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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1/20~ 1/26 
主日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交通聚會                  10:50-12:1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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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育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全教會事奉交通聚會 週六晚上 6:30-9:30 PM     黄新宇弟兄家 

 

 
 

 

 
 

一月二十日 

讀經 出七～八；神降下頭四災。 

鑰節 【出八 28】「法老說：“我容你們去，在曠野祭祀耶和華

你們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遠。求你們為我祈禱。”」 

禱告 主啊，也求祢賜給我決不妥協的力量，我不願意又事奉法

老、又事奉祢，我願意與世界分別，成為祢聖潔的子民。 

詩歌 絕對分別出來- 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二十一日 

讀經 出九～十；神又降下五災。 

鑰節 【出十 26】「我們的牲畜也要帶去，連一蹄也不留下；因

為我們要從其中取出來，事奉耶和華我們的神。」 

禱告 主啊，我願用我的生命來事奉祢，不是獻上多餘的，而是

獻上我的全人，“連一蹄也不留下”。 

詩歌 主愛長闊高深──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二十二日 

讀經 出十一～十二；神降下最後一災。 

鑰節 【出十二 2】「你們要以本月為正月，為一年之首。」 

禱告 主啊，咒詛祢受，祝福我享，苦杯祢飲，愛宴我嘗。你既

如此，我怎能不記念祢？               

詩歌 我們照你恩惠話語- 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二十三日 

讀經 出十三～十五；過紅海與摩西凱歌。 

鑰節 【出十三 21】「日間，耶和華在雲柱中領他們的路；夜

間，在火柱中光照他們，使他們日夜都可以行走。」 

禱告 神啊，幫助我們全心信靠袮，一步一步紧紧跟隨袮。 

詩歌 一路我蒙救主引領- 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二十四日 

讀經 出十六～十八；西乃山之旅。 

鑰節 【出十六 35】「以色列人吃嗎哪共四十年，直到進了有人

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感謝祢。在人生的曠野裡，祢是我們的嗎

哪，使我們每天得著新的供應，得著新的力量。祢是我們

的活水，解決我們屬靈的乾渴，使我們每天得著滿足。祢

是我們的旌旗，使我們因祢每天得勝。 

詩歌 一路我蒙救主引領- 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二十五日 

讀經 出十九～二十；神與以色列人立約。 

鑰節 【出二十 6】「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

直到千代。」 

禱告 親愛的天父，讓我們活在愛的聖律中。藉著十誡再次光照

我們，使我們重新定位與祢之間的關係，重新調整與人之

間的關係。阿們！ 

詩歌 主我願單屬你- 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二十六日 

讀經 出二十一～二十四；神的典章與禮儀。 

鑰節 【出二十四 18】「摩西進入雲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晝夜。」 

禱告 哦主啊，我們願付上一切攀登的代價。求祢領我們到更高

之處，與祢更親，與祢更近！求祢扶持我們，使我們上

升，憑信站立天的高峰！  

詩歌 更高之處- churchinmarlboro.org  

【本週聖經鑰字――「連一蹄也不留下」】 
「連一蹄也不留下（出十26）」──「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

我」（七16；八1，20；九1，13；十3），這是神救贖的目的，使

祂的子民藉著事奉，來認識祂，經歷祂。神所需要的是完全的奉

獻，所以「連一蹄也不留下」（出十26）。法老為了要確保以色

列人從曠野一定回來，就尋求和摩西妥協，而採用了另外兩項伎

倆「不可都去」(出十11)──面對家庭，不必全家人歸主，愛

主；「羊群牛群要留下」(出十24)──面對財物奉獻，半心半

意，把重要的留下來。我們是否有如摩西一樣，拒絕任何影響我

們服事主的詭計呢？法老妥協的步驟是能保留多少就留多少，但

神所要的是全體和完全的奉獻，我們是否也能斬釘截鐵地回答

說：「連一蹄也不留下」（出十26）呢？ 

默想: 我們是否會用我們的生命和一切來事奉神，因而不枉活此生

呢？我們對神奉獻 (時間、財物) 是全心全意，或是半心半意，

還是無心無意？ 

【家訊信息】兩個兒子和園戶的比喻 
主說了兩個比喻。首先，在兩個兒子的比喻中，他定罪他們所用

的方法；其次，在那個葡萄園的園戶殺了園主的兒子的比喻中，

祂定罪他們的動機。 

在思想無花果樹受咒詛這件事的時候，我們曾回想以賽亞的歌，

就是那首美妙的葡萄園之歌。我們跟前的這兩個比喻，又都是葡

萄園的比喻。基督說話的時候，是以先知所描寫的那位神的僕人

的地位來說的。為祂所愛者所唱的葡萄園之歌，是唱述那葡萄園

的被棄置。它的籬芭被撤去，它被吞滅。基督去耶路撒冷，目的

專為宣佈，因為萬軍之耶和華的葡萄園不盡責，所以滅亡將要臨

到它。因此當祂面對著那些官長時，祂在兩個比喻中，重拾以賽

亞所用過的表號，就是葡萄園的表號。第二個比喻非常明顯，是

採用以賽亞的歌，應用在祂那時代的官長身上，因為他們也不盡

責。 

我們先來看兩個兒子的比喻，留意我們的主所作的。祂用一個人

有兩個兒子作為比喻。那父親對大兒子說，「我兒，你今天到葡

萄園裏去作工。」他說，「我不去。」但以後他懊悔──這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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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钟珍姊妹手術過程順利和早日康復禱告。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eavenly%20song.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319b.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687.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11-11-12%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11-11-12%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onlyforyou.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igher%20Groun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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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不是指他的心思有了轉變，而是指他知道自己錯了而感到

憂傷──他知道自己錯了，就到葡萄園裏去作工。他對小兒子也

這樣說，小兒子的回答──聽起來有些奇特，卻很美妙──「父

阿，我去。」原文中沒有「去」字。這是一種慣用的語法，小兒

子這樣說，是表示他有意和他那不願去的哥哥作比較。它的含義

是，包在我身上！這就是那種說法的生動之處。但是實際上他卻

沒去。接著基督問那些人，那一個兒子遵行了父命？祂逼著他們

自己下宣判，祂使他們充當自己案件的陪審團。他們作出了判

決。「他們說，大兒子！」就是先說我不去，以後懊悔就去了的

那個兒子，他遵行了神的旨意，不是那個口說我去，卻沒有去的

兒子。 

現在要很仔細地留意這比喻的應用。祂將兩班人相互對比。一班

人是稅吏和娼妓，這班背逆的人。他們曾說，我們不遵行神的旨

意；另一班人是祂面前的這些官長們。祂實際上等於說，你們已

經對自己作了宣判。原先說我們不去的稅吏和娼妓，他們懊悔後

就去了。你們這些說我們去的官長，卻是不去。 

為著對比的緣故，祂對他們重提約翰的事奉。他們聽見約翰的話

表示順從，事實卻是不順從。而稅吏與娼妓聽見約翰的話，雖然

先表示不順從，後來卻懊悔了，因而進了神的國。毫無疑問的，

基督知道這些人的思想，他們知道約翰的事工是從天上來的，知

道約翰是在義路上行的。他們這些猶太教中道德規範的詮釋者，

對約翰所揭櫫的偉大倫理要求，毫無爭議的餘地。他們雖知道那

是公義的道路，但他們自己對他所宣告的這義路卻不遵行。他們

這些自認向神忠誠的人，卻不願遵行藉著約翰所傳的倫理要求。

事實還不單是稅吏和娼妓相信並順從約翰所傳的，而他們卻不，

他們還拒絕相信他們親眼所看見稅吏和娼妓進入義路的明證。他

們不只拒不聽從約翰自己的勸導，甚至當他們看見了約翰傳道的

果效──那些素來被他們輕視，不屑幫助的男人和婦女，得了幫

助、醫治，變得積極向上──他們仍然拒絕接受這事實。 

這個比喻誠然是一道強光，一股烈焰。王站在聖殿中，祂的權柄

受到挑戰，祂不去回答那詭詐的問題，卻坐在審判的寶座上，將

面向著神國的稅吏和娼妓迎入國度，將那班自承是神國的詮釋

者，卻違背祂的命令的人，趕出祂的國。 

如果說，祂藉著這第一個比喻，定罪了他們所用的方法，接著祂

更深一層的究察他們的生活，對付他們的動機。祂仍然使用以賽

亞之歌中的比喻。園主完善的預備了一切，乃是為著要在祂的葡

萄園裏得著果子。姑且借用以賽亞的話，「祂指望的是公平，誰

知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義，誰知倒有冤聲。」祂指望得著甚麼

呢？祂所指望的是公平和公義。因此耶穌要他們回想，他們自己

先知的那首歌。接著祂說，園主將葡萄園，租給園戶，就往外國

去了」，那是一種象徵的說法，說明神是將葡萄園的責任，交付

給祭司和文士及長老；因此葡萄園的不能結出果子，責任是在他

們。 

那正是眾先知一貫的信息，他們警戒百姓的牧者，「禍哉，以色

列的牧人！」而基督看見眾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

離，如同羊沒有牧人。這個比喻不是對眾人講的，乃是對百姓的

牧者說的。那些祭司和長老就在祂面前，他們本該照著萬軍之耶

和華的葡萄園，耕種栽培，好使它結出祂指望要得的果子，就是

公平和公義。這是他們當負的責任。但是這班栽培的人作了些甚

麼呢？當收果子的使者來的時候，他們毆打使者，傷害他們，將

他們趕出葡萄園，因為他們要把葡萄園據為己有。王說後來園主

打發祂自己的兒子去。園戶見機會來了：我們已經收果子自肥，

現在我們更要得葡萄園作我們的產業；來吧，我們殺祂，佔祂 

的產業。耶穌問說，園主要怎樣處置這些園戶呢？ 

祂已經使他們對自己作出判決，現在又使他們親口宣佈對自己的

判決。祂先前使他們作為審查自己惡行的陪審員，作出了判決，

現在又逼著他們擔任自己的審判官，宣判自己的罪。這使得他們

十分忿怒，他們的氣忿說明耶穌說那些話的時候，氣勢磅礡。祂

銳利的鑒察深入了他們的良心，使祭司長們忘卻他們是在和祂爭

辯，而道出他們內心的實情。祂揭穿他們深處的隱祕，訴諸於他

們的良心，但他們存心剛硬，要將祂釘死在十字架上。祂逼著他

們吐出真話。祂問，當怎樣處置這些園戶呢？他們說，「要下毒

手除滅那些惡人，將葡萄園另租給那按著時候交果子的園戶。」 

基督用不著再說甚麼，他們看出祂是指著他們說的。他們十分清

楚，自己是為著要捉拿祂，才來到聖殿中盤問祂權柄的來源，但

又懾於祂那莊嚴無匹的權柄。使他們肅立在那世世代代的審判寶

座之前，使他們親口說出自己是惡人，應當從神震怒的手中接受

懲罰。 

這是對他們的動機之定罪。他們一直在執行宗教和倫理範疇中的

權威，但他們從未以神的榮耀為目的，只是為著維持他們自己的

職務地位。他們說，我們要得著萬軍之耶和華的葡萄園，這是我

們的大好機會，能使我們的權位維持不墜。我們要墾植它，好叫

我們自己得益處。我們才不問神是否得著公平和公義，我們只問

我們的尊嚴和職分是否得保全。這正是每一個時代中虛假的權柄

所犯的罪。他們只注意自己的尊嚴和榮飾，好奴役百姓供他們驅

策，卻全不顧及神所要的公平、公義和真理。 

如此，我們的王將這班官長帶到祂的審判座前，將他們自己所作

的判決，投在他們身上。「所以我告訴你們，神的國必從你們奪

去，賜給那能結果子的百姓。」你們到這裏來捉拿我，要置我於

死地；你們是匠人，要把這塊阻擋在你們路上的石頭，跌人的磐

石，拋出去。你們難道沒有在經上讀到，「匠人所棄的石頭，已

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這是耶和華所作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

奇。」一塊絆腳的石頭，跌人的磐石，誰掉在這石頭上──這話

裏仍含著憐憫──必要跌碎，然而跌碎的人還能得著醫治。但這

石頭若掉在你們身上，就要把你們砸成灰塵，那時就再無醫治的

可能了。 

這一段裏面最有興趣的一點，是在於它將耶穌啟示出來。祂是一

切時代的主宰，祂的審判也是世世代代的審判。祂的聲音是永世

的聲音，祂對付人是使人不得不同意祂的判決和宣判以及祂的絕

對公平並公義。──《摩根解經叢書》 

【幸福夫妻箴言 The Beattitudes of Married Couples】 
 維持彼此情愛的夫妻有福了，他們的羅曼史是每天新鮮的經歷. 

Blessed are the husband and wife who keep their affection alive 

and romance an ongoing experience.  

 相愛永不褪色的夫妻有福了，他們做到了彼此忠貞的婚約誓言. 

Blessed are the husband and wife who love each other and fulfill 

their marriage vow of a lifetime fidelity. 

 奉獻家庭的的夫妻有福了，他們擴展了基督的國度. 

Blessed are the husband and wife who commit their home to the 

advancement of Christ's kingdom. 

 每天保留時間敬拜神的夫妻有福了，他們研經、禱告必蒙悅納. 

Blessed are the husband and wife who set aside some time every 

day for worship,prayer and Bible study . 

 以屬天智慧解決問題的夫妻有福了，他們超越了親朋的干預. 

Blessed are the husband and wife who work out their problem 

with divine wisedom and without interference from relatives. 

 建造家園成為庇護所的夫妻有福了，他們分享鼓勵和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