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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 年 10/2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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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英杰弟兄家 

Morganville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刘任弟兄家 

福音愛筵聚會 週六晚上6:30-9:30 PM  

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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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廿一日 

讀經 耶 16～17；提後三 

鑰節 「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

穌有得救的智慧。 聖經都是 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

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叫屬神的人得

以完全、豫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三 15~16) 

禱告 主啊，聖經乃是神的呼出。讓我們天天領受神的話語，而

接觸神自己，嘗到神自己；叫我們得以完全，裝備齊全行

各樣的善事。 

詩歌 你的話- 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廿二日 

讀經 耶 18～20；提後四 

鑰節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

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

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

給我，也賜給凡愛慕祂顯現的人。」【提後四 7~8】 

禱告 親愛的主，願我們的一生，和保羅一樣能唱出這一段凱歌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

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詩歌 當我跑盡應跑道路- YouTube 

十月廿三日 

讀經 耶 21～22；多一 

鑰節 「現在寫信給提多，就是照著我們共信之道作我真兒子

的。願恩惠、平安從父神和我們的救主基督耶穌歸與

你！」【多一 4】 

禱告 主啊，願「共信之道」引導我們，落實以愛聯繫，心心相

契的生活。 

詩歌 聖徒眾心，愛里相系 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廿四日 

讀經 耶 23～24；多二 

鑰節 「因為神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除去不敬虔的心

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義，敬虔度日，等候所盼

望的福，並等候至大的神和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

現。他為我們捨了自己、要贖我們脫離一切罪惡、又潔淨

我們、特作自己的子民、熱心為善。」（多二 11~14） 

禱告 救主耶穌，教導我如何敬虔度日，並等候你榮耀的顯現帶

來終極的救恩。 

詩歌 有一日- 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廿五日 

讀經 耶 25～26；多三 

鑰節 「並且我們的人要學習正經事業、〔或作要學習行善〕豫

備所需用的、免得不結果子。」（多三 14） 

禱告 恩主耶穌，我願照你的心意留心行與人有益的美事。 

詩歌 使我成祝福- 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廿六日 

讀經 耶 27～28；門 

鑰節 「他從前與你沒有益處，但如今與你我都有益處。我現在

打發他親自回你那裡去，他是我心上的人。」(門 11~12) 

禱告 親愛的主，但願在你身體裡，每肢體在愛中互相照顧，彼

此得益處。 

詩歌 福哉以愛聯繫- 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廿七日 

讀經 耶 29；來一 

鑰節 「論到子卻說：神啊，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的國權

是正直的。你喜愛公義，恨惡罪惡；所以神，就是你的

神，用喜樂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伴。」(來 一 8-9) 

禱告 親愛的主，謝謝你，讓我能從希伯來書，得著對你的寶貴

和完全啟示。你是得榮的主，你登永遠寶座，你的國權正

直，你喜愛公義，恨惡罪惡，所以神用喜樂油膏你。 

詩歌 湧出美辭- hymnal.net  

【家訊信息】馬太福音十三章的比喻 (1) 
【主耶穌用比喻的理由——文士和法利賽人的拒絕】本來主耶穌

是在會堂裏面的，但現在會堂的門一個一個地關了。這個代表正

統的猶太教，現在向我們的主完全關門了。他來到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人卻不接待他。我們的主帶著權柄、帶著權能、帶著神

蹟，而結果沒有人接待他！這可說是主最傷心的時候。因此當他

責備完了哥拉汛、伯賽大以後，就在父神面前傾心吐意。他說：

“父阿，天地的主，我感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

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太十一 25)誰是聰明通達

人呢？文士和法利賽人。但他們卻拒絕了主。當所有人都拒絕了

主以後，他說：“父阿，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26 節)

主耶穌說：“你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從現在開

始，我們主的職事有了極大的改變。本來神把這些事要啟示給文

士和法利賽人，和聰明通達的人，現在神把它隱藏起來了；但對

於那些嬰孩，卻要顯明出來。這就是為什麼在第十三章，主耶穌

一連說了七個比喻。當主說完第一個比喻以後，門徒們就來問主

說：“你對眾人說話為什麼用比喻呢？”這證明主的教訓改變了

方式。本來他是明明的教導這些人，把這些事明明的指示給他們

看，叫他們能夠明白；因為他們拒絕主的緣故，現在父神把這些

事隱藏起來了。從那天開始，我們的主再也不明明的告訴他們

了；如果向眾人說話，只用比喻來對他們說。不只這樣，聖經說

“向嬰孩就顯明出來”，為什麼？耶穌回答說：“因為天國的奧

秘只叫你們知道，不叫他們知道。”你們和他們的分別在那裏？

你們是嬰孩，他們是聰明通達的人。所以對他們來說，這些事是

隱藏的，他們看他看不明白。 所以就著某一個角度來講，比喻像

個謎語一樣，好像懂得，又好像不懂得。然而主怎麼說？“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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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9-16-12%20weekly.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6iDDeU4-hU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christian%20heart.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08/3-30-08%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9-30-12%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08/10-19-08%20weekly.htm
http://www.hymnal.net/hymn.php/t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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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這是門徒：“凡沒有的，連他所

有的也要奪去”，是指著那些猶太人。(大十三 12)“所以我用比

喻對他們講，是因他們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見，他不明白。在

他們身上，正應了以賽亞的豫言，說：‘你聽是要聽見，卻不明

白；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因為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發沉，

眼睛開著；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裏明白，回轉過來，我

就醫治他們。’”(太十三 13－15) 

讓我們記得，這天國的比喻共有七個，分別說到天國奧秘的一部

份。在眾人面前是用一個一個比喻來講，但等到沒有人的時候，

主耶穌就把這些比喻解釋給門徒聽，叫門徒們能明白。因為這些

人是嬰孩，所以主就把他心中的奧秘和神的旨意向門徒們完全敞

開。所以，馬太福音第十三章主耶穌開始用比喻來對眾人講道，

這乃是馬太福音非常重要的一個轉捩點。 

【天國的奧秘只向嬰孩開啟】比喻，是一幅非常大的圖畫。在馬

太福音的中心點我們看到了一幅非常大的圖畫，那幅圖畫的主題

就是天國的奧秘。我們不要以為，只在從前有聰明通達的人，今

天同樣也有這樣的人。這些人也許懂得希臘文、懂得希伯來文，

他們是所謂的聖經學者；但若你問他們的話，他們會告訴你聖經

裏面不都是神的話，聖經裏面含有神的話。他們或者要告訴你，

約拿書所講的都不是事實，那不過是比喻，就好像主耶穌用比喻

來對我們說話一樣。他們認為約拿被吞到魚肚子裏，根本不是事

實；聖經只是用一件從未發生的事當作比喻來教導我們。勿以為

只有新派的人了有這樣的說法，不！今天你若作一個統計，特別

在美國、在英國，會發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學者都是這樣相信。

親愛的讀者，這些人都是聰明通達的人，然而向他們，神就把這

些事隱藏起來。若你我是嬰孩，我們能夠單純地相信約拿書裏面

所講的是歷史事實，那麼你我要看見這些所謂聖經學者所沒有看

見的。他們看是看見，卻不明白；因為主是用比喻來對他們講

的。這些人他們不是不相信嗎？這些人不是很聰明嗎？讓他們當

作比喻吧！所有相信約拿書是比喻的人，他怎麼讀約拿書都讀不

懂，更不能讀到它的精髓裏面去。今天你或許可以上一門課叫作

約拿書，但是不見得約拿書向我們開啟。因為這些事向著聰明通

達的人就隱藏起來，向著嬰孩就開啟。  

所以，讓我們記得，有一些事叫作神奧秘的事，不是對所有的人

公開的，不是所有聖經學者都能夠明白的；唯有那些愛慕主話的

人，他們才能夠明白。親愛的讀者，不要羡慕那些很有學問的

人，他毋須自卑在屬靈的事上；有一件事我們要小心的，那就是

我們要作嬰孩，還是作聰明通達的人。若是聰明通達的人，你我

所得的都是比喻，看是看見，卻不明白。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感謝主，所羅門的話只是為著書拉密女的。誰愛我們的主，誰就

能夠懂得我們主的話。 

【祂，天國最大的奧秘】在馬太福音第十三章，門徒到底看見了

什麼？什麼是天國最大的奧秘？當我們的主說完撒種的比喻以

後，他說：“但你們的眼睛是有福的，因為看見了；你們的耳朵

也是有福的，因為聽見了。我實在告訴你們，從前有許多先知和

義人，要看你們所看的，卻沒有看見；要聽你們所聽的，卻沒有

聽見。”(太十三 16－17)這是什麼意思？難道這幾個門徒因為懂

得七個比喻，就比從前許多先知和義人高明嗎？在這裏主實在已

經把天國最大的奧秘向我們啟示了。  

那個天國的奧秘到底是誰呢？我們的主行了十個神蹟，人看不出

來他就是神的兒子，還說：他不是木匠的兒子嗎？因此就厭棄

他。所以他們看是看見，卻不明白，他們棄絕他，不要他。他是

君王，不錯！但你知道，他不是降生在耶路撒冷，而是降生在伯

利恒；他不是降生在君王的王宮裏，卻是降生在馬槽裏，連客店

都沒有房間為著我們的主；全世界所給他最好的歡迎，乃是一個

馬槽。不只這樣，等他來到自己的地方，雖然行了神蹟，藉著五

個餅二條魚叫五千人吃飽，他們仍舊厭棄他。他們看是看見，卻

不明白；聽是聽見，卻不曉得。但是主說：你們的眼睛是有福

的。這有福的眼睛只是因為懂得這幾個比喻？不是！乃在於這十

二個門徒空前的看見和聽見。感謝主，他們所看見和聽見的，就

是我們的主——一位被棄絕的主。他，實在是天國最大的奧秘。  

親愛的讀者，只有我們的君王和世上的君王不一樣。因為所有的

君王，頭上戴的都是榮耀的冠冕，但我們的主，頭上戴的是荊棘

的冠冕。歷史上有沒有哪一個皇帝或君王，他戴的冠冕是荊棘的

冠冕呢？什麼叫作天國的奧秘？天國最大的奧秘，就是這位愛我

們的主。我們所愛的主，是被這世界所棄絕的。這就是為什麼馬

太福音第十三章成為最中心的一章。因為這裏不只給我們看見他

是君王，而且是被棄絕的王。感謝主，在這些愛他的門徒眼中，

他是所羅門王。正因為他們看見了，他們聽見了，所以主說：你

們的眼睛是有福的，你們的耳朵是有福的。 

【隱藏和奧秘的智慧——模成神兒子的形像】我們當怎樣來明白

這個奧秘呢？哥林多前書第二章 7節告訴我們：“我們講的，乃

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秘的智慧”。原文是說：“我們講的，乃是

帶著奧秘的智慧，也是隱藏的智慧。”所以我們知道，這裏有一

個智慧是帶著奧秘的，也是隱藏的。但在馬太福音第十三章以前

不是這樣，我們的主是明明的對他們說話；然而現在向聰明通達

人就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明出來。  

現在你知道馬太福音第十三章，不只告訴我們隱藏的智慧，也告

訴我們這智慧帶著奧秘。保羅說：“就是神在萬世以前，豫定使

我們得榮耀的。”(林前二 7)今天在神兒女中間有一個很大的爭

論：到底我們得救是豫定的？還是自由意志的？若沒有豫定一個

人得救，他卻因著所傳的福音相信了怎麼辦？因而有人問說：我

到底要不要傳福音呢？但是讀者，你我要記得一件事，很希奇，

什麼叫作神豫定我們得榮耀呢？羅馬書第八章 30節：“豫先所定

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

人，又叫他們得榮耀。”一般講到豫定，只講到得救而己，但我

們讀了這段聖經就非常清楚。29 節“因為他豫先所知道的人，就

豫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效法他兒子的模樣”，原文是模成他兒子的形像。現在你明白

嗎？豫定得榮耀，就是豫先定下，模成他兒子的形像。  

所以，什麼叫作得榮耀？不光指著將來有一天我們要得著榮耀說

的；也是指著今天，當我們跟隨主的時候，若我們讓生命長大，

就漸漸被模成神兒子的形像，那麼人在我們身上就能碰見榮耀

了。我們原是沒有榮耀的，但是感謝主，主是公義的太陽，我們

的臉只要朝著太陽，人在我們身上就看見榮耀了，不是我們的榮

耀，乃是神的榮耀。人看見我們身上有溫柔，是基督的溫柔；人

看見我們身上有謙卑，那是基督的謙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

我裏面活。現在我們明白了，當初神造人就是照著他的形像來造

的。他今天拯救我們，就是要使樂園複得，叫我們這些人能夠彰

顯神。因為罪破壞了所有的形像。人應該代表神的，結果成了仇

敵的工具。人應該代表美的，結果給人醜陋的印象。但是感謝

主，所有真、善、美，在神所豫定的人裏面都能夠完全達到。  

我們若把這些聖經都讀過以後，便知道我們今天被召，原來是根

據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麼？就是要模成神兒子的形像。這就

是奧秘的智慧，他是隱藏的智慧。──摘錄自陳希曾《神奧秘的

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