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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 年 10/14~10/20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2:00 P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陈宪明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王麗斌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李景译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一、 10 月 27 日(週六晚上 6:30 PM )福音愛筵聚會，請全體出

席、參與服事及留意教會各方面安排。  

 
 

 

 

 

十月十四日 

讀經 賽 65～66；提前二 

鑰節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

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

安無事的度日。 這是好的，在神我們救主面前可蒙悅

納。」(提前二 1~3） 

禱告 親愛的主，謝謝你賜給我們禱告的權柄。請你指教我們，

如何為父母、兒女、公婆、丈夫、妻子、上司、同事、教

會中弟兄姊妹、在位者等 代禱，使我們可以過一個蒙神悅

納的基督徒生活；也使我們所關心的人，得到神永遠的救

恩和祝福。 

詩歌 求主教我如何禱告- 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十五日 

讀經 耶 1～3；提前三 

鑰節 「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被顯

現，在靈裏被稱義，在使者中被看見，在外邦中被傳揚，

在世人中被信服，在榮耀裏被接。」【提前三 16 原文】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感謝你道成肉身，顯出了敬虔的奧秘。謝

謝你託付教會的使命，就是彰顯你。主啊，教導我們與你

同心、同行、,同工，讓人在聚會中遇見你，知道『神真是

在我們中間了 (林前十四 25) 』。 

詩歌 大哉！敬虔的奧祕！ - YouTube  

 

十月十六日 

讀經 耶 4～5；提前四 

鑰節 『操練身體，益處還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

今生和來生的應許。』 (提前四 8) 

禱告 主啊，我們願意花代價操練屬靈的生命，在敬虔上成長。

求你把你敬虔的特質傾注入在我們裏面，使我們成為敬虔

的人。 

詩歌 哦，我要像你 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十七日 

讀經 耶 6～7；提前五 

鑰節 「那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當以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勞

苦傳道教導人的，更當如此。」【提前五 17】 

禱告 主啊，指教我們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使我們行你眼中合

宜的事，活出敬神愛人的生活。 

詩歌 聖徒眾心，愛里相系-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十八日 

讀經 耶 8～10；提前六 

鑰節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提前六 6） 

禱告 主啊，願我們的一生能活得簡單和喜樂，滿足且知足。 

詩歌 單純的信託-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十九日 

讀經 耶 11～13；提後一 

鑰節 「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

的，直到那日。」(提後一 12) 

禱告 親愛的主，我雖不知前途如何，但我深信你能保守我所信

託你的，都全備直到那日。 

詩歌 惟知道我所信的是誰- 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廿日 

讀經 耶 14～15；提後二 

鑰節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

潔，合乎主用。」（提後二 21） 

禱告 主啊！潔淨我，救我脫離卑賤的事，在你手裡成為合用的

器皿。 

詩歌 耶穌，你的全勝的愛 - churchinmarlboro.org 

【家訊信息】基督比喻與解經 
 “比喻”含有效在一起來比較的意思（參《新約字解》by  Dr. 

W.E.  Vine）。《聖經》裏面的比喻，大部分記載在四福音書裏

面，而福音書中又以馬太和路加所記的比喻較多。馬太所記的比

喻較注重描寫“天國”的屬靈情況，而路加所記屬於一般性的比

喻。 

    《聖經》裏的比喻跟一般的神話或寓意故事不同，因為主耶穌

不用完全虛構，或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來作比喻。他只採用日常

可能發生，或曾經發生過的事實為設喻的內容。而且都很簡短，

目的只在解明某一點真理，不是要編一個動人的故事吸引人來

聽。例如：路加福音十五章，主耶穌講到一個好牧人怎樣去尋找

那迷失的一隻羊；一個婦人怎樣點燈找那失掉的一塊錢；和浪子

的父親怎樣等候浪子回家……。這些都是當時民間日常會發生的

事。 

    有不少比喻的解釋，受其他神學見解的影響。例如：解經的人

對預言的解釋如何，必定影響他對比喻的解釋。對於得救是靠恩

典，還是靠恩典開始，靠行為維持到底？也必影響他們對比喻的

解釋。比喻的解釋也會影響預言或救恩的解釋。所以要在福音書

一切比喻裏尋找一種和諧的解釋，就必須先看他所接受的“神

學”的見解如何，否則就可能有先後矛盾的情形發生的。換言

之，比喻的解釋是很容易受神學見解所左右的。所以比喻在信仰

的根基上，不象明訓那麼有權威。 

    解釋比喻最重要的原則，就是要掌握各比喻的中心思想，也就

是那比喻所要取喻的要點是什麼。知道了比喻所要解明的目的之

後，比喻其餘細節就不一定需要解釋，或不一定要有合理的解

釋，因為取喻的重點纔是設喻的目的。細節不是設喻的目的，所

以不該按細節來確定整個比喻的重點。 

    那麼，怎樣看出各比喻所要取喻的重點？留心讀上下文的經文

是最重要的原則。當然，任何一段《聖經》的瞭解，都跟讀經的

【禱告事項】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兒童服事禱告。 

◆ 為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 

◆ 為10月27日的福音聚會代禱。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51.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VBxMxlknZw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O%20To%20Be%20Like%20The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christian%20heart.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rust.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I%20know%20whom%20I%20believed.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2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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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身的靈性和真理的造詣，或對倚靠聖靈操練屬靈心竅的深度

有關係。所以各人的見解有若干程度的出入，在所難免。正因為

這緣故，所以在信仰的根據上，愈明顯的教訓或吩咐就愈有力。

例如《聖經》中的命令較之預表或比喻，是更有力的信仰根據。 

這不是說《聖經》本身的話有各種不同等級的權威或可靠性。

而是說，讀《聖經》的人，在領會《聖經》或解釋《聖經》時，

對明訓或命令偏誤的程度（誤解的可能性），比較預表或比喻可

能偏誤的幅度小。所以單單憑比喻或預表來確定教義，在信仰的

根據上就比較單單憑明訓軟弱。 

總而言之，解釋比喻必須注意整個比喻取意的重點，不要把比

喻的細節取代了比喻的中心地位。把握了比喻的重點，按照比喻

取意的重心領受教訓，就已經取得《聖經》的正意。這樣的領會

比喻就不會誤解誤用，可以受益而不招損了。──摘錄自 陳終道

《以經解經》 

比喻   馬太 馬可 路加 

1 燈   5:14-16 4:21,22 8:16-7 11:33-6 

2 蓋房子的比喻  :24-27   6:47-49 

3 新布補舊衣服  9:16 2:21 5:36 

4 舊皮袋裝新酒  9:17 2:22 5:37,38 

5 撒種   13:3-23 4:2-20 8:4-15 

6 稗子   13:24-30     

7 芥菜子   13:31,32 4:30-32 13:18,19 

8 麵酵   13:33   13:20,21 

9 寶藏   13:44     

10 珍珠   13:45,46     

11 撒網   13:47-50     

12 庫房新和舊東西 13:52     

13 迷失的羊  18:12-14   15:3-7 

14 不饒恕的惡僕  18:23-35     

15 葡萄園工人  20:1-16     

16 兩個兒子  21:28-32     

17 壞佃戶  21:33-45 12:1-12 20:9-19 

18 筵席   22:2-14   14:16-24 

19 無花果樹  24:32-44 13:28-32 21:29-33 

20 十個少女  25:1-13     

21 才幹   25:14-30     

22 種子發芽生長    4:26-29   

23 門房    24:40-44 13:33-37   

24 取消債      7:41-47 

25 好撒馬利亞人      10:30-37 

26 半夜朋友      11:5-13 

27 無知的財主      12:16-21 

28 警醒的僕人      12:35-48 

29 可靠和不可靠的僕人 24:45-51   12:42-48 

30 不結果的花果樹上     13:6-9 

31 謙卑和待客之道     14:7-11 

32 蓋樓與打仗      14:25-35 

33 失銀幣       15:8-10 

34 浪子       15:11-32 

35 不義的管家      16:1-13 

36 財主和拉撒路      16:19-31 

37 主人和僕人      17:7-10 

38 寡婦和法官      18:1-8 

39 法利賽人和收稅人     18:9-14 

40 僕人和金幣      19:11-27 

41 分羊   25:31-36     

42葡萄樹 約翰15章 

【詩歌欣賞】你的話 

我將你的話語，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遠離。 

哦主啊！與我親近，我愛你聲音，作我腳前的燈，作我路上的光。 

天地將要過去，你的話卻長存，天地將毀壞，你的話卻長新。 

我將你的話語，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遠離。 

哦主啊！與我親近，我愛你聲音，作我腳前的燈，作我路上的光。 

本詩作者是葉薇心姐妹（Linda Yeh，1951- ）以詩篇 119 篇編

撰 ，曲由祁少麟弟兄譜作。葉薇心姐妹原藉中國福州，生於台灣

台北。 中學時在同學帶領下，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 自台灣大

學中文系畢業後，即加入救世傳播協會之天韻歌聲詩班。 在神引

領下，信仰由隨意而變得認真，對神的認識由形式而深入心靈；

生活中點點滴滴的體驗，漸漸化成了一首首的歌詞，歷年來，其

創作已逾一百五十首。 

詩歌感想 

詩篇一百十九篇一百三十節說：「你的言語一進來(『解開』亦

可譯作『進來』)，就發出亮光，使愚人通達。」 

神的話一進到你裏頭去，就發出光來，你的裏面就清楚，就有

把握。神的話不只是聖經，神的話不只需要你去讀，神的話並且

需要神的靈在你裏面把它變作活的。活的話才有用處，那一句話

就把你的靈與魂剖開。不是讀一本書說，這樣作是屬靈的，那樣

作是屬魂的。你就是照著書上所說的去作，結果還是屬魂的，但

是，如果神的話進到你裏面蕞發光來一照亮，就把魂與靈分開

了，連骨節與骨髓也看見了，你知道甚麼是錯的，甚麼是對的；

是裏面的知道。這樣的人就用不著問問題，因為他裏面有光，裏

面看得見。 

有的人一直在那裏問：我這一個人到底是為著主的呢，或者是

為著自己？這一件事是主的意思呢，或者是我自己的意思？誠

然，最難分別的就是自己的意思，最難分別的就是自己的主意，

因為我們的思想和我們的用意是很容易欺騙我們自己的：但是，

主的話一進來，就能把我們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辨明，立刻叫我

們看見，我那一個思念是邪僻的，我那一個思念是不實際的，我

那一個思念是為著自己的，我那一個主意是因著懼怕，我那一個

主意是為著保護自己。我們裏面看見，我們裏面清楚得很。自己

分析自己，並不會給我們光，不過叫我們自己欺騙自己。我們越

分析自己，就越受欺，越攔阻神的話到我們裏面來。如果神的話

到我們裏面來，我們看見了，就問都不必問，因為連我們自己的

思念和主意都能清楚看見。弟兄姊妹，當你裏面有問題的時候，

要藉著神的話來照亮你，你就不至於受欺。 

在神的兒女中，有許多人就是憑良心來分別是非。但是我們要

知道，人的良心還是很淺的東西，生命是比良心更深的。許多時

候，良心過得去的，生命不一定過得去。有的時候，我們作一件

事，好像是在那裏碰，等到作完了，良心平安就感謝神，良心不

平安就求神赦免，要到事情作完了，才知道是對的或者是不對

的。但是，我們要知道，在我們裏面有一個生命，當神的話進到

我們裏面的時候，那一個生命就發出光來，叫你剛起頭去作的時

候，裏面就清楚了。是神的話在我們裏面發出光來，叫你知道甚

麼是靈，甚麼是魂；自然而然你踫著靈的時候就覺得是靈，踫著

魂的時候就覺得是魂；你一碰就知道，並且是非常清楚的。 

神的話要在你裏面發出光來叫你清楚。這是活的，這是有功效

的。這不是外面的，這乃是裏面的。不是憑著外面作的事情來分

別靈與魂，乃是裏面清楚。到這一個時候，我們才能實際的認識

神，才能實際的知道所該走的路。―― 倪柝聲《十二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