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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 年 12/23~12/29 
主日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2:15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杨震宇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赵春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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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依凡姊妹家 

一、 請弟兄姊妹出席下週主日感恩見證聚會，一同見證神在 2012

年的引領。 

 

 

 
 

 
十二月廿三日 

讀經 弥五：2至七；启十四 

鑰節 「我又觀看，見羔羊站在鍚安山，同祂又有十四萬四千

人，都有祂的名和祂父的名，寫在額上。」(啟十四 1） 

禱告 主啊！我願成為羔羊的同伴，讓我把握每一個機會來跟隨

祢，學習在任何環境中順從祢、活出祢！ 

詩歌 我不敢稍微失敗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二月廿四日 

讀經 鸿一至三；启十五 

鑰節 「唱神僕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說：主神全能者阿！你

的作為大哉！奇哉！萬世之王阿！你的道途義哉！誠哉！

主阿！誰敢不敬畏你，不將榮耀歸與你的名呢？因為獨有

你是聖的；萬民都要來到你面前敬拜，因你公義的作為已

經顯出來了。」(啟十五 3～4) 

禱告 神啊！我要唱詩、我要歌頌，因祢的作為、道途、公義、

聖潔、榮耀是何等的奇妙！ 

詩歌 榮耀歸與真神- YouTube  

十二月廿五日 

讀經 哈一至三；启十六 

鑰節 「我又聽見祭壇中有聲音說，是的，主神，全能者阿！你

的判斷義哉！誠哉！」【啟十六 7】 

禱告 神啊！我敬拜祢，祢的法則是公義的，祢的應許是真實的！ 

詩歌 主！使我更愛你-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二月廿六日 

讀經 番一至该二；启十七 

鑰節 「他們與羔羊爭戰，羔羊必勝過他們，因為羔羊是萬主之

主，萬王之王，同著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選有忠心的，也

必得勝。」(啟十七 14) 

禱告 主啊！不論福，不論苦，我願一路跟隨祢，直到進國度！ 

詩歌 我今願跟隨耶穌-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二月廿七日 

讀經 亚一至五；启十八 

鑰節 「一時之間，這麼大的富厚就歸於無有了。」(啟十八 17

上) 

禱告 主啊！ 求祢開我的心竅，認定「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

過去，惟獨遵行神旨意的卻要永遠常存。」(約壹二 17) 我

甘心把我的生命，交在祢的手中，靠祢恩典，敬虔過日。 

詩歌 主耶穌，當我們想到你-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二月廿八日   

讀經 亚六至十；启十九 

鑰節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祂，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

到了，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啟十九 7） 

禱告 主啊！讓我們在世的日子，天天被聖靈充滿和引導，使我

們作一個得勝的人，好預備自己等候新郎的再來。 

詩歌 快樂， 快樂， 新郎快來到――詩歌音樂 

十二月廿九日 

讀經 亚十一至十四；启二十 

鑰節 「這是頭一次的復活。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直等那一

千年完了。在頭一次復活有份的有福了，聖潔了！第二次

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他們必作 神和基督的祭司，

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啟二十 5~6】 

禱告 親愛的主，感謝祢使我看見祢偉大的得勝。保守我每天忠實

地活在祢面前，積極的傳福音，活出公義和敬虔的生活。 

詩歌 快樂， 快樂， 新郎快來到――詩歌音樂 

【家訊信息】赦免弟兄 
今天我們要來看基督徒被人得罪以及饒恕人的問題。我們作了

信徒之後，有一個問題是必須解決的，就是如果有弟兄得罪了

我們，我們應當如何？ 

【神的赦免是無限的】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至二十二節說，

「那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主阿，我弟兄得罪我，我當饒

恕他幾次呢？到七次可以麼？」彼得問這件事，對我們實在有

好處。雖然彼得的靈不對，但這問題使我們看見赦免的問題。

主好像說，「你問到對於得罪你的弟兄，當赦免他幾次，倒不

如問神說，我得罪神，應當得著幾次饒恕？」神若說，「饒恕

你七次夠不夠？」那就是最低的標準了。彼得以為，自己是已

經相當寬容了，也許應該是二或三的數目，他一加就加到了

七。但他在基本的問題上錯了。他以為神的恩典是有限量的，

其實神的恩典是無限量的。神的恩典是無限的，所以，神的兒

女饒恕人也應該是無限的。 

【神的度量】在回答彼得後，主接著就從二十三至二十七節，

開始引了一個比喻：「天國好像一個王，要和他僕人算帳。才

算的時候，有人帶了一個欠一千萬銀子的來。因為他沒有甚麼

償還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兒女，並一切所有的都少

了償還。那僕人就俯伏拜他，說；王阿，寬容我，將來我都要

還清。那僕人的主人，就動了慈心，把他釋放了，並且免了他

的債。」天國是指神在地上的掌權，像地上的一個王掌管一個

國一樣。一千萬銀子約合黃金三十萬兩，指明這個僕人在神面

前所欠的數目，乃是大得無法計算。他自己是沒有力量償還

的，因為他沒有甚麼償還之物；他家裏空虛，他是完全無力償

遠的。在這裏，主乃是要給我們看見，一個罪人在主面前的罪

債，是遠超過自己所能還的。所以不赦免人的人，乃是不知道

自己所得的赦免是何等的大。我們對神所有的虧欠，總是無法

償還的。我們對神的虧欠，若與人虧欠我們的相比，是差得太

多了。神的兒女對自己向神的虧欠，若有正當的估計，對弟兄

的赦免也就能寬大。 

不知道自己所蒙的恩是何等大的人，就是一個寡恩的人。我們

需要看見自己虧欠神的數目是何等大，才能看見別人所虧欠我 

【禱告事項】 

◆ 求神預備福音朋友的心，接受福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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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9-2-12%20weekly.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iMFzXvCMg8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More%20Holliness%20Give%20M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ollow%20on.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180.html
http://www.agvnacc.org/Hymns/C653.MP3
http://www.agvnacc.org/Hymns/C653.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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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是何等有限。這個比喻裏的主人，因為僕人沒有甚麼償還

之物，就吩咐僕人把他一切所有的拿去變賣了償還。其實，就

是把地所有的都變賣了來償遠，也是無法還清的。一個人犯了

罪，在這世界裏受審判，將來在永世裏也還得受審判，這就是

把「一切所有的都賣了(仍不能還清)」的意思。於是在二十六節

裏，僕人就向主人求恩，俯伏拜他說，「主阿，寬容我，將來

我都要還清。」人很難清楚知道甚麼叫作恩典，甚麼叫作福

音。人在神面前常以為，今天他所不能的，將來他總能；今天

他所作不到的，將來他總作得到。他以為他的存心是好的，他

並不是耍賴債；但地一點也不認識甚麼是恩典。他在那裏求

主，卻不是求主憐憫他，乃是求主給他更多一點時間。他乃是

在那裏求主的忍耐，他沒有想到要求主的赦免。 

【神赦免人是照祂豐富的度量，不是照罪人的需要】無論如

何，這僕人肯求主賜恩。當他求主賜恩，主立刻動了慈心，憐

憫地，並且赦免他的債。主人赦免僕人，釋放僕人，不是要僕

人去賺錢還債，乃是要叫他從此得以自由。神作在人身上的，

是遠超過人所禱告的。僕人只求寬容忍耐，但主動了慈心，將

所有的債都免了。主是按著祂所有的替我們作，主是按著祂所

有的答應我們的禱告。 

【神豐厚赦罪之恩的目的──使我們有神的性情】馬太福音十

八章二十八至三十節，接著給我們看見，神那樣作工在這人身

上，目的是為著甚麼。這其中有大恩典。一個蒙神赦免的人，

至少能有一點神的性情，有一點喜歡寬大的心，並且有主的印

像才是。然而這個僕人，經過了這麼大的恩典，卻一點也沒有

學習，沒有摸著恩典的寬大。他在二十七節剛剛得著了赦免，

應當歡喜才是，不料他卻向所遇見的同伴，追索十兩(約合三錢

金子)的欠銀。他所欠主人的，乃是三十萬兩金子(也是約數)：

人所欠他的，折合他所欠人的，不過百萬分之一，但他竟掐住

那人的喉嚨，讓他不能喘氣，並且對他說，「你把所欠的還

我。」主在二十二節對彼得所說的，就是要彼得看見，赦免的

問題乃是靈的問題。在你得救的時候，如果你充滿了蒙赦免的

感覺，充滿了恩典的喜樂，你就會喜樂的赦免人。彼得說的話

裏面，表明了一個缺欠，就是不知道自己得著赦免；他沒有得

赦免的感覺，所以他不能赦免。我們若是充滿了被赦免的感

覺，就不會說「七次」。彼得注重七次這個數字，所以主在二

十四、二十八節就故意引出二個數字來：一千萬銀子與十兩銀

子。這二者之差是百萬倍之多。主好像說，神赦免你的，不能

以數字計；如果你喜歡數字，那就是比別人所欠你的大百萬倍

以上。一個會算帳的人，就是個不會計算恩典的人。一個人因

沒有被赦免的感覺，沒有蒙恩的感覺，所以他就不能赦免人。 

  那位被索欠銀的人，就俯伏在地，央求那僕人說，「寬容我

吧，將來我必還清。」他所求的、所盼望的，不過和那僕人一

樣；然而恩典在那僕人身上，那僕人卻無法感覺那人的需要，

竟去把他下在監裏，等他還清所欠的債。這裏有三個人，有二

個債主，也有二個債戶。主給我們看見：第二個人既是債主，

也是債戶。頭一個債主講恩典，不講公義。第二個債主講公

義，不講恩典，這乃是被定罪的。你自己作債戶時，就盼望蒙

恩，一旦作了債主，卻講起公義；你作債戶時，就祈求得寬

容，等到作債主時，卻一點也不寬容人。這實在是太沒有道理

的事。主在這裏乃是要讓彼得看見自己的罪，看見自己所得的

赦免是何等的大。彼得竟然去掉了「一天」二字，真是無理至

極。那個人所欠的，不過是十兩銀子(三錢金子)，為數甚少，竟

然就被下在監裏。這僕人是何等的「公義」！他要求別人向他

施恩，卻一點不施恩與人。他到底有錯沒有？他的同伴是當還

不當還？不錯，他沒有錯，他的同伴不還錢，應當下在監裏；

把他下監是公義的。但因著自己是剛剛才得著別人所賜的恩

典，才剛有了得恩典的經歷，他這樣作就是錯的。他這樣作是

被定罪的。你我的罪都得著了赦免；若是我們一點也不肯赦免

別人，就你我要被定罪到怎樣的地步！ 

【主怎樣饒恕我們，我們也要怎樣饒恕人】在三十一節末了，

主接著敘述說，「眾同伴看見他所作的事，就甚憂愁。」主叫

他的眾同伴都來說話。一個得了赦免的人，竟不肯赦免別人，

這樣的情形，連教會的心都傷了。全教會都知道他這樣作是錯

了，於是就憂愁的去告訴了主人。主人就把那僕人叫來，對他

說，「你這惡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

應當憐恤你的同伴，像我憐恤你麼？」我們在弟兄中間，應當

只講赦免，不講公義；只要憐恤，不求償還。我們要學習不得

罪人，不使人受虧，並且盡力給人恩典。主是用十足的升斗，

連搖帶按，上尖下流的恩待了我們。我們蒙了這麼大的恩典，

也當用十足的升斗，連搖帶按，上尖下流的去恩待別人。教會

裏應當要充滿了赦免。主赦免我們有二個目的，一是為了免我

們的債，二是要我們有免別人債的能力。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

伴麼？每一個蒙橉恤的人，也應當是一個憐恤人的人。主怎樣

待我們，祂盼望我們也是怎樣待人。歌羅西書三章十三節說，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

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在神的兒女中間，萬萬

不可講公義。神不與你算帳，就你也不可作算帳的人。 

【要充滿赦免的靈】三十四節說，「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給掌

刑的，等他還清了所欠的債。」這節的意思乃是說，主把我們

交在神政治的手中，一直等到還清了所欠祂的債。就屬靈的實

際說，還清是指赦免；交給掌刑的，是指交在神政治的手裏。

神要我們充滿赦免的靈，所以主接著給我們一句話說，「你們

各人，若不從心裏饒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了」

(35 節)。這意思乃是說，神要我們一直充滿了赦免的靈。我們

必須要從心裏赦免我們的弟兄。甚麼叫作從心裏赦免弟兄？如

果弟兄欠你三錢金子，你感覺赦免他所欠的債是困難的，你就

是不認識神的人。你欠了三十萬兩金子，都得了赦免，三錢金

子就應當不能限制你。我蒙神憐憫，給了我一個寬大無比赦免

的恩典，在我身上就造出了一個寬大無比赦免的心，這就叫我

從心裏赦免弟兄。倘若教會裏批評、計較的靈增加，教會就會

出事情。我們當服在神的權柄之下，在神的國裏充滿赦免的

靈；若不然，教會的難處不知有多少。但願教會裏充滿了赦免

的靈，充滿了弟兄的愛，這樣，教會將是何等的榮耀。―― 倪

柝聲《基督徒生活》 

 ※人不能赦免別人，是因為我們內心貧乏。我們的心若是充滿

了基督的德性，赦免別人就變成輕而易舉的事。―― 內村鑑三 

【心靈加油站】感恩 

有人說：「憑什麼我要感恩？我應得的相較我所得的落差多大

呀！」 

亨利必奇對這種人的看法：「驕傲是感恩的剋星，開闊謙遜的

心胸才是培養感恩之心的沃土。傲慢的人絕不可能是個感恩的

人，因為他永遠沒有滿足的一天。」 

大衛王想起蒙主恩賜，他便讚嘆說：「我要一心一意稱謝耶和

華，我要因你歡喜快樂。至高者啊！我要歌頌您的名。」 

朋友，不要讓驕傲扼殺我們感恩的心。――「谷中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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