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珥书 3
9

你们去向万国宣告：

“要召集勇士，征调军队，
前去打仗！
10

要将犁头打成刀剑，

把镰刀铸成矛头，
软弱的人也要做勇士！
11

四围的列国啊，

你们快快聚集到那里吧！”
耶和华啊，
求你差遣大能的勇士降临。
12

“万国都要起来，

上到约沙法谷受审判，
因为我要坐在那里审判他们。
13

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

踩踏吧，因为榨酒池的葡萄满了。
他们恶贯满盈，如酒池满溢。”
14

千千万万的人聚集在审判谷，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那里。
15

日月昏暗，

星辰无光。
16

耶和华从锡安发出怒吼，

从耶路撒冷发出雷声，
天地为之震动。
但耶和华却是祂子民的避难所，
是以色列人的堡垒。
17

“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你们的上帝耶和华，

我住在锡安——我的圣山上。
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地，
外族人必不再侵犯它。
18

“到那日，群山要滴下甜酒，

丘陵要流出乳汁。
犹大的溪涧碧水常流，
必有清泉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
浇灌什亭谷。
19

埃及必一片荒凉，

以东必成为不毛之地，

因为他们曾残暴地对待犹大人，
在犹大滥杀无辜。
20

但犹大必人口兴盛，

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
21

我必追讨[b]尚未追讨的血债，

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
大家早上好。在梅雨闷热的天气里过得还好吗。

那嚒，在彭特科斯特的事情之后，彼得在说教中引用了约埃尔书。
2:17『神这样说，在结束的时候，我要把我的灵倾注在所有的人身上，你所求的女儿将作预言，年轻人将看
见幻影，老年人将看见梦。
那时，我也将我的灵魂倾注在我的男女的我们身上。而且他们也会预言。
2:19 此外，在上面，天将显示奇迹；在下面，将显示地上的记号；也就是说，血、火和弥漫的烟雾。
2:20 在主的光辉日子到来之前，/太阳将变成黑暗/月亮将变成血。
2:21 那时候，凡呼求主名的，都要得救。

时间结束的那天，耶路撒冷也在这之后 40 年左右，罗马的军队袭击耶路撒冷，神殿被粉碎。

这是因为主的子民变得傲慢，领袖们不接受父神所派的耶稣，被嫉妒所驱使而钉在十字架上。

1:2 老人们，听这个。凡住在此地的，都要侧耳倾听。你们的世界，或你们的祖先的世界，有这样的事吗。
1:3 这是你对快乐的儿女说的，儿女又对儿女说的，儿女也要把这话传给后代。

1:4 吃剩的蝗虫，成群的蝗虫吃了它，剩下的蝗虫，飞蝗吃了它，剩下的飞蝗吃了它。

这样的体无完肤的主的审判来了。

1:13 祭司们啊，把荒布裹在腰上，哭着悲伤。祭坛的人们啊，哭吧。侍奉神的人们啊，来吧，披着荒布，过
夜。素祭和灌祭，都是从你们神的家中被弃绝的。
1:14 你们要圣别绝食，召集圣会，召集众长老，把国民全都聚集到你们的神、主的家里，向主喊叫。
2:1 你们用锡安吹号。在我神圣的山上吹响警报。国家的人民都是老掉牙的。因为主的日子要来了。那很近。
2:2 这是一个黑暗，昏暗的日子，云团密布的黑暗的日子。许多坚强的民众/像黑暗一样覆盖着各种各样的
山。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以后世世代代的年纪也不会再发生了。

前所未有的事件袭击了神的子民。所以，主说，你们要哭，要哀叹，要聚集在一起，举行美好的聚会，向主
喊叫。

2:12 主说：
「即使从现在开始，你们也要留心，你们要带着禁食、哀叹和悲伤归我。
2:13 你们撕心裂肺，而不是衣服。归你们的主，你们的神啊。因为主有恩惠，有怜悯，生气晚，仁慈丰富，
能想到灾难。
2:14 谁知道，有一个神会回来，回头把祝福留给他，把素祭和灌祭献给你们的神，主。
2:14 或者说，你们的主可以悔改，也可以给你们留下祝福，给你们的神，给你们的主留下粮食和葡萄酒。
（新共同译）

出埃及人之后，人民忘记了救出来的坚强慈爱的神，犯了罪。大卫也忘记了扫罗王的主的许多保护能力，犯

了罪。北王国灭亡了，犹大和俘虏到处都有人民的不信仰。
在我们的心中，也有一颗意识被看得见的东西夺走，追求看得见的保证，遵从它，忘记上帝，忘记上帝的话，
比起遵从它，更优先自己内心希望的地方。我们也想在心中反复回味这句话：我们也总是带着心动、绝食、
叹息和悲伤回到神那里，不是衣服，而是撕心裂肺，回到神、主那里，主有恩惠、有怜悯、生气晚、慈爱丰
富、能想到灾难。祂想到了灾难，祂回到我们这边，给我们留下祝福，给祂留下祭奠，给我们留下归向祂的
路，这是多么的幸运啊。

神本来就没有必要回想灾难、站回去、重新考虑、重新考虑。因为主的审判总是正确的。在主那里，没有什
么可以回想的责任，也没有什么可以回去的责任，只是尽管我们这边有责任，神却为我们回想，站回去，用
新的恩惠来对待我们，这是多么可怜的人啊。
然后今天约尔书也成了最后一章，上帝在一节中这样说。
1 看，在我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幸福还给我的那一天
2 我要聚集万国的百姓，把他们带到约沙巴德的山谷里，在那里为我的百姓，我的嗣业以色列审判他们。因
为他们把我的百姓分散在列国中，并把我的地分了出来。

主说：“看，我要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福分还给你们。”。

诗篇 30:2 我的神啊，我的主啊，当我向你呼救的时候，你就医治了我。
30:3 我的主啊！你把我的灵魂从阴府领出来，使我从下坟的人中复活。
30:4 主的圣徒啊！你们要赞美主，感谢他的圣名。
30:5 因为他的怒气一直持续到最后，他的恩惠是生命的极限。夜晚虽然哭得很厉害，但和早上一起喜悦也
会到来。
我们也多次体验过这个主人的真实情况吧。

3:9 要向所有国民宣传。做好战斗准备，让勇士奋起，让士兵全都靠近，让他们上火。
3:10 把你们的空隙，用藤蔓，把你们的镰刀，换成枪。你让弱者说：我是勇士。

赞歌「大きな方に」Give thanks

感谢伟大的人
因为御子基督的爱
感谢神圣的人
因为御子基督的爱
现在弱者啊呼喊吧勇士
胜利的主同在
现在是穷人
恩泽的主同在
谢谢楼主

English

Give thanks with a graceful heart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
Give thanks for He's given
Jesus Christ, His son
(X2)

And now let the weak say I am strong
Let the poor say I am rich
Because of what the Lord has done for us
(X2)

Give thanks...give thanks...

比利比书 4:11 我很穷，不是这嚒说的。我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遇，都学到了足够的东西。
4:12 我知道处贫之道，也知道致富之道。我知道，无论是厌倦、饥饿、富足还是匮乏，都有处理所有境遇的
秘诀。
4:13 任何事都可以做，因为你使我坚强。

腓立比书 4:11 我不是为了想要东西才这嚒说的。我学会了满足自己所处的境遇。
我知道贫穷的生活方法和富裕的生活方法。无论是吃饱了，还是饿了，无论东西有多还是不足，都有应对任
何情况的秘诀。

多亏了加强我的人，我才能做到一切。

Philipians4:11 Not that I speak in regard to need, for I have learned in whatever state I am, to be content:
4:12 I know how to be abased, and I know how to abound. Everywhere and in all things I have learned both
to be full and to be hungry, both to abound and to suffer need.
4:13 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Christ who strengthens me.

周围的所有国民啊，赶紧来集合吧。主啊，求你降下你的勇士。
3:12 要使各种各样的国民振作起来，让他们登上约沙帕特的山谷。我坐在那里，处理周围所有的国民。
把锅放进去，庄稼熟了。来了踩，酒满了，石缸满了。因为他们的邪恶很大。
3:14 群众又在山谷里。因为主的日子离鲭鱼谷很近。
3:15 天和月亮都变暗了，星星也失去了它的光芒。
3:16 主从锡安大声呼喊，从耶路撒冷发出声音。天壤之别。但主是他的子民的避难所，是以色列人的堡垒。
3:17 你们要知道，我必住在你们的神，主，我的圣山锡安。耶路撒冷必成为圣所，他国人必不从其中经过。

主像狮子的咆哮一样，审判各国的人民。主造的所有天地都颤抖着服从神的审判。

但主是他的子民的避难所，是以色列人的堡垒。

这样敬畏的审判者，赐给我们儿子，救我们出来，作为主的子民，作为躲避的地方，作为堡垒前进，多么令

人安心啊。我们知道这位才是神，知道和我们一起住，继续守护着我们。
诗篇 100
感谢的供品之歌
100:1 全地啊，向主发出喜悦的声音。
100:2 你要以喜乐服事你的主。一边唱歌，一边来到前面。
100:3 要知道主才是神。造我们的是主，我们是主。我们是他的子民，牧人的羊。
一边感谢，一边进入那个门，一边表扬，一边进入那个大庭院。感谢主，称赞他的名字。
100:5 因为主是有恩惠的，他的恩情是无止境的，他的恩情是无止境的。

Psalms
100:1 Make a joyful shout to the Lord, all you lands!
100:2 Serve the Lord with gladness;Come before His presence with singing.
100:3 Know that the Lord, He is God;It is He who has made us, and not we ourselves;We are His people
and the sheep of His pasture.
100:4 Enter into His gates with thanksgiving,And into His courts with praise.Be thankful to Him, and bless
His name.
100:5 For the Lord is good;His mercy is everlasting,And His truth endures to all generations.
3:18 那日许多山上有好酒，许多山岗流奶，犹大所有的河都流水。泉水从主家中出来，滋润锡特姆山谷。
3:19 埃及成为荒地，以东成为旷野。因为他们在那个国家拯救了犹大人，流下了无辜者的血。
3:20 但犹大必永远作人居住的地方，耶路撒冷必在世。
3:21 我必以血报复他们，我必不饶恕谁。主必住在锡安。“。
过去，上帝让上帝的子民找回了喜悦，他们的庄稼、新酒、贡品、礼拜、喜悦都被剪除了。然后敌对上帝子

民的子民被审判了。我们也可能会想为什么要相信，但痛苦会持续一段时间，神看不见的荣耀会永远持续下
去。我们不正是注视着神前进吗。
2 哥林多书 4:15 每件事，都是你们的益处，当恩典加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上，就充满感激，成为神的荣耀。
4:16 所以我们不灰心。即使我们外面的人灭亡，里面的人也会每天更新。
4:17 因为这一段时间的轻微的患难工作，使我们得到永恒的沉重荣耀。
4:18 我们不是看得到的，而是看不见的。看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
4:15 For all things are for your sakes, that grace, having spread through the many, may cause thanksgiving
to abound to the glory of God.
4:16 Therefore we do not lose heart. Even though our outward man is perishing, yet the inward man is
being renewed day by day.
4:17 For our light affliction, which is but for a moment, is working for us a far more exceeding and eternal
weight of glory,
4:18 while we do not look at the things which are seen, but at the things which are not seen. For the things
which are seen are temporary, but the things which are not seen are eternal.
◇祈祷；天父上帝，感谢您今天的礼拜。痛苦和考验只是一瞬间，有人为我们辩护，为我们赎罪，拯救我们，
成为我们的避风港和堡垒，我们终于知道我们的主是活在我们里面的，所以谢谢。希望从孩子到老人，所有
年龄的人都能在这个时候在教会遇到耶稣基督。请祝福我们的家人和当地的人们。以主耶稣的名义祈祷。阿
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