受难节, 复活节

 “并且(我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走出坟墓; 顺便带走!



v. 18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
,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走出坟墓; 顺便带走: Keys-死亡, 地狱的权势

黑人牧师 (复活节):

 Satan: “He’s got away! He’s got away!  And 
he’s got the keys!”

看哪! 行走在我們中間的復活主:

以弗所书 5:14

 “你这睡着的人, 当醒过来, 

从死里复活, 

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看哪! 行走在我們中間的復活主:
你惧怕吗?

 John Wesley (1/25/1736, diary):
 Moravians (across the Atlantic to America)
 Terrible storms; sacred nearly to death

 Moravians’ worship:
 “Were you not afraid?” “I thank God. No.”
 “But were your women and children afraid?”
 “No, our women and children are not afraid to 

die!”

He who fears God  vs  He who fears God not!



你惧怕吗?
 Ryan Stone (Gravity, 2013, Sandra Bullock) 
 Space: no sound, no oxygen, no air pressure
 Life here is impossible!
 Ryan? –生男孩!

灾难发生; 唯一生存者; 太空舱
 Mayday, Aningang! Aningang, Mayday!

Where are you, Aningang? Is the sun out? Are 
there birds? Are there trees? Can you smell 
the ocean? Is it beautiful where you are?

“Here it’s colder than hell and lonelier than 
shit, but it’s beautiful, Aningang. Utterly, . . .”



你惧怕吗?
Ryan: 灾难发生; 唯一生存者; 太空舱

TEARS ROLL FROM HER EYES, . .  They float 
away, like tiny satellites orbiting her face.

I’m going to die, Aningang.
I mean, we’re all going to die. Everyone 

knows that. But I’m going to die today... 
Funny that. To know. . . And you know what 
Aningang...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if I die. I 
don’t have anything... not anymore.”

But the thing is... I’m still scared. I’m really 
scared...



你惧怕吗?
Ryan: 灾难发生; 唯一生存者; 太空舱

But the thing is... I’m still scared. I’m really 
scared...

No one will mourn me. No one will pray for 
my soul. Will you mourn me, Aningang? Is it 
too late to say a prayer? 

I’d say one for myself, but I have never prayed 
in my life... no one ever taught me how... No 
one ever taught me how...

你愿教 Ryan 祷告吗?
罗马书 10: 13 “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182 

"And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

“怎能如此” 



#182 And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 1/4

怎能如此, 像我這樣罪人, 

也能蒙主寶血救贖

因我罪過使祂受苦, 因我罪過使祂受死

奇異的愛, 何能如此, 我主我神竟為我死

奇異的愛, 何能如此; 

我主, 我神, 竟為我死



#182 And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 2/4

主竟拋棄, 天上榮耀寶座, 

白白恩典何等無限, 

拾去己身成全大愛, 救贖可憐亞當後代, 

恩典憐憫, 何等無限, 我主我神將我尋回

奇異的愛, 何能如此; 

我主, 我神, 竟為我死



#182 And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 3/4

我的心靈, 多年被囚捆綁, 

被罪包圍幽暗無光

主眼發出復活榮光, 使我覺醒光滿牢房

鎖鏈斷落, 心得釋放, 我起來跟隨主前往

奇異的愛, 何能如此; 

我主, 我神, 竟為我死



#182 And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 4/4

不再定罪, 今我不再畏懼, 

耶穌與祂所有屬我

我活在永活元首裡, 穿起公義聖潔白衣

坦然進到神寶座前, 因我救主我得榮冕

奇異的愛, 何能如此; 

我主, 我神, 竟為我死





三一頌

讚美真神萬福之根，
世上萬民讚美主恩，
天使天軍讚美主名，
讚美聖父、聖子、聖靈。

阿們。
---------

崇拜完畢, 請维持肅靜, 默禱后离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