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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週聚會】2012 年 9/30~10/6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特別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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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勇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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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三十日   

讀經 賽 30～31；西 1：15-29 

鑰節 「祂也是教會全體之首；祂是元始，是從死裏首先復生

的，使祂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西一 18)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開我們的心眼，使我們更深切的認識你，

一生火熱地愛你、追求你、跟隨你，並且多方信靠經歷

你、殷勤事奉你。 

詩歌 祂是主(He Is Lord) - YouTube 

十月一日 

讀經 賽 32～33；西 2：1-15 

鑰節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祂而行，在祂裏面

生根建造，信心堅固，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也

更增長了。」 (西二 6~7)   

禱告 親愛的主，使我們認識你、照著你、持定你、聯於你；讓

我們不受世俗的誘惑或異端的蒙騙，而遠離了你。 

詩歌 更多認識基督 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二日 

讀經 賽 34～36；西 2：16-23 

鑰節 「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著祂，筋節得以相助聯絡，就因

神大得長進。【西二 19】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來開啟我心中的眼睛，使我有決心以你為

元首。從此不再是我，乃是不讓祂作你的頭。 

詩歌 今要主自己 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三日 

讀經 賽 37～38；西三 

鑰節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祂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祂一同

顯現在榮耀裏。」【西三 4】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使我們更多經歷與你的一同，更多讓你住

在我們裏面的生命，掌管我們的所言所行。 

詩歌 哦主，求你長在我心- 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四日 

讀經 賽 39～40；西四 

鑰節 「願你們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

立得穩。」（西四 12 下）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願學習以巴弗，竭力的為著教會往前禱

告，並和弟兄們一同勞苦的服事你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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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五日 

讀經 賽 41～42；帖前一 

鑰節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不住的記念你們因信心所作的工

夫，因愛心所受的勞苦，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忍

耐。」（帖前一 3）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幫助我們活出信、愛、望的實際，並且見

證我們是蒙神所愛並揀選的一群。 

詩歌 我生命有何等 奇妙的大改變- 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六日 

讀經 賽 43～44；帖前二 

鑰節 「只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 

我們既是這樣愛你們、不但願意將神的福音給你們、連自

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你們、因你們是我們所疼愛的。」（帖

前二 7~8） 

禱告 親愛的主，賜我們有顆真誠的愛心，餵養神所『疼愛』的

兒女。 

詩歌 使我成祝福 - churchinmarlboro.org  

【但以理書第十二章】末時的展望 

【重點】第十二章是全書最後一個關乎末日的預言。此預言說明

了末期的大災難的發生和啟示了聖民末時的結局。 

【中心思想】本章預言大災難的發生和展望末時期滿的情景，藉

此勸勉但以理安息等候神所應許的福分。 

【鑰節】「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

來，享受你的福份。」(但十二 13) 

【鑰字】在十二章 1節中提及「大艱難」，這是聖經中重要的真

理。這大災難的時期包括了同一個時代，不過名稱不同，這是因

為那各時期的事蹟，對於猶太人，外邦人，以及神的教會，各有

不同的性質。主耶穌所說「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從世界的起

頭，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災難，後來也必沒有」(太廿四 21)，

正與本節相符。所以，讀但以理書第十二章，必須與馬太福音第

二十四章，以及啟示錄中論及末時、大災難、敵基督的出現，及

哈米吉多頓大戰的有關篇章連起來讀。「大艱難」的預言，會使

我們生愛慕主再來的心，也會警醒預備，等候祂的再臨。 

【大綱】末時的展望 

(一) 大災難發生與經過（1～4） 

(二) 末時的期滿與福分（5～13） 

【默想】聖徒歸向主，是要等候神的兒子從天降臨，他們若忘掉

這一天，所有災害，就都紛至遝來。假若你整天都在等候主來，

難道這不會使你轉變嗎？如果人們知道主就要來，他們會不會一

直積贊錢財和珍寶呢？ ―達秘 

【禱告】親愛的天父！你已經賜給我們但以理這卷書，好使我們

能夠準備。我們實在感謝讚美你！你的話語是真實的，我們看見

萬物已經照著你話語來到了結局。我們感謝讚美你！因著這個世

界很快就要過去，而你的國度將要降臨在這個地上。哦，我們的

主阿！在這一段時期我們求你興起許多的但以理來成為你的見證

人，使他們能夠背負見證顯明耶穌是君王，他的國度是永遠的國

度，他的王權直到永遠。主啊！我們實在求你，不要讓但以理這

卷書對我們來說僅僅是一件好奇的事，更要它能真正攪動我們的

心，好使我們將自己歸給你，像但以理一樣的純淨作你的見證人

和你的見證。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江守道《神

說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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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com/url?sa=t&rct=j&q=%E7%A5%82%E6%98%AF%E4%B8%BB&source=web&cd=2&cad=rja&ved=0CCoQtwIwAQ&url=http%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MU6M6op7s54&ei=1EpSUK32KueY2wXzkYCgBg&usg=AFQjCNFSBUMJTSZQfduhXxn9N1RuwOOxwg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277.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imself.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O%20Jesus%20Christ,%20Grow%20Thou%20In%20M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595.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Since%20Jesus%20Came%20Into%20My%20Heart.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9-30-12%20weekl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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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訊信息】為甚麼用比喻 
經文：太十三：10~17（可四：10-12；路八：9-10） 

不少解釋聖經的人認為，主耶穌講比喻之目的，為使聽眾更易明

白祂所講的道。若以為祂講比喻之目的是使某些人更難明祂所講

的道，是不合主耶穌講道之原則的。 

1. 主耶穌講比喻，所取材的事物雖然都是當日農業社會大家熟悉

的，但比喻的內容和意義，卻不是人人都能明的。且因比喻的內

涵十分豐富，有不同層次的意義，令人玩味無窮，不是粗心的人

一下子就全都明白的。 

2. 若主耶穌所講的比喻是當時人人都明的，為甚麼使徒們在主耶

穌講完撒種的比喻之後到祂跟前，請祂解明比喻的意義：“門徒

問耶穌說，這比喻是甚麼意思﹖”（路八：9） 

3. 以現代工商業社會的人來看這撒種比喻中的種子，淺土石頭，

日頭，荊棘，子粒…不也同樣易明麼﹖ 

但是否果真人人都明白這比喻的意義﹖比喻取材通俗，不就是設

喻之內涵膚淺平庸，那完全是兩回事。 

4. 很顯然，門徒前來問耶穌為甚麼用比喻，並請祂解明比喻的意

思，正可表示在此之前主耶穌沒有那麼多用比喻，且可能聽眾中

也有人不明主所講比喻的意思，所以才這樣問。 

茲將主耶穌回答門徒對眾人講道為甚麼用比喻簡釋如下： 

一．對眾人講道為甚麼用比喻﹖ 

 “因為天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不叫他們知道。”（太一三：

11）可見主用比喻的原故是因祂當時講的是特別關係天國的奧

秘，是天國的子民才易明，非天國的外人或未有神生命的人所難

明的，所以只叫門徒知道，不叫眾人知道。但並非說主所有的講

道都是故意把意思隱藏而不願人知道。 

這裏的記載，明顯看出主對門徒講道和對普通人講道是有分別的

（參可四：33-34），這不是因主對人有私心或偏袒，乃因事實上

許多屬靈的真理，對外人講論是不適宜的，如馬太福音第七章六

節：“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恐怕牠

踐踏了珍珠，轉過來咬你們。”人對真理領悟的能力，既有差

異，講道的人當然可按領受者程度而傳講了。正如教中學生與教

小學生所講授的內容當然有分別，而非有偏袒或輕重。 

二．天國奧秘為甚麼只叫門徒知道﹖ 

 “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 

這十二節是解釋十一節的原因。注意十一節的“你們”指門徒，

也代表一切有信心而接受主的話的人。“他們”指外人（可四：

11），也代表一切聽而不信主的人。這樣，這十二節的意思就

是，那些聽了主的道而有信心接受的人，必因主所講較深奧的道

而得益更多。反之，那些無心信從主講道的人，既不肯追求，又

不明白，就必因主所講較深奧的道（有關天國奧秘的道）而更覺

無所得着（參太一二：25；林前一：18；二：11，14），甚至連

先前所聽的也因疑惑而失落。 

十三章十二節：“凡有的…”在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二十九節分

銀子的比喻也有提及，在此是指信心領悟屬靈真理方面。在馬太

福音第二十五章二十九節是指工作方面，可見不論我們對真理的

領悟或恩賜的運用，越多追求使用，就必越長進，加增。否則就

必越退減。虛心領教的人，越聽越領受得多，傲慢而無心向 

道的，越聽越覺無所得。 

三．“他們”為甚麼不明不見﹖ 

他們自己硬心，根本不想悔改，無心信從（太一三：13-15）， 

以致主所講的，對他們越覺難以接受。在此主引述先知的話 

說明人心如此剛硬，以賽亞早已明說： 

1. 十三節：“因他們看也看不見”，對照下節（14 節下）：“看

是要看見，卻不曉得”。即：他們雖看見主所行許多神蹟，猶如

未見一樣，因他們看不出祂超乎常人之處。例如看不見祂不是普

通先知們所能比擬的。 

2. 十三節：“聽也聽不見”，對照下節（14 節中）：“聽是要聽

見，卻不明白”，即：他們雖聽了主的講論猶如未聽，因為他們

所聽的，還未了解，就自以為知道，甚至大膽批判，也不覺得主

所講的，對他們的生死，有那麼重大的關係。 

3. “油蒙了心”（15 節上）：“心”在此實際上指心意，包括情

感和理智。他們的心受偏見和罪惡的遮蔽，就如人心被脂肪包裏

阻塞，不能正常工作。 

4. “耳朵發沉”（15 節中）：屢次聽道而不遵從，對主的忠言聽

不進去，良心麻木，不受感動。 

5. “眼睛閉着”（15 節中）：不肯接受光照，對已擺在眼前的救

恩，故意不想看見。 

6. “恐怕眼睛看見…”（15 節下）：注意上句的“眼睛閉着”，

可證明聽道着的硬心，是蓄意不要看見，不要聰明；所以這“恐

怕”絕不是神那方面恐怕人聽道受感而悔改，乃是人的方面，硬

心到惟恐受了感動而悔改。這種蓄意硬心，也是使他們油蒙了

心，不受聖靈的啟導，耳朵發沉，聽道不能入心的原因。他們逃

避又提防神的救恩臨到他們，有如提防被誘騙或遇到甚麼災禍一

般。（參徒二六：28 小字） 

除了主耶穌引用先知以賽亞的話責備猶太人的不信之外，使徒保

羅也曾引用以賽亞的話責備猶太人的硬心。在使徒行傳第二十八

章二十三至二十九節這幾節經文中，保羅為證明猶太人的“不

信”而引用先知的話，因保羅約猶太人來他寓所，為要向他們證

明耶穌就是基督，但他們“有信的，有不信的”（徒二八：

24），看來不信的人居多。所以保羅引用了先知的話之後加上一

句：“所以你們當知道，神這救恩，如今傳給外邦人，他們也必

聽受。”（28 節）這節更證明保羅的引用，是為說明猶太人的不

信，因而福音的重心移向外邦是無可避免的，可見使徒保羅對以

賽亞書第六章九至十節的話，也應領會為人方面的不肯明不要

信，而不是神那方面恐怕人信。 

四．門徒的眼與耳為甚麼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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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16-17） 

 “但”表明門徒與上文那些人的情形相反。他們不但肉眼與

肉耳看見聽見主耶穌，並且從心靈中實在認識了祂。門徒們

的福氣，不但大過那些在肉眼方面看見主而未信從祂的人，

也大過古時許多先知們。他們雖然有信心，遙遠地相信那要

來的彌賽亞，卻未得親眼看見他們所盼望的基督。西面因得

在未死之先，看見嬰孩基督而大大歡樂稱頌神（路二：25-

32），可見舊約許多有信心的人如何以能在肉身中看見基督

為極大的福分。雖然他們不是要等到看見才信，卻也認為能

親眼見基督是一種無限的光榮。但門徒們卻兼得這兩種別人

所不能全得着的福氣──不但看見了，也信了。不但信了，

也看見了，且親自跟祂一起生活過！不但一起生活過，且把

親身所經歷的，不顧性命地向萬人作了見證！ （選自陳終道 

著作天國君王－－馬太福音講義，宣道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