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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3/10~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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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英杰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王麗斌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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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国华姊妹家 

(一) 3 月 23 日(週六)晚上福音愛筵聚會，請全體出席、參與服事及

留意教會各方面安排。 

 

 

 
 

三月十日 

讀經 士九～十一；陀拉，睚珥的和耶弗他的興起。 

鑰節 【士九 15】「荊棘回答說：‘你們若誠誠實實地膏我為

王，就要投在我的蔭下，不然願火從荊棘裡出來，燒滅黎

巴嫩的香柏樹。’」 

禱告 神阿，願從我們的身上顯現，耶穌所有清潔、溫柔與甘

甜。求祢用祢聖靈，煉我們的性情，直至不再刺人、傷

人、害人。 

詩歌 但願耶穌的美麗從我顯現-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十一日 

讀經 士十二～十三；五士師的興起。 

鑰節 【士十三 18】「耶和華的使者對他說：“你何必問我的

名，我名是奇妙的。”」 

禱告 感謝神，袮的名字是「奇妙的」。謝謝袮在我身上作的奇

妙的事。 

詩歌 祂名為奇妙- Music For Your Hymnbook  

三月十二日 

讀經 士十四～十六；參孫與非利士人。 

鑰節 【士十六 28】「參孫求告耶和華說：“主耶和華啊，求你

眷念我。 神啊，求你賜我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

人身上報那剜我雙眼的仇。”」 

禱告 親愛的天父，謝謝袮永不放棄我們。願聖靈光照我們，焚

燒我們的隨便並冷落，將我們心中的愛火點起，使我們不

住的禱告，重新恢復與袮正常的關係。 

詩歌 主我曾否叫聖靈憂愁-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十三日 

讀經 士十七～二十一；以色列人敗壞的情況。 

鑰節 【士十七 6】「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禱告 主啊，求袮救我脫離自己！ 失去在袮裏面！哦，但願不再

是自己，惟袮活我裏面！ 

詩歌 非我惟主-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十四日 

讀經 路一～四；愛的故事。 

鑰節 【得一 16】「路得說：『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你，你往那

裏去，我也往那裏去，你在那裏住宿，我也在那裏住宿，

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禱告 恩主，你是我們最至近的親屬，我們的愛，我們的一切。 

詩歌 我神我愛我的永分～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十五日 

讀經 撒上一～三；撒母耳的童年與呼召。   

鑰節 【撒上三 10】「耶和華又來站著，像前三次呼喚說：『撒

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說：：『請說，僕人敬

聽！』」 

禱告 親愛的主，我願進入內室，跪在祢的腳前，安安靜靜地與

祢相會。向祢傾心吐意，也側耳聆聽祢的聲音。 

詩歌 輕輕聽-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十六日 

讀經 撒上四～八；以色列的敗落。    

鑰節 【撒上七 12】「撒母耳將一塊石頭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

間，給石頭起名叫以便以謝，說：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

們。」 

禱告 親愛的主，祢是以便以謝的主，到如今祢都幫助我。 

詩歌 來阿，你這萬福泉源 churchinmarlboro.org 

【本週聖經鑰字―「至近的親屬」】 
「至近的親屬」【得三 9】──原文為「贖業至親」，是由兩個字

組成：一個是近親的意思，另外一個是指救贖主的意思。路得從

苦境轉回，是根據至近親屬的買贖原則，「至近的親屬」是指血

統上關係密切者，而「買贖」則指為了恢復原況而必須付上相當

的代價和犧牲。路得預表被律法隔絕的外人，竟因信心的抉擇，

在窮困無望時，蒙了波阿斯(預表基督)之恩被贖回，藉婚姻與他

聯合。波阿斯預表我們的主耶穌是我們「至近的親屬」：(1)他是

富有的大能者(原文字義，二 1) ，他有救贖我們的能力；(2)他關

心我們，恩待我們(二 5等) ，他有救贖我們的心願；(3)當我們

求他的寶血遮蓋時(三 9)，他就答應，他有救贖我們的責任；(4)

他肯付出重價，贖回我們(四 9)，他有救贖我們的行動；(5)最

後，他與我們聯合，把我們帶進他的家裡(四 13) ，成為他「至近

的親屬」。 

【默想】路得下到波阿斯的『場』(路三 6)，躺臥在他的腳下，委

身她『至近的親屬』——救贖主。這豈不也是我們投靠主基督的

寫照？我們是否也有打麥場的經歷，與主相會，被主遮蓋，蒙主

救贖，得享安息？ 

【家訊信息】兩負債人的比喻 

讀經:路加福音 7:36-50 

讓我們仔細觀察這故事發生的場合，人物，及經過。 

場合 

西門請耶穌到他家裏吃飯，祂接受了。這個邀請並不是誠心誠意

的，而是另有詭計的。因為不久我們的主就指出，祂進入西門家

時，西門忽略了一個猶太人家庭應有的禮貌。在猶太人的家庭，

當客人到達時，第一件當作的事就是拿出水來給客人洗腳，並且

互吻臉頰以示歡迎和尊敬，然後拿出油來抹在客人頭上。但是這

些事西門一件也沒作。這是一個怪異的邀請，沒有一點誠意。 

那麼他為甚麼要請耶穌去他家呢？只可能有一個答案。有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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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週六)晚上福音愛筵聚會禱告。 

◆ 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 

◆ 為兒童服事禱告。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20278.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hough%20We%20May%20Waver.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hough%20We%20May%20Waver.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igher%20Ground.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396.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watts2.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0/1-10-10%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4-15-12%20weekl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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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說他請耶穌是出於好奇，我無法苟同。出於好奇心的話，他應

該會以禮相待的。我相信這個邀請是出於敵意，他想要觀察祂，

看看能不能抓到一些把柄，他也確實找到了把柄。令人驚奇的

是，基督竟然接受了這個邀請。其實我不該這麼說，這等於用自

己來審判耶穌，這是不對的。耶穌愛西門，就像祂愛那婦人一

樣。祂要在西門的家裏，開他的眼睛，引領他進入光中，就像祂

祝福那婦人一樣。這就是祂接受邀請的原因。 

如果說祂接受這種人的邀請是一件驚奇的事，那麼我還要告訴你

一件更驚奇的事，那就是祂竟然肯到這樣的一個世界來。祂去西

門家，只是祂到世上使命的一部分。祂愛那婦人，祂也愛西門。

西門家中的氣氛，和他那種沾沾自喜的態度，與基督多麼不相

襯！但祂還是去了。 

人物 

然後，我們來看這故事中兩個形成強烈對比的人物。路加簡短的

說，西門是一個法利賽人。這把西門放到了一個階級，一種倫理

和神學方面的地位上。我們立刻就知道他是那一類的人。「法利

賽人」這詞本身頗具啟示性，它不是一個希臘字。在希臘文新約

中，引用了猶太的這個詞來稱呼這一類的人。這個名稱是從希伯

來文來的，意思是「分開」。法利賽人有很輝煌的歷史。這個階

級是在瑪拉基的聖經時代結束，馬太福音的時代尚末開始之前，

這中間的馬加比時期興起的。法利賽人的職責，在防止百姓與拜

偶像的列族混淆。在發展的過程中，他們逐漸以外在的條文、教

義、儀式為傲，以致於今日我們用「法利賽人」這個名詞，來形

容那種自以為是的態度。他們始終對基督懷著明顯的敵意。馬可

福音提到法利賽人有二十八次之多，每一次都可以看見他們對耶

穌的敵意。西門就是一個法利賽人，他自信十足，也絕對自滿於

他的職責，就是監督長老們是否遵守遺傳，一切洗禮等儀式是否

合乎規則。 

事情的經過 

這裏的記述，很清楚地指明在她進去之前，她的罪就已蒙赦免

了。耶穌作的比喻顯示了這一點。祂的意思是，她的愛多，因為

她被赦免了。這可能不是她第一次見到耶穌，很可能那一天她已

經聽到祂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

們得安息。」也許當時她正在那群勞苦的眾人中，她聽到了這個

偉大的呼召，她明白了，並且有了反應。這是可能的，祂豈不是

說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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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嬰孩就顯出來。」很可能當時這位憂傷、痛

心的犯罪女人在人群裏，聽見了祂的話，就因屬靈的緣故去見

祂，要從祂那裏得安息。 

她進去以後，立刻從後面繞過賓客，到耶穌腳前。她的眼淚濕了

耶穌的腳，她就用自己的頭髮擦乾，又用嘴連連親祂的腳。然後

她打破盛香膏的玉瓶，把香膏倒出來。 

再來看西門。他心裏說，「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祂的是

誰。」西門那一天真是看到了希奇的事，他看見一個墮落的女人

竟撫摸耶穌，一個妓女竟把代表堅貞之愛的香膏倒在祂腳上。他

心裏開始嘀咕。英文修正譯本的翻譯更傳神，它說，「這人若是

先知，必會發現摸祂的是誰。」顯然西門已經認定，耶穌不是先

知。因此他心裏認為只有兩種可能；若不是這後面有一些不可告

人的秘密，就是祂對自己的道德標準不注意。 

現在來看我們的主如何對付他。祂給了他一個巧妙的比喻，充滿

了玩笑意味的諷刺。他說到兩個欠債的人，一個欠五十兩銀子，

一個欠五兩銀子。債主赦免了他們。我們的主實際是說，西門，

我知道你對這女人的看法。你說她是一個罪人，你的意思是，她

是一個較大的罪人。西門，你是不是打算說，你不是一個罪人？

西門也許會回答，當然不是啦！我沒打算那樣說。我是罪人，但

不像她犯那麼多的罪。聖經記載另一個法利賽人曾說過，我感謝

神，因我不像別人，不像這個稅吏，我禁食，並且獻上十分之

一。這就是西門的態度。他可能承認自己是個罪人，但他慶幸自

己沒有像那女人一樣犯罪。主知道他心裏的態度，祂說，我就照

著你所誇耀的作比方。你認為這女人是個大罪人，她欠了五十兩

銀子，你認為自己犯罪較少，好！你就算欠了五兩銀子。在神的

計劃裏，祂以救恩赦免了這兩人。你認為祂對那一個人的愛多？

西門說，「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穌立刻說，「你斷的不

錯。」祂實際是說，西門，你從我對那女人的赦免上，看到了我

慷慨的愛。道德上的公正，使她重拾了別人對她的尊敬。她現在

是潔淨的人了，她被赦免了。你不能明白這事，因為你不明白許

多其它的事。 

耶穌說，西門，你剛纔想，如果我是先知，就必知道她是怎樣的

人。但是，你看見這女人了嗎？你知道她嗎？西門也許會說，

「哦！當然！我看見她了，我知道她好多年了，我對她的底細一

清二楚。」且慢！西門！你真看見她了嗎？耶穌實際上是說，你

沒有看見她。你是瞎眼的，你沒有看出這女人已不是從前的樣子

了。西門，我要幫助你去知道她，我要將你們兩人作一個對比。

祂沒有在屬靈光景的層次上拿她和西門比，也沒有在道德層次上

作對比。祂只在日常生活的普通禮節上來作對比。祂說，西門，

讓我幫助你來認識這女人。我進了你的家，你卻忽略了一個猶太

人家庭普通的禮節。她彌補了你的粗鹵。你沒有給我水洗腳，她

卻用淚濕了我的腳。你沒有給我禮貌性的親吻，她卻連連用嘴親

我的腳。你甚至連最低劣的油都沒有預備，以抹我的頭，她卻用

昂貴的香膏抹我的腳。西門，我把你們並列比較時，你就像麻布

一樣粗糙，她則如同絲綢那樣高貴。 

然後祂對那女人說，「你的罪赦免了。」祂不是說，現在你的罪

赦免了，祂乃是說，你的罪已經赦免了。她自由了，她在道德上

的更新使她本性中的嫻雅、優美又恢復了。 

很顯然的，我們的主作這些是為了對付西門。我對西門所知不

多，但老實誽，將來我在天上若遇見西門，我不會詫異，我若發

現他的眼睛已經打開了，也不會覺得驚奇。我確信主在愛中尋找

他，要使他得看見。祂是那女人的基督，也是西門的基督。西門

需要祂，祂想贏回西門。 

為甚麼那女人會用如此溫柔、優美的態度對待基督？這一切的後

面隱藏著甚麼？就是新生。那是惟一的，真正的高貴之處。一個

重生的人，纔會抓住生命中一切的美德，並且受它們的控制。人

的罪得了赦免，脫離了罪的捆綁，他的靈魂就進入一個偉大、美

麗的領域。這個故事的教訓就在此。 

還有另外一個教訓。它指明了基督注意到人的怠慢，祂也欣賞人

對祂的奉獻。西門沒有給祂水洗腳，沒有與祂親嘴，沒有用油抹

祂的頭。祂一言未發，進去坐席。但祂注意到了他的怠慢，在時

機成熟時，祂就揭露了祂所注意到的事實。 

我們是否也怠慢了祂，或者虛情假意地接待祂？祂注意到人的怠

慢，也看重人的奉獻。另外一件事，也啟示了同樣的真理。就是

十字架的陰影逐漸迫近時，伯大尼的馬利亞也曾以香膏抹耶穌的

腳，猶大看了就說，為甚麼不把這香膏賣三十兩銀子，以賙濟窮

人呢？這一類的人說的都是同樣的話，都頗中聽。但基督嚴厲地

責備他們。祂說，讓她去罷！她是為我安葬而預備的。祂看重這

事。那一天，充滿西門家的香氣，和後來馬利亞帶來的那香膏，

都使耶穌基督的心歡喜快樂。──《摩根解經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