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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 年 10/2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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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艾东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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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闵永恒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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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廿八日   

讀經 耶 30～31；來二 

鑰節 「所以我們當越發鄭重所聽見的道理，恐怕我們隨流失

去。」（來二 1） 

禱告 親愛的主，你配得尊貴、榮耀，你為我受苦、受死，成就

救恩。求你赦免我，曾經因有心或無意地不看重你的完全

救恩，幫助我能一生活在這浩大的救恩中。 

詩歌 哦，願我有千萬舌頭- 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廿九日 

讀經 耶 32～33；來三 

鑰節 「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有

人被罪迷惑，心裏就剛硬了」（來三 13）。 

禱告 親愛的主，謝謝你，使我們能藉著弟兄姊妹彼此的愛心，

天天彼此「相勸」，也「被勸」。 

詩歌 福哉以愛聯繫- 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三十日   

讀經 耶 34～35；來四 

鑰節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

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來 4：16） 

禱告 親愛的主，謝謝你，你是我們的大祭司，你體恤我們的軟

弱，並可坦然到你施恩座前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都幫

助，感謝你。 

詩歌 來罷，憂傷的人- 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三十一日   

讀經 耶 36～37；來五 

鑰節 「惟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

就能分辨好歹了。」(來五 14) 

禱告 主，求使你生命在我裡面天天長大，不再是只能吃奶的嬰

孩而不熟仁義的道理。 

詩歌 哦主，求你長在我心-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一月一日 

讀經 耶 38～39；來六 

鑰節 「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

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行，信靠神，各樣洗

禮，按手之禮，死人復活，以及永遠審判，各等教訓。」

（來六 1-2） 

禱告 主阿！我要長大，我願意將我自己擺在你手裡，我願意你

無窮的生命在我裡頭運行。雖然有許多的苦難，我願意在

苦難裡面來學習順從，因為你自己在地上的時候，雖然你

是神的兒子，你還是因著所受的苦難學習了順服，你就成

了永遠救恩的元帥。――江守道 

詩歌 進深，進深 YouTube  

十一月二日 

讀經 耶 40～41；來 7：1-10 

鑰節 「這麥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長遠

為祭司的。他當亞伯拉罕殺敗諸王回來的時候，就迎接

他，給他祝福。」【來七 1】 

禱告 復活的主，你今在父寶座前為至高的大祭司，為我代求，

帶來祝福。 

詩歌 何等奇妙的救主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一月三日 

讀經 耶 42～43；來 7：11-28 

鑰節 「凡靠著祂進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為祂是

長遠活著，替他們祈求。」【來七 25】 

禱告 親愛的主，你天天所給我們的拯救，叫我們能坦然進到神

面前。 

詩歌 我有一救主，在天為我祈求- churchinmarlboro.org 

【家訊信息】馬太福音十三章的比喻 (2) 
【天國的比喻】我們若仔細地讀過馬太福音第十三章，會發現這

裏所講的就是主在第一講章所講的，他是主在末後的講章所講

的。原來，我們的主從未離開過他的主題。馬太福音第十三章是

高潮，但不是獨立的高潮。主說，凡聽見我的話，又去遵行的，

這人是聰明的人。這意思就是說，我們被模成神兒子的模樣。神

的兒子充滿了智慧，他是所羅門王，我們要像他。我們怎麼像

他，我們就是聰明的人。我們怎麼不像他，我們就是愚昧的人。

誰是聰明的童女，聰明的童女就是像所羅門智慧的兒女。誰是愚

拙的，就是不像主的人。所以根據聖經前後文的話，我們就明

白，馬太福音第十三章根本沒有離開神的範圍。 

一、撒種的比喻：在第一個撒種的比喻裏，大家都知道那種子是

指著神的話，指著天國的道。而天國的道在這裏，實在說來就是

所羅門的智慧話。然而你看見，這種子有落在好土裏的，結果就

結實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落在別的土裏的，很快地就枯乾

了。想想看，這個比喻是什麼？不就是重覆我們的主在第一個講

章裏所說的，不過現在用一幅圖畫來描寫就是了。在第一個講章

裏，主說：凡聽見我這話就去遵行的，就好比是個聰明人。所以

每次我們實行主的話，讓主的話從我們身上實行出來，那就是指

著神的話在我們身上生根立基，而且慢慢長大，神的話在我們身

上的地位越來越多而重要。這就是撒種的比喻，是好土和別的土

的分別。什麼是好土呢？好土就是聰明的人所代表的。什麼是其

他的土呢？就是愚昧的人所代表的。 

二、稗子的比喻：第一個比喻講完了以後，然後主馬上講稗子和

麥子的比喻。不過這次有所不同，這裏種子不是指天國的道。這

好種是什麼？就是天國之子。所以，現在有天國之子和惡者之子

的分別。麥子和稗子剛開始的時候是分不出來，直到生命漸漸成

熟了以後才能完全的分別。讀者，怎麼顯出一個人是個智慧的

人，怎麼顯出一個人是被模成神兒子的形像？今天我們看不出

來，乃是等這個生命漸漸長大成熟的時候才清楚。所以，當主的

話落在我們的土裏面，結果就開始發生變化了。主讓我們從世界

裏面經過，什麼時候我們接受智慧話，我們就變成天國之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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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200.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08/10-19-08%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506.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O%20Jesus%20Christ,%20Grow%20Thou%20In%20Me.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g3c2B6X6Vk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75.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5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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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變成智慧之子。結果，主就把我們種在這個世界裏面。所以

很清楚，第一個天國的比喻，就是麥子和稗子的比喻。而麥子和

稗子的比喻是直接接著撒種的比喻。主完全根據我們有沒有接

受、實行所羅門的智慧話；若接受了我們就是聰明之子，也就是

天國之子，他就是智慧之子，主就這樣把我們當作好種種在這個

世界裏。這就是我們活在這個地上的目的。所以要種在這塊田

裏，就是等他有一天會成熟；那成熟的記號就是聰明人的記號；

他被模成神兒子的形像。  

親愛的讀者，求主憐憫我們，讓我們知道我們到底為何活著！ 

三、芥菜種的比喻：接著講到芥菜種的比喻。這裏的分別是芥菜

種和一棵樹的分別。因為根據聖經，凡任何東西都是各從其類。

現在這一粒芥菜種有一種畸型發展的情形，它原是百種裏最小

的，結果卻長成了樹。主在這裏要提醒我們，一個真正充滿智慧

的人，遲早有一天他要看見，小是最美麗的。世界上人所要的都

是大，所有的運動他都是大的。但就整個神的教會在全世界人口

所占的比例來說，主說：這些人是小群。所以讓我們記得一件

事，雖然芥菜種是百種裏面最小的，但它卻是充滿生命的。藉此

主給我們看見，什麼是最聰明的呢？芥菜種是最聰明的。什麼是

樹呢？樹是最愚昧的，因為空中的飛鳥能夠宿在它的枝上。  

我們看教會歷史的故事，當教會經過三百年的大逼迫以後，康斯

坦丁立基督教作他們的國教。百姓若相信耶穌基督的話，每個人

都可以得發到幾兩銀子和二件白袍。於是，許許多多的人就加入

基督教。然而從教會歷史中你會發現，當教會受逼迫的時候，神

的教會能夠維持她的單純；但教會一旦受到世界的歡迎以後，我

們再看看教會的情形，那段歷史是越來越黑暗的。特別到了馬丁

路得的時候，那是最黑暗的時期，因為有人竟然買賣贖罪券。這

些事告訴我們，空中掌權的已經宿在教會的枝上作窩了。這是一

個畸形的發展。二、三個人的原則是一粒芥菜種的原則。這是聖

靈提醒我們的。 

四、麵酵的比喻：另外是麵酵的比喻。有婦人拿了麵酵來，藏在

三斗麵裏，直等全團都發起來。這裏又是二個對比。一面是三斗

麵，一面是有帶酵的麵。基督和神的話很明顯的是三斗麵，是絕

對單純的。但是在實際的教會生活裏可能會面臨一個試探：我們

也許不敢把神的話完全地告訴年輕人，例如：要背起十字架來跟

隨主，恐怕大家因此都不來聚會了；所以不知不覺地就把酵放了

進去，意思就是說讓它變得更容易一點。但是主怎麼說呢？主

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誰

都不敢講十字架，因為誰都怕背十字架。就是在神兒女中間畸形

的發展，遠遠離開了的神的旨意。在這裏主告訴我們，誰是最聰

明的人呢？小是美麗的，單純是美麗的。  

不錯！我們若讀主的話，有時的確會覺得枯乾，就像當初的嗎哪

一樣。但是我們若真正看見天國的奧秘，還必須知道在我們肉體

裏面有一種畸形的發展。芥菜種的比喻和麵酵的比喻都讓我們看

見這一點。 

五、藏寶於田的比喻：聖經又告訴我們：“天國好像寶貝藏在地

裏；人遇見了，就把他藏起來；歡歡喜喜的去變賣一切所有的買

這塊地。”(太十三 44)這“寶貝”是指著什麼呢？前面主耶穌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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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很清楚，這寶貝當然是指著隱藏的奧秘說

的。意思是我們怎樣地被預定要得著榮耀，模成神兒子的形像。

親愛的讀者，現在我們的主把這個藏起來了。結果他歡歡喜喜地

為我們掛在十字架上，他變賣一切所有的，就是要得著我們。因

為他早己看見，這是他的產業。  

以弗所書第一章，保羅禱告說：“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

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產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讀者，平常

我們說神是我們的產業，但你有沒有想到，神在我們這些信徒中

有一個產業，而那個產業有豐盛的榮耀。那個產業是什麼？就是

有一天我們要變化，要被模成神兒子的形像。神為要得著這個產

業，寧可為我們掛在十字架上，不光是解決我們的罪，而且要我

們蒙恩得救以後，能夠像他。為著這個緣故，他就把所有的都變

賣了來買這塊地。 

六、尋珠的比喻：“天國又好像買賣人，尋找好珠子；遇見一顆

重價的珠子，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買了這顆珠子。”(太十三

45．46)這顆珠子所代表的是什麼呢？代表教會。這裏不只給我們

看見個人像我們的主，當整個團體充滿神的榮耀，自然也就彰顯

了我們榮耀的主。珠子是怎樣形成的？有一個水族受傷了，一些

沙粒進到它柔軟的部份裏面去，結果它沒有把它吐出去，反而包

容它，慢慢的包容再包容、忍耐再忍耐，結果那些沙粒在它裏面

漸漸的變化，最後變成一顆珍珠。親愛的讀者，今天神的教會也

受了許多的刺激，也許有人得罪了我們，然而我們不只是七次的

赦免，乃是七十個七次。就因著這樣的緣故，你看見有一顆珍

珠，漸漸的形成了。這乃是我們的主所要的。所以，當我們能赦

免人七十個七次的時候，就叫我們想起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所說

的：父阿，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知道。你看見，

這是一顆美麗的珠子。主為著這顆珍珠，為著教會，就願意把一

切都舍去，寧願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 

【我們都要像祂】根據馬太福音第十三章．現在我們明白什麼叫

作奧秘的智慧和隱藏的智慧。主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不只叫

我們白白的稱義，而且還要我們得榮耀，要把我們模成神兒子的

形像。所以馬太福音就是告訴我們，他是我們的所羅門。凡是聽

見所羅門的智慧話又遵行的，就是聰明人；不聽從的，就是愚昧

人。請我們記得，這兩條線在馬太福音裏面從未斷過，並且到了

馬太福音第十三章是最高潮，那裏的解釋也最清楚。  

在這裏，一面你看見所羅門怎樣預表基督，但另一面，我們也看

見所羅門的失敗。所羅門在晚年的時候拜了偶像，真是非常希

奇！所羅門原是最有智慧的人．現在卻做了一件最愚昧的事！所

以在失敗這件事情上，所羅門不是預表基督，而是預表我們。這

就是告訴我們，什麼時候體貼肉體，就是死；  

什麼時候體貼聖靈，就是生命和平安。聖經一再地告訴我們在靈

裏行，意思就是叫我們作個智慧人、聰明人。所以，整本馬太福

音的中心，就是給我們看見神奧秘的智慧、隱藏的智慧。他怎樣

地忍耐，包容，要把我們這些愚昧人變化再變化，變成一個聰明

人。他怎樣是智慧的，我們也要變化成智慧的兒女。就像約翰一

書第三章 3節所說的，我們都要像他。  

求主憐憫我們，我們絕對相信神的工作必定要完成。但什麼時候

達到最完全的階段呢？那就是到了有一天，我們的身體完全變化

的時候。到那天，不光是人從我們身上看見基督的榮美，而且我

們的身體也要改變，我們都要像他。這是老約翰告訴我們的最榮

耀的一句話。因此基督徒在這地上不是等死，我們乃是有一個榮

耀的盼望。正如哥林多前書第二章所說，然而在完全的人中間，

我們也講智慧，不過不是這世上的智慧，乃是隱藏的智慧，帶著

奧秘的智慧。這就叫我們想起馬太福音第十三章，也想起整本的

馬太福音。我們現在明白了，主為什麼把馬太福音賜給我們的緣

故。──摘錄自陳希曾《神奧秘的智慧》 

 沒有耶穌，世界對你有何益處呢？沒有耶穌就是愁苦的地獄，

有耶穌同在，就是甘美的樂園。──肯培．多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