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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5 年 11/1~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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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黄志杰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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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一日 

讀經 多二；盼望的福 

鑰節 因為神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

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義，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

福，並等候至大的神和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他為

我們捨了自己、要贖我們脫離一切罪惡、又潔淨我們、特作

自己的子民、熱心為善。 (多二 11～14) 

十一月二日 

讀經 多三；留心行善。 

鑰節 並且我們的人要學習正經事業、〔或作要留心行善〕豫備所

需用的、免得不結果子。(多三 14) 

十一月三日 

讀經 門一；超越一切的愛。 

鑰節 他從前與你沒有益處，但如今與你我都有益處。我現在打發

他親自回你那裡去，他是我心上的人。 (門 11～12) 

十一月四日 

讀經 來一更尊之名。 

鑰節 祂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貴，就遠超過天使。（來

一 4） 

十一月五日 

讀經 來二；鄭重救恩。 

鑰節 所以我們當越發鄭重所聽見的道理，恐怕我們隨流失去。

（來二 1） 

十一月六日 

讀經 來三；彼此相勸。 

鑰節 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

罪迷惑，心裏就剛硬了。（來三 13） 

十一月七日 

讀經 來四；施恩寶座。 

鑰節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

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來四 16） 

【本週聖經鑰句】 
「從前」和「如今」(門 11) ──這是一個明顯的比較，表現出

阿尼西母的改變。阿尼西母名字的意思是「有益處的」，但因

他從前棄主逃跑，對腓利門來說，根本沒有益處，甚至跟他的

名字完全相反。然而，本書我們看見他信主之後的改變︰ 

(一)基督的生命，能改變一個人的價值。基督能將罪人轉化為

聖徒，使一個沒有益處的人，變成別人的益處；使一個沒有用

的人，使其變為有價值的人。並且在阿尼西母身上我們看到，

他「從前」是一個傷腓利門心的人，「如今」變成保羅的「心

上的人」。 

(二)基督恩典的能力，能改變人的生活為人。阿尼西母遵照保

羅的指示回到主人腓利門那裏去；當然恩典會也在腓利門身上

作工，使他遵照保羅所求的，看他如同弟兄(門 16)。在阿尼西

母回去的路上，他也有同伴推基古的鼓勵(西四 7)。主人有權處

決逃走的奴隸，但阿尼西母卻願意接受保羅的安排，而回去守

住他蒙召時的身份(林前七 20～24)。這指出一個真心悔改信主

的人，必須面對自己的過去，靠著基督恩典的能力，而重新出

發，並超越過去的事情。 

(三)基督救贖的工作，能改變人的地位。阿尼西母所犯的罪，

按羅馬法律，本該處死的，但因著保羅甘心的代求和代償，他

得著主人的赦免和接納。其實我們不也都像阿尼西母一樣嗎﹖

是基督用寶血的重價將我們救贖回來，使我們與神和好，不再

作祂的仇敵，而被接納作祂的兒女，享受神家中之愛。 

(四)基督超越一切的愛，能使一個「奴隸」變為「弟兄」。阿

尼西母由奴隸的身份，成為弟兄的身份，乃是藉福音與基督的

愛。唯有主的愛和真理，能叫人得自由、心靈得釋放、生命得

更新。曾逃跑的阿尼西母本該是被處死，但因保羅愛的請求和

腓利門愛的接納，使他重獲自由，成為神的家人。 

摩根說得好，「基督信仰的最高工作就是改變人，從這些改變

的生命當中將會產生所有社會條件的改變，以及公義和愛心的

得勝」。 

【一個扒手的改變】葛培理第一次去倫敦主領大會時，一個高

明的扒手，要從一排最裏面的座位出來，到台前接受主，在這

排靠近走道處，有一位穿著體面的人，也要上前去接受主；當

兩人一同走向講台時，這位原來作扒手的人，從口袋裏拿出一

隻皮夾，還給另一人說：「這是你的錢包，是我進來時從你身

上扒來的，對不起！」 

《馬太福音第十三章》──天國奧秘的比喻 
【讀經】馬太十三 1～58。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明白天國比喻的內容，目的和解釋，

因而認識(1)君王救主的工作；(2)仇敵對天國的破壞；(3)人對

天國的反應和結局；(4)作家主的責任。 

【主題】《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主題說到：(1)四個天國外表

和範圍的比喻(1～43節)，包括撒種，稗子，芥菜種變形和麵酵

變質；(2)三個天國實際的比喻(44～50 節)，包括藏寶，賣珠和

撒網；(3)門徒作家主的責任(51～52節)；(4)拿撒勒人厭棄主

耶穌(53～58 節)。 

【特點】我們特別看見:王被祂的百姓棄絕以後，以七個比喻來

講解天國的奧秘──(1)撒種的比喻述說天國與人心的關係(17

～23節)；(2)稗子的比喻述說仇敵將假冒摻進天國裏(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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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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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3)芥菜種的比喻述說仇敵使天國的外表有了畸形的發展

(31～32節)；(4)麵酵的比喻述說仇敵使天國的內在本質腐化敗

壞(33 節)；(5)寶貝的比喻述說主對天國的寶愛(44節)；(6)珠

子的比喻述說主對天國的珍貴(45～46節)；(7)撒網的比喻述說

天國的結局(47～50 節)。 

【鑰節】「祂用比喻對他們講許多道理，說：『有一個撒種的出去

撒種。」(太十三 3) 這撒種的比喻啟示了王的工作，乃是來播

種，為天國結果實，預備大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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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說到天國與人心的

關係，就是要讓神的話在心裏頭深深地往下扎根；並且心房有充

裕的空間，讓神的話向上生長，才能結出結實的果子來。 

【鑰字】「好地」(太十三 23)──是解釋天國成長之律的鑰字，

「好」原文為 kalos，指「好的」、「正確的」，「有用處的」。在這

裡，主就是那一個出去「撒種」的人(3，24 節) ；祂所種的

「種」，只有一種種子，就是主自己──活潑常存的道 (彼前一

23)；而「地」就是指人的心。然而，主說到人裏面的光景對那

種子的不同的反應，而產生了不同的結果。人若對所領受的道，

回應並且順從，就結實結出許多果實來，有三十倍，六十倍，一

百倍的。 

主把這種子撒在我們的心田裏，能否成長和結果，完全取決於我

們是屬於哪一種心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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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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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鑰義】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 

(一)天國成長之律──在撒種的比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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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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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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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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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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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心是一塊怎樣的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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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天國的責任──在這章裡，我們看見主說了這些比喻，就問

門徒說，「這一切的話，你們都明白了麼？」(太十三 51)這裡所

著重的是在於「明白」，原文為 suniemi，這字按字面直譯，也可

作「匯集」。主藉着這些比喻將天國的奧秘匯集起來，向門徒揭

開天國發展的過程和人當用甚麼樣的態度來對待「隱藏的天

國」。因此，主十分重視門徒是否明白祂說了「這一切的話」，因

為這事關係到門徒是否能承擔主的托付。因為明白了主說的話，

人就會有屬天的眼光以主的標準，去衡量這世代；按著神的旨

意、計劃、程序去服事這世代。 

當他們回答祂說，「我們明白了！」就在這個基礎上，祂說：「凡

文士受教作天國的門徒，就像一個家主，從他庫裏拿出新舊的東

西來。」(太十三 51～52)主開始宣告他們的責任，要他們在所處

的世代中作「家主」(太十三 52)，從府庫中取出新舊的東西供應

人。這裏的「新舊的東西」是指「今古」，也就是指舊約和新約

的教導。主耶穌在這裏指出，祂的門徒是這時代的家主。所以，

他們不僅要像猶太文士般熟悉舊約的律法，更要領受祂帶來的嶄

新信息，也就是得著天國奧祕之教導。這樣，他們就能像一個家

主，活用所學會的「新舊的東西」，並賦予它們新的意義和新的

應用，而用新的方式將天國的實際帶給別人。宣信說得好，「舊

的原則是萬不可更改或增減的，但可以應用在我們新的環境上給

我們新亮光與新力量！」 

今日主有迫切的需要，呼召人起來照管神的家(提前三 5，15)，

並牧養祂的教會(徒二十 28，32；彼前五 2～3)。所以，求主恩

待我們，使我們有屬靈的耳朵，能仔細聽到(太十三 9，43)，且

聽懂(太十三 52)主的話。因為準確的認識新舊約神的話，又能靈

活地應用自己對神話的新舊經歷，是使我們能成為時代的供應者

唯一的條件。願我們今天在教會中，能以對神話的新舊經歷，來

牧養和建造神的教會，使天國的實現，能夠早日來臨。 

【默想】  

（一） 天國的比喻說出不能朽壞的種子，其成長與結果的故事。

然而天國裏首要的就是人心；心一有問題，總難達到豐

滿。我們是否常清理內心(不輕忽、不剛硬、不迷惑) ，

讓主的話生根、成長與結果呢？ 

（二） 稗子的比喻說出一切的假冒，都是出於魔鬼的，因為牠是

說謊之人的父(約八 44)。我們是否要儆醒，不受騙，更

不讓仇敵將假冒摻進人心裏、教會裏呢？ 

（三） 芥菜種與麵酵的比喻(31～33 節)說出我們當防備撒但的

破壞力，不要使教會而變形、變質。 

（四） 解釋稗子的比喻(34～43節)說出我們當儆醒、拒絕一切

只有敬虔外表而無敬虔實際的仿冒品。 

（五） 寶貝和珠子的比喻(44～46節)說出我們當明白天國的價

值遠勝一切，而付上代價，使我們能進入天國的實際(太

十一 12)。 

（六） 撒網的比喻(47～50 節)說出我們當有嚴格的分辦力，不

應与世人隨波逐流，同流合污，羞辱主名。 

（七） 新舊東西的庫藏(51～52節) 說出我們當儲存並活用主的

話是明白天國之奧秘的秘訣。 

（八） 拿撒勒人厭棄主耶穌(53～58 節)說出人不信、不尊敬

祂，就無法明白天國的奧秘，也看不見主恩典的作為。 

（九） 太十三章有 19次提到「聽」，我們聽到嗎？聽進嗎 ？都

聽明白了麼？ 

【禱告】親愛的主，謝謝祢藉著祢的話向我們啟示「天國的奧

祕」，讓我們緊緊的抓住祢的話，對祢的話有反應。求祢保守我

們的心，勝似保守一切(箴四 23)！主啊，幫助我們的心成為好

土，對祢的話作出正確而深入的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