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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5 年 10/11~ 10/17 

主日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讀經課程                             10:50-11:30AM 

造就聚會                              11:30-12: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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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英杰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张凉姊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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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0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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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青少年鋼琴服侍 第二堂讀經課程     第三堂造就聚會 

主题(服侍姊妹 ) 

10/11 Stephanie 馬太第十章 信(曹波) 

10/18 Phoebe 馬太第十一章 望(张凉) 

10/25 Seehanah 馬太第十二章 爱(刘向群) 

11/1 Larry 馬太第十三章 温柔(王利群) 

11/8 Joyce 馬太第十四章 喜乐(翁愉心) 

11/15 Stephanie 馬太第十五章 饶恕、怜悯(高春华) 

11/22 Phoebe 馬太第十六章 喜乐、谦卑(Angela) 

11/29 全教會感恩節特別聚會 

 

 

 

 

 

 

十月十一日 

讀經 西三；祂是一切 

鑰節 惟獨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西三 11，原文直譯) 

十月十二日 

讀經 西四；代禱榜樣。 

鑰節 有你們那裏的人，作基督耶穌僕人的以巴弗問你們安。他在

禱告之間，常為你們竭力的祈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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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三日 

讀經 帖前一；蒙恩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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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四日 

讀經 帖前二；屬靈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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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五日 

讀經 帖前三；愛的增長。 

鑰節 又願主叫你們彼此相愛的心，並愛眾人的心都能增長、充

足，如同我們愛你們一樣。(帖前三 12) 

十月十六日 

讀經 帖前四；被提盼望。 

鑰節 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在空

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帖前四 17)   

十月十七日 

讀經 帖前五；全備救恩。 

鑰節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

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

摘。 (帖前五 23) 

【本週聖經鑰句】 
「信，愛，望」(帖前一 3)──是帖撒羅尼迦的教會所蒙的特

恩，是值得保羅感謝的，更是值得我們羡慕並追求的。雖然保羅

在帖撒羅尼迦傳福音只有三個禮拜的時間(徒十七 1～3)，然而這

個教會卻帶給保羅極大的安慰。帖撒羅尼迦教會是一個非常年青

的教會，因此保羅常為他們禱告。今日的鑰節正是保羅因他們：

(1)「因信心所作的工夫」；(2)「因愛心所受的勞苦」；(3)「因

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忍耐」，而感謝神。我們從本節也得

知，在任何一個時代，「信，愛，望」(林前十三 13，帖前一 3)

是每一個忠信基督徒生活的特徵。這裡的「信」指明向著神，是

工作的性質和力量；「愛」指明對主的肢體，是勞苦的動機和特

徵；「望」指明對主再來的期盼，是忍耐的源頭。這樣蒙恩的生

活，乃是本書信的內容。 

有人曾向佈道家慕迪(Dwight L. Moody)誇耀他已讀了多少遍聖

經。慕迪回答說：「並不在於你讀了多少遍聖經，乃在於聖經影

響你的生活有多少！」僅有對聖經的瞭解並不足以幫助我們屬靈

生命的成熟，還須活出其「信，愛，望」的生活。 

【《馬太福音第十一章》】──王服事人的榜樣 
【讀經】馬太十一 1～30。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認識君王救主服事人的榜樣，看祂如何

用勉勵和稱讚的話，來堅固軟弱的人(2～15 節)；祂如何用憂傷

和痛責之聲，來感動那些拒絕、背逆祂的人(16～24節)；祂又如

何用慈愛的呼聲召人得安息，來激動所有勞苦擔重擔的人(25～30

節)。 

【主題】《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主題說到：(1)主耶穌堅固施浸

約翰(1～15節)和(2)主耶穌被人拒絕的經過和回應(16～30節)。 

【特點】《馬太福音》從第五章至十章敘述了「王所作的話」和

「王所作的事」，以後十一和十二兩章中記載了不同的人對王的

不同的態度，並且敘述祂被人拒絕的經過和回應。本章我們特別

看見:王初步的被人棄絕。這些人的拒絕態度都是典型的代表，包

括有疑問的施浸約翰(2～15節)，也有漠不關心的(16～19 節)，

世人的譏諷与毀謗(19節)，還有人們的「終不悔改」(20 節)。雖

然主面對了施浸約翰的質疑(3 節)，面對那了冷漠無反應的世代

(17節)，面對了世人的譏諷与毀謗(19節)，面對了人們的「終不

悔改」(20節)，但祂對所遭遇這些人、事、物，因此而感謝父神

(25節)，並順受父神的美意(26～27)。人對主的態度至今仍未改

變，所以任何受主差遣作工的人，今天也同樣會面對許多人的困

惑、冷漠、剛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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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事項】 
◆ 為2015年主在教會中生、養、敎、建的帶領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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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1 日福音愛筵聚會禱告。 

◆ 為在病中紐約教會朱永毅弟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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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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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說出人必須到來主

跟前而得安息；必須降服祂，順從祂而享安息。 

【鑰字】「得安息」(太十一 28)和「享安息」(太十一 29)──這

裏的安息是雙重的安息：28節是重在來到主跟前而「得安息」，

原文是動詞，為 anapauo，意思是「給安息」或「使休息」意思

是使某人解脫勞苦，故這「得安息」是主所賜給的；29節重在順

服父神而「得享安息」，原文的「得」(Heurisko)即「找到」或

「發現」，故這「享安息」是我們找到順從父的安息。請留意主

耶穌呼召中的二個條件：頭一個是我們的「來」就可以得著的安

息，第二個條件是我們「當負主的軛」和「學主的樣式」而找到

的安息。所以第一個安息是藉著信而得的，第二個安息是藉順服

而享的。 

【鑰義】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主耶穌鼓勵人來得安息，並

享安息。 

今天世人實際的情形有兩方面：不只有生活上的「勞苦」(創三

17)，並且還有各樣的「重擔」(來十二 1)。請看所有的商業廣告

都是吸引人去享受，但人必需先勞苦才有能力再花費。曾有人開

玩笑地說：「我的工作太辛苦了，必須去渡假；而為了去渡假，

我又必須去辛苦地去工作。」其實所謂世上的享受都是使人疲倦

不堪，試想常常到電影院、電視機前、到購物中心、到運動中心

的人，怎麼可能從那些事物得著真正的安息呢？所以凡是認識自

己是勞苦擔重擔的人，都可以來到主面前，祂就給人安息。

「來」到祂跟前是我們的本分，其餘的是祂負責的。 

另外，我們還要「負主的軛」，就是指著為神旨意的緣故，甘心

樂意地受限制，接受主給我們一切的託付、工作、事奉；並且要

「學主的樣式」，就是以主柔和與謙卑的性情代替我們的性情。

如果我們肯如此行，我們就必享受一種更深的安息，就是內心平

靜安穩和出人意外的安息，與外面環境的好壞無關，也不會受

人、事、物變遷的影響。而我們現在的問題乃是：我們是否甘心

樂意地順服祂，和祂一同負軛，一同學習呢？ 

有人曾說：「基督徒最大的錯誤，即是企圖獨自挑起生命的擔

子。」從前有一個人，他要返鄉下，於是擔住一擔重物，走在路

上，邊行邊走又邊叫著：「唏呵！唏呵！」剛巧有一駕貨車經

過，司機見到這個人如此辛苦就動了慈心，於是停了車，叫那人

上車尾，要送他一程，那人上了車，於是司機就開車，但當車子

行了不久，司機聽到後面傳來一些聲響，他仔細聽清楚一點，聽

到車後面傳來「唏呵！唏呵！」聲。司機覺得奇怪，就停了車看

個究竟，原來那個人雖上了車，但他卻沒有把在肩上的重擔放下

來，他仍然是站在車尾擔著他的重擔。很多時候，我們基督徒也

像這個人，每天獨挑生活的重擔，故心中沒有安息。豈不知主早

已呼召：「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

息。」(太十一 28) 

此外，基督徒的生活，就像一個負軛的生活。當時中東一帶地方

的人，常用兩隻牛並排著來負一個軛，其中一隻牛是受過訓練的

老牛，另一隻有時是沒有耕過田的新牛。在這種情況下，那隻老

牛會乖乖的在那裏耕，而那隻新的牛只要跟著牠走就是了。我們

的主就像這一隻老牛教導新牛，而我們只須調整我們的腳步，學

習與祂同行，不前不後，也不離左右。今天主不只是與我們一同

走，祂乃是在我們的裏面，承當了軛的重負，並且祂還要賜給我

們夠用的恩典(林後十二 9)，不叫我們覺得遵行神的旨意，順服

神的命令，是艱難的事。 

【默想】  

（一） 主耶穌受到施浸約翰的質疑、頂撞，卻絲毫不以為忤，反

而讓人把所聽見、所看見的事告訴他，讓他明白祂就是彌

賽亞。在逆境中，我們是否定睛在主的所是和所作上，只

管全心信賴祂呢？ 

（二）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太十一 6)凡主所安排給

我們的環境、道路，若能甘心領受，而不跌倒，這樣的人

就有福了。當我們願望落空時，是否灰心、沮喪，對主失

望嗎﹖我們是否滿意主對我們的作法嗎﹖或因祂所作的或

不作的而跌倒嗎﹖ 

（三） 「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就得著了。」(太十一 12)

我們是否為著天國的緣故，肯付出任何的代價與犧牲，活

在天國的實際裏﹖ 

（四） 施浸約翰雖然有軟弱，但被主稱讚「比先知更大的人。」

(太十一 11)有主的稱讚，我們的心是否得安慰，一生必無

怨無悔傳揚天國福音呢？ 

（五） 面對主吹笛，舉哀時，我們是否充滿感受和反應嗎？ 

（六） 面對神奇妙的作為時，我們是否存謙卑、敬畏的態度？還

是心中驕傲、剛硬嗎？ 

（七） 面對人無理對待時，我們是否學主心裡柔和謙卑，仍禱告

與感謝嗎？ 

（八） 主呼召人得安息，並叫人享安息。我們是否天天經歷基

督、負主軛(行神旨)、學主的柔和謙卑呢？ 

【禱告】親愛的主，我們把一切的重擔交託給祢，求祢使我們經

歷祢的施恩和扶持。讓我們天天負祢的軛，學祢的樣

式，享受因順從祢來的完全安息。 

【詩歌】【安息在你永久膀臂中】(《聖徒詩歌》465首第 1節) 

交通何甜美，喜樂何豐盛，安息在你永久膀臂中； 

福氣何全備，平安何神聖，安息在你永久膀臂中。  

(副) 安息！安息！安寧安穩，一無驚恐； 

安息！安息！安息在你永久膀臂中。 

視聽――安息在你永久膀臂中～churchinmarlboro 

這首詩歌作者霍夫曼（Elisa A. Hoffman, 1839-1929），是根據申命

記 33:27：「永生的 神是祢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特

為在受試煉，心中傷痛的人而作的。 唱這首詩時，想到神永遠的

膀臂，雖災難臨身，心有痛楚難忍，但有神的膀臂扶持，可免驚

恐。 

【金句】「現在你的心有安息麼？為甚麼你的心是那麼的煩躁、掙

扎、怨歎、憂悶？豈不是你不肯負主的軛、學主的樣式麼？在馬

太福音十一章裏，你看見主的同工施洗約翰在那裏懷疑祂說：『那

將要來的是你麼？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一般人在那裏批評祂

說：『祂是貪食好酒的人。』祂在哥拉汛、伯賽大、迦百農諸城中

行了許多異能，那些城的人終不悔改。這樣的處境是多麼容易令

人灰心、失望、怨歎、憂悶，但我們所聽見的聲音是：『父阿，天

地的主，我感謝你！』我們所聽見的是說：「父阿！是的，因為你

的美意本是如此。」祂是何等柔和謙卑，在那種四面楚歌的環境

中，能發出感謝，能對於神一切的安排說『是的』。凡對於神的一

切安排不說『為甚麼』而說『主阿，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的人，都能享受安息！」──愚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46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