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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5 年 1/18~ 1/24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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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艾東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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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晚上8:30〜9:30 PM     萬江文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国华姊妹家 

(一) 1 月 31 日(週六下午 5:00 PM ) 健康讲座和福音聚會，請全體

出席、參與服事及留意教會各方面安排。 

 

 

 

 

 

 
 

一月十八日 

讀經 馬太十 1～20 ；選立與差遣門徒。 

鑰節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

並醫治各樣的病症。這十二使徒的名：頭一個叫西門(又

稱彼得)，還有他兄弟安得烈，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雅各

的兄弟約翰，」【太十 1～2】 

一月十九日 

讀經 太 10:26-42；與主是一。 

鑰節 人接待你們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來的。

(太十 40) 

一月二十日 

讀經 太 11:1-19；不因主跌倒。 

鑰節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太十一 6) 

一月二十一日 

讀經 太十一 16~30；得享安息。 

鑰節 凡勞若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

息。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

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太十一 28~29） 

一月二十二日 

讀經 太 12:1-32；安息日的主。 

鑰節 因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太十二 8) 

一月二十三日 

讀經 太 12:33-50；神國臨到 

鑰節 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太

十二 28) 

一月二十四日 

讀經 太 13:1-30；天國成長。 

鑰節 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聽道明白了，後來結實，有一百

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太十三 23) 

【本週聖經鑰句】 
「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聽道明白了，後來結實，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太十三 23)──解釋主撒種比的比

喻的鑰字是「撒在……，就是人……」的「人」字。主就是那一

個出去撒種的人(3，24 節)，祂所種的種子，只有一種種子，就

是主自己──活潑常存的道 (彼前一 23) 。在撒種的比喻(太十

三 18～23)，我們看見主用四種心田來講人對主話的不同回應：

路旁的(漠不關心) 、土淺石頭地上的(剛硬不深入的）、荊棘裏 

(被世俗、钱财、名位、享受而擠住的) 及好土上(聽明白且實行

的）。那麼我們該如何改善「土質」(我們的心態）呢？ 

（一） 「撒在路旁的」──要讓主的話進到我們裏面來，不叫那

惡者「飛鳥」 將我們生活的忙弄成心裹的盲 (林後四

4)。 

（二） 「撒在土淺石頭地上的」──要讓主的話在我們心裏扎

根，除去心裏面的剛硬(「石頭地」)，以致患難、逼迫

來，就不會跌倒。 

（三） 「撒在荊棘裏的」──要讓主的話在我們心裏有成長的空

間，不要被貪愛世界和憂慮的心擠住、霸佔我們的心) 。 

（四） 「撒在好土裏的」──要全心渴望「明白」主的話，完全

相信、顺服，讓主的話從我們身上活出來，以致结出豐盛

的果子。 

我們的心是一個怎樣的土，完全在乎我們的選擇，誰也不能勉

強；我們的結實與否，甚至結實的程度，也完全在乎我們如何保

守我們的心，使之成為肥沃的田地，並且除去心中所有剛硬，或

是佈滿石頭，荊棘的情形。 

【我們的心態】加州大學博士黃美廉，從小患腦性痲痺。學生

問：「怨恨嗎﹖」她在黑板寫：「(1)我好可愛！(2)我的腿很長

很美！(3)爸媽很愛我！(4)神這麼愛我！(5)我會畫畫！(6)我會

寫稿！(7)我有可愛的貓！(9)我還有。。 (10)。。最後寫著：

「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所沒有的。」她相信神及神的話，因而

充滿樂觀，歡欣盼望。我們能否結出生命的美果，不在於我們的

環境的順或逆，遭遇的好或壞，而是在於我們的心態是否正確。 

【創世記讀經課程】猶大和他瑪 

【讀經】創三十八 1～30 

【鑰節】「猶大承認說：『她比我更有義，因為我沒有將她給

我的兒子示拉。』從此猶大不再與她同寢了。」(創三十八 26) 

【鑰字】「她比我更有義」(創三十八 26)──因猶大不守諾

言，沒有叫小兒子娶他瑪(11 節)，為自己的長子生子立後；而

他瑪被迫採用策略，使她前夫得以有後嗣，這按傳宗接代的義

來說，他瑪比猶大「更有義」。 

「他瑪所用的方法，固然邪惡，但她的動機，卻是切望不使死

人的名，在以色列中被塗抹，這一點是猶大身上所缺少的。這

件事使猶大認識了他的罪惡，因而說了「她比我更有義」的

話。」―― 摩根《話中之光》 

【重點】本章記載猶大從媳婦他瑪生子。創世記加入了有關猶

大不義的品行，這跟約瑟的敬虔成了強烈的對比。1～5節，記

載猶大娶迦南女子為妻，該女子為他生下三個兒子：珥、俄南

和示拉。6～11節，記載猶大的長子和次子行為敗壞，都遭神滅

殺；猶大怕示拉也死，就將長媳他瑪從送回父家住。聖經並沒

有記載「珥」的詳細死因。俄南的死因則是很清楚的，因為他 

【禱告事項】 
◆ 為2015年主在教會中生、養、敎、建的帶領禱告。 

◆ 為1月31日福音聚會禱告。 

◆ 為兒童服事禱告。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在病中上海张建伟弟兄，鲍贤珍姊妹，紐約教會朱永毅弟兄和

台灣陳佳琪姊妹(杨震宇弟兄的弟妹)禱告。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1&D=19&Seq=1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1&D=20&Seq=1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1&D=22&Seq=1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1&D=23&Seq=1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1&D=24&Se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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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意的僅與他瑪同房，卻故意不讓他哥哥有後嗣的作法。猶大害怕

他瑪會剋夫，故無意讓示拉娶她，就要求她回去守寡。按當時的規

矩，沒有兒子的寡婦就歸回父家(利二十二 13；得一 8)。12～23 節

記載，猶大的妻子死了以後，他瑪從為著要替丈夫留後，不惜用計

裝作妓女與猶大同寢，並要了猶大的印、帶子和手裏的杖作為當頭

(憑據)。24～26 節記載，猶大得悉媳婦他瑪懷孕，就大怒，要把他

瑪拉出來燒死；後來他瑪取出與猶大同寢向猶大要的證物，他才知

道是自己一手做成的錯事，並認為他瑪比較自己更有義。從此猶大

不再與她同寢了。27～30節記載，他瑪從猶大懷孕生了雙胞胎，取

名為法勒斯和謝拉。他瑪將要生產，一個孩子伸出一隻手來，收生

婆拿紅線拴在他手上，以為他是頭生的。隨後，孩子把手收回去，

另一孩子出來了。她給他起名叫法勒斯另一個起名叫謝拉。 

【大綱】本章可分成五部份： 

(一) 猶大娶迦南女子為妻，生三個兒子(1～5 節)； 

(二) 猶大的長、次兩子死於作惡，猶大要長媳他瑪回父家去住(6

～11節)； 

(三) 他瑪裝用計與猶大同寢(12～23節)； 

(四) 猶大承認他瑪更有義(24～26節)； 

(五) 他瑪生法勒斯和謝拉(27～30節)。 

【核心啟示】本章所記載的行為是非常不道德的。這種不道德的

行為被聖經記下來，却不加任何評論，叫今天的人難以理解。然

而，因著當時兄終弟及的習俗，他瑪傳宗接代的手段，而使她的

家族有合法的後嗣，而承受產業，那實在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對後來的以色列人來說，他們却認為他瑪為取得後裔，使家族能

延續下去，而甘冒失去名譽及性命的危險，乃是他們民族的英

雄。其實，聖經準確地記錄此事，並未要我們效法他們的做法，

而是要我們留心他們的存心和動機。其次，更重要的是，他們成

為耶穌基督肉身的先祖，而說明了神的救恩是施予全部的罪人，

祂的恩典遮蓋了人一切的罪惡。 

有關道德敗壞的事充斥全章，但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有關得

長子的名分： 

（一） 猶大――他雖然犯了很多錯，不過尚有可取之處。當猶大

知道她瑪所懷了孕是他的骨肉時，事後他：(1)不隱藏

罪；(2)勇於認罪；(3)不再犯罪，而不與她瑪同寢了。猶

大認錯的態度，並尋求彌補，就是神揀選他的其中一個原

因，因而讓他的後裔承受了長子的名份。 

（二） 他瑪――他瑪的行為雖然污穢，但是她的存心卻是義的

(創三十八 26)。他瑪的公公和小叔忽略了她的權利，但她

存心為她的孩子要得著長子的名份(神的祝福)，不惜犧牲

一切來爭取。多年後，她的名字被記載在路得記(得四 12)

和馬太福音(太一 3)。因此，在耶穌基督家譜的亮光中，

他瑪為她的兒子取得了長子的名分是非常有意義的事。 

（三） 法勒斯──他瑪生了一對孿生子。本來謝拉要先生出來

的，但法勒斯反搶先出來。因此，法勒斯反成了所生的雙

生子中的長子，而成為大衛王的先祖，並列在耶穌肉身的

家譜中。在此，我們看到神的主權，因祂揀選了法勒斯，

故安排了出生次序；這使我們想起雅各和以掃的出生，而

神卻揀選了雅各。神的意念和道路高過我們(賽五十五 8～

9)，而且祂總不會錯。 

【默想】 

（一） 他瑪一生的遭遇太苦了，但她對家族盡本分的忠心和要

得長子名分的心，甚而肯犧牲一切，不顧她的名譽性命

等，因此蒙神的喜悅，最終得著了莫大的祝福。我們是

否也不惜犧牲一切，竭力的追求得著神的祝福呢？ 

（一） 雖然猶大曾對媳婦他瑪失信，但事後他能勇於認錯，並

且立刻改正。這是猶大的轉機，所以神後來揀選他，使

他的後裔承受了長子的名份。我們是否肯認罪悔改，讓

神憐憫、赦免我們呢？ 

（二） 「法勒斯」字義是「突圍」、「違規」、「破壞」，乃

描寫他搶先突圍而出生。這指出「天國是努力進去的，

努力的人就得著了」 (太十一 12)。法勒斯拼命搶著為

自己衝破一個缺口，而得長子的名分，說出屬靈的祝福

都需要拼命的，要搶的，才能得著。 

【禱告】神啊，感谢袮揀選我們，乃是基於袮的恩典，而不是

我們的優點。求袮給我一顆積極追求得著袮祝福的心，好使我

們能夠在袮的計劃中，為袮所用。 

【金句】「神揀選猶大和他瑪，使之永遠成為彌賽亞的直系，乃

是基於神的恩典而不是人的優點。」――丹尼斯莫克 

【新年感言】懷著信望愛起步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

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羅十五 13)新年

伊始，萬事更新；也讓我們懷著新的心志，大步向前，因為我

們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這節寶貴的經文，以盼望始，以

盼望終，告訴我們神是賜盼望的神，因祂是活的神，祂能使人

在無可指望中，因信仍大有指望。 

神既恩待我們能增一歲，仍有生命氣息，我們就當珍惜光陰，

作聰明童女，預備油在器皿裡，每天盡心盡力，追求更多認識

基督，與主聯合，更得著祂為至寶。當知世人行動如同幻影，

主阿，如今我等甚麼呢？我的指望在乎你(詩卅九 7)！ 

活出神兒子形像  

殷勤服事的聖徒阿，新的一年是一份恩賜，能再與神同工，耕

種打場；讓我們心存厚望，向主大大張口，求叫萬物生長的

神，賜下百倍收成，使神家五穀豐登，國泰民安(林前九 10；可

四 20)。 

今年讓我們成為禱告的殿，為己求聖潔，為人求祝福，為教會

求開展，為這城求平安！盼望今年每一個合神心意的禱告，都

蒙垂聽！更盼望身處這繁囂的城市，每天仍得聞主慈聲，帶著

溫馨，給人鼓舞！ 

生命是一種投資，今年讓我們為寶貴的福音作投資，常常記念

摯親和朋友的靈魂，不倦不怠，提名代禱，把心中盼望的緣

由，傳遍遠近四方！ 

今年我們當盼望像主那樣，活出優美人生，成為一個供應的

人、扶助的人、安慰的人、公義的人，常常施與，五餅二魚，

所傳所遞，皆有永恆的影響力！ 

正處逆境、災病的聖徒阿，新的一年當全心倚靠神，盼望主拯

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祂的眼目看顧敬畏祂和仰望祂慈愛的人(詩

七十一 4-6，卅三 18-19)！ 

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我們是天上的國民，盡地上的本分，喜

樂地享受天恩，在消費、物慾、娛樂的世界中，另存敬畏神的

心，走天路，望天城，經歷眼睛未曾看過、人心未曾想過的奇

妙旅程！──摘錄香港教會家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