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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5 年 10/18~ 10/24 

主日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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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艾东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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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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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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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八日 

讀經 帖後一；信愛望增長。 

鑰節 弟兄們，我們該為你們常常感謝神，這本是合宜的。因你

們的信心格外增長，並且你們眾人彼此相愛的心也都充

足；甚至我們在神的各教會裡為你們誇口，都因你們在所

受的一切逼迫患難中，仍舊存忍耐和信心。(帖後一 3～5) 

十月十九日 

讀經 帖後二；信守真道 

鑰節 主所愛的弟兄們哪，我們本該常為你們感謝神；因為祂從

起初揀選了你們，叫你們因信真道，又被聖靈感動，成為

聖潔，能以得救。(帖後二 13) 

十月二十日 

讀經 帖後三；愛與忍耐 

鑰節 願主引導你們的心，叫你們愛神，並學基督的忍耐。(帖後

三 5) 

十月二十一日 

讀經 提前一；傳承託付 

鑰節 我兒提摩太阿，我照從前指著你的預言，將這命令交託你，

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提前一 18) 

十月二十二日 

讀經 提前二；為萬人懇求 

鑰節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

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

無事的度日。(提前二 1～2) 

十月二十三日 

讀經 提前三；敬虔奧祕 

鑰節 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被顯

現，在靈裏被稱義，在使者中被看見，在外邦中被傳揚，

在世人中被信服，在榮耀裏被接。(提前三 16 原文直譯) 

十月二十四日 

讀經 提前四；操練敬虔 

鑰節 操練身體，益處還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

生和來生的應許。 (提前四 8) 

【本週聖經鑰句】 
「大哉，敬虔的奧祕」(提前三 16)──《提摩太前書》一再提

及「敬虔」共八次之多(二 2；三 16；四 7～8；六 3，5～6，

11)。「敬虔」一詞在本書共用了七次，而原文 eusebeia，意指

美好的虔敬表現。「敬虔」就是神在肉身顯現，就是說主耶穌道

成肉身，在祂身上彰顯神。照樣，教會是基督的身體，要彰顯這

「敬虔的奧秘」。當教會的光景正常，聖徒們都活出基督，那結

果就是被聖靈稱義，被天使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

接在榮耀里。 

《提摩太前書》三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保羅揭開了那大哉，

無人不以為然的「敬虔的奧秘」(提前三6)。 

(一)「敬虔的奧秘」的內含──乃是指主耶穌藉道成肉身，顯現

在世人中間。這節鑰節按原文共有六個在」和六個「被」，故可

分成三個對比： 

(1)「在肉身被顯現」對「在靈裏被稱義」，這是表明祂的人性

與神性(羅一3～4)； 

(2)「在使者中被看見」對「在外邦中被傳揚」，這是表明祂的

超越性與同在性； 

(3)「在世人中被信服」對「在榮耀裏被接」，這是表明祂的從

天降下仍舊在天(約三13)。 

基督如何「在」和「被」，教會也當「在」和「被」的基督道成

肉身原則。因此，教會存在的目的乃在彰現基督。史百克說得

好，「教會乃是一個屬靈的實際。你不能看見一些物質的東西，

或看見一些人在一起，就說：「這就是教會！」基督在你裏面的

分量有多少，那麼，你能算入教會裏面的分量也就有多少。因此

在我們裏面的基督纔能成功為教會。簡言之，教會乃是在基督裏

的那個生命的整體。」 

(二)「敬虔的奧秘」的意義──主耶穌的降生、死而復活、升天

等是我們敬虔的根源。所以敬虔不是指端正，恭敬，有禮貌；敬

虔乃是神在肉身顯現！主耶穌的道成肉身，如何是敬虔的奧秘

呢？乃是在祂的身上彰顯神，藉著祂把人引到父那裡去(約十四

6) 。照樣，主所成就的，也成了教會的中心內容；同時這也是

教會在地上的使命。教會是基督的身體，要彰顯這敬虔的奧秘。

所以當教會的光景正常，所有蒙恩的聖徒們都在敬虔上操練自

己，而思想、言語、行為、態度上不再是自己，乃是以基督作人

位，活出基督，就能彰顯神性一切的美德和豐盛的榮耀。那結果

就是被聖靈稱義，被天使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

在榮耀裡。 

從前有一個人到非洲去傳道，他在那裏講論主：主耶穌是神的兒

子，並且非常愛世人，曾用三多年的工夫，幫助人，教訓人，看

顧人，為人受苦，受死，……那人還未講完，即有土人起立問他

說：你講的那人是主耶穌麼？他說，不錯，我是講那愛人的主耶

穌，那土人說：那位主耶穌我們看見過了。其餘的土人，也都說

這一樣的話，那傳道者詫異得很。那土人隨即述說許多年前有一

位主耶穌曾到這裏來幫助我們，看顧我們……那位傳道先生纔知

道是早年已有人比他先到這裏來傳道，那人在土人中間，不是單

講主的道，並且將主活活地介紹給土人，使土人所看見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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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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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乃是基督在他身上！我們之中有多少人像基督，是基督？在

我們的工場裏有基督否？在我們的學校裏，醫院裏，公司裏，家

庭裏……都有基督否？ 

【《馬太福音第十二章》──王是更大的一位】 
【讀經】馬太十二 1～50。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認識君王救主是一切預表的實際，主要啟

示祂是更大的一位──是安息日的主，神國和神家的實際。 

【主題】《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主題說到：(1)安息日的爭論(1

～21節)；(2)趕鬼權柄的爭論(22～37節)；(3)關乎神蹟的爭論

(38～45節)；(4)天國親屬的關係(46～50節)。 

【特點】我們特別看見，王一系列的啟示──因著主耶穌與文士和

法利賽人之間的爭論，祂啟示祂是一切預表的實際:(1)祂是真「大

衛」(1～4節)；(2)祂是更大的「殿」(5～6節)；(3)祂是「安息

日」的主(7～16 節)；(4)祂是「預言」的應驗(17～21節)；(5)祂

是「那壯士」(22～37節)；(6)祂是更大的「約拿」(38～41節)；

(7)祂是更大的「所羅門」(42～45節)；(8)祂是神家的實際(46～

50 節)。 

【鑰節】「因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太十二 8) 這說出人子來

是要照著神心中的原意，使安息日的意義得以成全，使人得著恩

典，得著能力，幫助和祝福。 

「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人怎能進壯

士家裏，搶奪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壯士，才可以搶奪他的

家財。」(太十二 28～29) 藉著主耶穌醫治被鬼附著、又瞎又啞的

人，說出主耶穌滿有聖靈的權柄和能力；無論祂到那裏，那裏就沒

有鬼的權柄存在的餘地，當然也就是神的國臨到那裏了。 

【鑰義】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主耶穌所作的宣告： 

(一)祂是真『大衛』(1～4節)── 當大衛在逃避掃羅王的追殺

時，他和跟從他的人吃了陳設餅(撒上二十一 1～6)。在舊約裏，

『大衛』預表基督，『跟從他的人』預表主的門徒，『陳設餅』預

表基督做我們生命的享受。在新約裏，主這位『真大衛』來了，

帶來豐滿的供應，使我們得著飽足。 

(二)祂是更大的『殿』(5～6 節)──祭司在聖殿中安息日照常為

百姓獻祭，並不為罪，是因為他們是在殿裡。基督是更大的

『殿』是指祂的工作是救人愛人，而非為難人。在新約裏，當我

們在這位更大的『殿』(既是基督)裡，便脫離了律法的捆綁，不

再靠行律法稱義，乃是因信稱義(加二 16)。 

(三)祂是『安息日』的主(7～8節)──祂是安息日的實際，使人

得安息。我們有了祂，就有了真安息。舊約裏對安息日的意義一

共有三：(1)記念神歇了創造的工而安息了 (創二 3)；(2)是神與

以色列人立約的憑據(出卅一 12～17，結二十 12)；(3)記念以色

列民蒙救贖而進入安息之地(申五 12～15)。然而法利賽人以神的

律法和猶太傳統的解釋作為基礎，特別附加了 39項安息日的誡

律，是關於在安息日絕對禁止的活動，其中包括有收割、簸穀、

打穀，準備飯食等。神設立安息日，原意是要人藉著它更新與神

的關係，而重新得著能力和祝福。但法利賽人只重視遵守外面宗

教的規條，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卻不敬畏神，因而使安息

日成為形式化，失去了安息日的實際。於是，人守安息日不僅沒

得福，反而使人活在重擔轄制中。試想在安息日，法利賽人不但

控告門徒(太十二 2)，甚至想要除滅耶穌(太十二 14)。他們這樣

只守安息日的規條，卻不尊重安息日的主，他們的背叛橫梗，如 

何能使他們有安息呢？當主耶穌說，「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太十二

8)時，讓我們明白，祂正在執行神無限憐恤的旨意(太十二 7)，要

使安息顯明在人身上，祂的供應使人脫離饑餓的困苦，祂的醫治使

人脫離生命的軟弱、殘缺。人有了「安息日的主」，才有真正的安

息。 

今天在恩典時代的基督徒並無守安息日的義務，但我們要尊重住

在我們裏面的「安息日的主」，耍不斷地來到祂面前，接受祂豐

滿的供應。請再聽祂的呼召：「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

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太十一 28)。如此，天天都是安息

日，處處都有安息。 

(四)祂是義僕『預言』的應驗(17～21 節)──祂是以賽亞書中預

言(賽四十二 1～4節)的應驗和實際。這位王是神的僕人，將公

理傳給外邦，而外邦人都要仰望祂的名。有人說得好，「在以賽

亞描繪中，基督與父神聯合，祂向列國傳揚祂的使命、對受苦群

眾的慈心和最後的得勝。除了祂的名，世上沒有別的希望。以賽

亞沒有用枯燥死板的學術名詞形容基督──世人的救主，而是以

豐富、珍貴的想像來描繪祂。」 

(五)祂是「那壯士」(22～37 節) ──祂能將壯士捆綁，是因祂

得勝的權柄對付了仇敵魔鬼。今天祂的十字架是得勝的權勢，使

我們也能自由搶奪壯士的家財，搶救受制的靈魂。 

(六)祂是更大的『約拿』(38～41節)──約拿的神蹟(拿一 17)

預表主耶穌為我們受死並埋葬，曾經降在地底下(弗四 9)，逗留

在陰間(徒二 27)，三天為我們從死裏復活。現今世代獨一的需

要，就是看見並接受祂死而復活的事實。 

(七)祂是更大的『所羅門』(42～45節)──祂比所羅門更大。因

祂是更大的君王，祂是萬王之王(啟十七 14)。祂是我們的智慧

(林前一 30)，建造教會作神居所(弗二 22)，並且要得國(啟十一

15)，所以我們都要聽祂(太十七 5)。 

(八)祂是神家的實際(46～50 節)──凡遵行天父旨意，與祂結合

的人，就是祂的親人。因此，祂的國度，就是藉著這些在靈性上

屬祂的至近親屬，和忠於神旨意的人，得以建立。 

【默想】  

(一)法利賽人看重規條過於人的需要，但祂喜愛憐恤，關心屬祂

的人，解决了他們的需要。讓我們重視生命的需要，超越一切的

規條、遺傳，使人得著生命的醫治吧！ 

(二)先知以賽亞描寫這位耶和華至高的僕人，傳公理、行公理、

叫公理得勝；祂對人不摧殘，反愛惜。讓我們能像主，凡事討神

喜悅，以溫柔幫助軟弱的人吧！ 

(三)主耶穌在地上的工作，就是要把神的國帶到地上來(太六

10)；哪裏有祂的權柄，哪裏就沒有魔鬼容身之地。讓我們尊主

為大，奉祂全能的名，捆綁那壯士(撒但) ，使被囚的人得釋放

吧！ 

(四)尼尼微人一聽見約拿所傳的信息，立刻就悔改(拿三 5～8)。

祂是更大的約拿！讓我們見證死而復活的基督，是人唯一的需要

吧！ 

(五)所羅門王時代的示巴女王，不遠千里只為去聽神啟示所羅門

的智慧話(王上十 1～10)。祂是更大的所羅門！ 讓我們肯付代

價，來聆聽主的話吧！ 

(六)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幫助主耶穌的「弟兄」，同情祂的

「姊妹」，溫柔愛祂的「母親」(46～50 節)。讓我們活出神國實

際，建立新關係，成為祂至近的家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