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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2/3~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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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宪明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陈宪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3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Woodbridge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6:30-9:30 PM     翁愉心姊妹家 

(一) 2 月 17 日主日早上詩歌見證聚會，請全體出席、參與服事及留

意教會各方面安排。 

 

 

 

 

 

 
 

二月三日 

讀經 利八~九；亞倫及其兒子承接聖職。 

鑰節 【利九 23】「摩西、亞倫進入會幕，又出來為百姓祝福，

耶和華的榮光就向眾民顯現。」 

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們願在禱告中，學習與祢親密；在服事

中，學習討祢歡喜。 

詩歌 我當如何愛我的主- churchinmarlboro.org  

二月四日 

讀經 利十～十二；聖潔的日常生活。 

鑰節 【利十一 47】「要把潔淨的，和不潔淨的...都分別出

來。」 

禱告 聖潔的神，因你是聖潔的，你也要我們聖潔如你，這是你

救贖我們的目的... 

詩歌 用功追求聖潔- 詩歌音樂 

二月五日 

讀經 利十三～十五；身體潔淨的特別條例。 

鑰節 【利十三 10】「祭司要察看。」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願天天來到祢面前，被祢來查看，讓祢來

對付我們身上那些不討祢喜悅的毛病。 

詩歌 主阿，求你將我看- churchinmarlboro.org  

二月六日 

讀經 利十六～十七；贖罪日條例和血的禁例。 

鑰節 【利十六 7~8】「也要把兩隻公山羊安置在會幕門口、耶

和華面前為那兩隻羊拈鬮，一鬮歸與耶和華，一鬮歸與阿

撒瀉勒。」 

禱告 神啊，感謝祢！祢寬恕我們的不義，我們一切可恨可恥的

罪，祢一次赦免就永遠不再紀念！  

詩歌 沒有血，沒有壇- churchinmarlboro.org  

二月七日 

讀經 利十八～二十；親屬間關系的條例。 

鑰節 【利十九 2】「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

潔的。」 

禱告 主，願我被聖別，不隨屬世的風俗。 

詩歌 絕對分別出來- 詩歌音樂 

二月八日 

讀經 利二十一～二十三；聖潔的祭司與耶和華的節期。 

鑰節 【利二十三 4】「耶和華的節期，就是你們到了日期要宣

告為聖會的，乃是這些。」 

禱告 神, 每次聚會讓我們帶着美好的果子, 在你面前歡聚快

樂… 

詩歌 過節 詩歌音樂  

二月九日 

讀經 利二十四～二十七；聖地的潔淨。 

鑰節 【利二十七 2】「你曉諭以色列人說：人還特許的願，被

許的人要按你所估的價值歸給耶和華。」 

禱告 主,我們所有都是從你而得, 願我們也把你所當得的獻給

你… 

詩歌 當人棄絕地的賄賂- churchinmarlboro.org  

【本週聖經鑰字――「估的價值」】 
「估的價值」【利二十七 2】─—人一奉獻就在神面前產生價值，

並且這價值不是按照世界的平，而是按照聖所的平！雖然各人因

著年日和身量而價值有所不同，但每一個蒙恩的百姓—無論男女

老幼—都有奉獻的資格，並且每一個奉獻也都在聖所的平裏產生

份量，被天上所記錄！ 

默想: 雖然他們是一樣的得救，一樣作神的兒女；但是，有的人因

為他屬靈的用處比別人更多，並且他的奉獻也是比別人更完全，

就叫神看他比別人更有價值。但徒有屬靈的用處而不奉獻，就在

神面前。除了因基督而有的價值以外，並沒有別的價值了。如果

肯奉獻，並且是誠心的奉獻，在神看，就是一月到五歲，也有所

值的。最可怕的，就是信徒在神面前，一分錢也不值！─ 倪柝聲 

【家訊信息】娶親筵席的比喻 

這個比喻中，按著主人三次打發僕人出去邀請的次序，可以分成

三段。要記得，我們的主當時在耶路撒冷，有一個確定的目的，

就是去對付官長和通國。注意其中的三次邀請，恰好涵蓋祂在世

上的傳道工作。在第一次邀請中，祂所指的是祂自己和祂的門徒

在所經各地，已經發出了邀請。第二次的邀請，所代表的是祂的

門徒從那時起所將作的工作，一直到以色列國再一次棄絕所傳給

他們的信息，神就打發祂的軍隊毀滅他們的城時為止，那是耶路

撒冷將被毀滅的明確預言。因此在第二個段落裏面，又提到國度

的呼召，那是指從祂被棄絕的那時起，直到他們不只棄絕耶穌，

連聖靈的工作也加以棄絕，也就是耶路撒冷因而遭毀滅的時候

止。這件事發生於那一個世代之後。第三，這事以後，這比喻接

著還有一個段落。耶路撒冷被毀以後，又有使者奉差遣到岔路口

上去，那就是到立約之外的民中，不是先前所邀請，蒙揀選的有

福百姓。使者是帶同樣的信息去。但是不同的地方是，凡遇見

的，無論善惡都召聚了來，使筵席上坐滿了人，好實現王的理

想。因此在那第三次的邀請中，我們看見祂的使者，從耶路撒冷

被毀那時起，一直到今天，向人發出祂的信息。這裏說到了我們

所當從事的事工。 

現在我們來看第一次的邀請，「天國好比一個王，為他兒子擺設

娶親的筵席。」天國是甚麼？這卷福音書正是天國的啟示。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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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钟珍姊妹早日康復禱告。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318.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mhV2wDJoz0&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mhV2wDJoz0&feature=related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318.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25.htm
http://www.agvnacc.org/Hymns/C434_3_5.MP3
http://www.agvnacc.org/Hymns/C434_3_5.MP3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12-2-12%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12-2-12%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or%20Him%20Onl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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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這句話，我們必須 

１．來看這位君王； 

２．聆聽祂在國度宣言中所頒佈的律法， 

３．觀察祂所顯於物質、心靈、和道德上的權柄。 

如果我們願意知道國度的要求，那麼讓我們來聽王所發，要人向

祂降服順從，並對祂效忠的要求。如果我們能從這福音書中，將

耶穌所陳述的偉大理想舉出，如果我們能暫時將擁擠在祂周圍的

那些人忘卻，如果我們能把那些流行的對這福音的詮釋忘卻，而

我們又能領會國度的理想，不拒絕祂的要求，不理會周圍的環

境，那樣將有甚麼結果？神就絕對的能登上寶座。那就是神的

國。在祂登寶座執掌王權時，祂國度中最重要的是品格。個人能

在品格上達到與神的性情和諧的地步。具有這種品格的人，就和

神的國相諧，彼此關連，相互服事，向神的寶座忠誠。這就可成

為一個偉大的神治之國，對世人見證神執政的仁慈和良善。這就

是充滿在耶穌的心中和思想裏的理想。祂教導我們應當這樣禱

告，「願你的國降臨」時，祂心中所看見的，正是這一種理想生

活的條件能顯在世界上。那個禱告不是求甚麼事物從天上臨到。

而是求在地上顯出天上的光景。我們無論從甚麼地方取耶穌所說

的話，只要簡單的應用它們，就能從其中看見祂的理想。「你要

盡心、盡性……愛主你的神……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

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 

現在主說天國好比一個娶親的筵席。正如我們的王先前論到責任

時，如何選了舊約中葡萄園的表號來作比方，如今祂論到在祂王

權之下的權利和福分時，祂也選用先知所曾用過的表號，「我必

聘你永遠歸我為妻。」那是神對祂所揀選，使他們在世上作祂代

表的百姓所說的話。哦，何西阿向百姓吐露的那些預言何等可

怖！他指責以色列破壞了她與神之間的關係，那正是丈夫和他所

聘之妻子的關係。何西阿指責選民犯了屬靈的淫亂，成了淫婦。

基督現在所使用的，正是舊約中的這一個表號。祂說，神為祂的

兒子預備了一個娶親的筵席，那是歡欣快樂的日子。基督以此描

寫神的國在公義中的平安喜樂，「神的國……在乎公義，和平，

並聖靈中的喜樂。」 

天國的頭一次呼召，是向「那些被召的」發的，他們是在王權之

下，他們本應聽得見，能明白，並立刻響應。但結果如何呢？他

們卻不肯來。耶穌和祂的十二個門徒，在這一帶已經有三年之

久，傳講天國和它的原則，傳講它的權利和福分，傳講它的責

任；但百姓全不接受。正如祂前面那些比喻所啟示的，他們拒不

接受責任，現在他們也同樣棄絕天國中的權利和福分。他們不肯

來赴筵席。這是祂對他們所作的頭一個指控。 

接著祂告訴他們，還有另一次邀請。首先，讓我們看這比喻中所

描寫的王的準備。「王又打發別的僕人說，你們告訴那被召的

人，我的筵席已經預備好了，牛和肥畜已經宰了；各樣都齊備，

請你們來赴席。」在清教徒的一些著作中，對這一段話有非常有

趣、非常美麗、同時也非常嚴肅的觀點。他們使人注意王為請人

進入國度而大張筵席，付出重大代價的這個事實。當耶穌說這比

喻時，祂說，「各樣都齊備。」祂原知道，神為著使祂所傳的偉

大天國能實現，曾付出無限代價，而人竟然拒絕。宣告中的「各

樣都齊備」，以神而論，那是對人所發的新呼召，要人進入天國

的福分中。 

他們怎樣回應？有兩等人，有些人不理會而走開了，也有人反叛

敵對。那不加理睬而走開的人，有的到自己的田裏去；留意其中

強調說，「自己田裏」。基督已經傳講國度，就是神的國，在那

個國裏面，人所當求的，不是自己的利益，乃是求使別人得益，

求使王得益；在那個國度中，每個人生活裏最熱切的願望是使神

得著榮耀；這種願望所帶來的自然結果，是使人得益處。然而他

們卻不肯來。他們各自奔回以自己為中心的生活，追求個人的富

裕和安適，不顧神的國，也不顧別人的利益。另外一等人則定意

背叛，他們惡意的對待使者，凌辱他們，毆打他們，殺害他們。

這種種情形，實際也發生在耶穌傳道事工結束後的那些日子中。

我們在使徒行傳裏就讀到這樣的故事。千萬不要忘記，初期基督

徒傳道的時候，他們所傳的神的國，不像我們今天所傳的那麼模

糊，以為神的國只關乎個人向神歸服；他們還傳人與人之間關係

的革新。他們知道，神的國不只關係個人得救，更是為著祂的榮

耀，以實現理想的社會。這些人殺害使者，王就大怒，派遣祂的

軍隊出去。那多年前曾賦予古列權柄的神，就召來羅馬的軍隊，

將城掃蕩焚毀。祂要使那班因祂的國度干預了他們的利益而拒絕

基

督在比喻中接著說，「喜筵已經齊備，只是所召的人不配。所以

你們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見的都召來赴席。」這不是說祂邀請

雜亂的人群，善惡不分，一律都進祂的國，而是指從此之後，召

人進入祂國的邀請，不再限於某一種人。我們的主絲毫沒有減輕

品格的重要性，這可以從後來祂對待那個沒有穿禮服的人一事上

看出。這是聖經難譯的地方之一，繙譯的人不得不承認，耶穌比

喻中王對那人說，「朋友，你到這裏來，怎麼不穿禮服呢？」沒

有一種譯法，能將其中的情節與含義譯得準確。11節裏面的「沒

有」，和12節裏面的「不」，原文不相同。文生（Vincent）博

士簡單的解釋說，在希臘文中頭一個「沒有」，總是用在指一件

事的事實，而第二個「不」字，總是用在思想方面。那誠然是這

一段話的用意；那個人沒有穿禮服，是一項事實，但是當王注視

著他，對他說，「你到這裏來，怎麼不穿禮服呢？」這裏的不穿

是定意不穿，是出於他的決定，這是思想中的不──你無意穿禮

服，你竟敢不穿禮服前來。耶穌藉此向我們啟示，雖然不論善惡

都蒙呼召來進神的國，但人不能忽略了品格。 

讓我們回到前一章裏面的那句話，現在強調的不是這話對希伯來

人的應用，所強調的是它的原則。「神的國，必從你們奪去，賜

給那能結果子的百姓。」這裏所指的責任，如何應用在我們身上

呢？甚麼是神國的果子？神國的果子就是天國。兩者之間的關連

非常密切。神的國是極偉大的一個詞，它所指的是神的王權，也

就是人承認並順服神的王權。因此從某一種意義上來看，若能全

然瞭解神的國這一個詞它長闊高深的含義，就能知道那是描寫祂

現今，將來，以及永遠所凌駕在一切之上的權柄。神的貫乎一切

之中，和祂的超乎一切之上，這兩種觀念非但不相互矛盾，而且

還彼此闡明。無論是近在眼前，或遠在天邊，祂無處不在，祂在

管理，祂在掌權。祂在祂的宇宙那偉大的奧祕之中，創造了具有

意志的生命；在墮落的世界和墮落的人類中，祂揀選了一班人，

將神的國交託於他們。祂使他們承擔揭櫫神國的責任，好使世人

看出神國的意義。倘若我們能找到一個，在生活中實現神國的社

區，那就是天國，那就是神國的果子。──《摩根解經叢書》 

※撒但有三種詭計，我們必須防備：第一種，牠要動員一切力

量使我們「遠離」基督；第二種，牠要盡力使我們「疑惑」。

當我們能勝過以上兩種的攻擊，而仍能為神的兒子作見證時，

牠就用第三種詭計：「破壞我們的名譽」，和「誹謗我們的見

證」。―― 慕迪 

※「悔改」是「向後轉」！就是叫你回轉走，跟你起先所走的

方向，完全相反。若是「真實的悔改」，就要「結果子」。―

― 慕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