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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5 年 5/24~ 5/30 
福音營 

Blue Mountain Christian Camp 

福音聚會                          9:00-12:00  AM 

擘餅聚會                          7:00-8:00     P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王麗斌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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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晚上 8:30-9:30 PM     杨震宇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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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二十四日 

讀經 約四 31～54；信主應許 

鑰節 耶穌對他說：『回去罷，你的兒子活了。 』那人信耶穌所說

的話，就回去了。(約四 50) 

五月二十五日 

讀經 約五 1～30；癱子行走 

鑰節 耶穌對他說：『起來，拿你的褥子，走罷。 』那人立刻痊

愈，就拿起褥子來走了。(約五 8～9) 

五月二十六日 

讀經 約五 31～47；讀經之路 

鑰節 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就是

這經。然而你們不肯得生命。(約五 39～40) 

五月二十七日 

讀經 約六 1～21；五餅二魚 

鑰節 在這裏有一個孩童，帶著五個大麥餅，兩條魚；只是分給這

許多人，還算什麼呢？(約六 9) 

五月二十八日 

讀經 約六 22～40；生命的糧 

鑰節 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

不渴。 (約六 35) 

五月二十九日 

讀經 約六 41～71；還歸從誰 

鑰節 西門彼得回答說：『主阿，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

(約六 68】) 

五月三十日 

讀經 約七 1～36；主的時候 

鑰節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的時候還沒有到；你們的時候常是方便

的。 』 (約七 6) 

【本週聖經鑰字】 
「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 

(約六 35) ──約翰福音第六章 35節，主在此向世人宣告，祂是 

從天上降下生命的糧，乃是使人得到生命。從這節聖經，我們看

到饑餓的如何得著飽足，乾渴的如何得著解決的過程： 

(一) 認識祂就是『我是』──不是頭腦上的知識，而是在聖靈中

受啟示。約翰福音一共記載了七個眾所熟悉的以『我是』開

始的句子，宣告基督乃是神自己來滿足人一切的需要。而祂

的名字就是「我是」；我們需要什麼祂就是什麼。祂是祂以

自己來滿足我們的一切需要。此節是主七個宣告的第一個，

表明祂能滿足我們至深的飢餓，能供應我們一切所需。 

(二) 到主這裏來──不僅僅是參加教會的活動、例行禱告、讀經

等，乃是建立信靠祂、順服祂、愛祂的關係。所以要存清潔

的心到主面前來，讓祂寶貴的話語感動、光照、引導我們。

主啊，你若來吸引，有誰不跟隨呢(歌一 4)？ 

(三) 相信祂──不僅僅是相信而接受祂，乃是信入而聯於祂的能

力、智慧、引導、保守、供應。基督有如神所開的一張簽了

名的空白支票，而我們只須用信心來支取祂一切的豐富和無

限的祝福。 

親愛的，生活的每一天，我們是否用盡時間精力，只為肉身的 

食物奔波，還是到主這裏來，為永生的食物勞力呢？  

【家訊信息】王的家譜和降生 
【讀經】馬太一 1～25。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了解舊約到新約的轉變，乃是從耶穌基

督降生開始；以及明白祂降生的目的，乃是神來作人的君王救主，

並使人經歷與神的同在。 

【主題】《馬太福音》第一章主題強調：(1)耶穌基督的家譜(1

～17節)和(2)耶穌基督降生的事(18～25 節) 。 

【特點】本章我們特別看見: 

（一） 耶穌基督擁有王族家譜的身份，祂的降生是藉馬利亞從聖

靈懷孕而帶進的； 

（二） 祂被稱為：(1)「大衛的兒子」，就是承受國度，而要作

王掌權；(2)「亞伯拉罕的兒子」，就是承受應許，而叫

萬國因祂得福；(3)「耶穌」，就是耶和華救主，而要將

人從罪惡裏面救拔出來；(4)「女人的後裔」(創三 15)，

神所應許要來的彌賽亞，而應驗了舊約的預言；(5)「以

馬內利」，就是祂道成肉身，要與信的祂人聯合，同在。 

【簡要】本章 1～17 節首先提到耶穌基督的家譜，使本書與舊約

聖經連繋。馬太寫此家譜時，刻意把亞伯拉罕到基督的世代，分

成三個段落，每段各有十四代：第一段從亞伯拉罕到大衛，共一

千年(2～6 節)；第二段從大衛到耶哥尼雅(6～11 節)，共四百年；

第三段從耶哥尼雅到基督(11～17 節)，共六百年。顯然出於屬靈

的原因，這個家譜的名字有略而未計，並特意刪除了其中三代，

例如亞哈謝、約阿施、亞瑪謝(代上三章 11～12)，因為神要追討

他們拜偶像的罪。這一家譜共四十二代，分為三段，特別提到了

神子民歷史中的三個轉捩點──揀選、掌權、被擄，代代都顯明

人對耶穌基督的期待。 

18～25節描述主耶穌降生的事蹟以及祂的命名。馬利亞已經許配

給約瑟，還沒有迎娶，就由聖靈懷了孕(18節)。約瑟想要暗暗休

掉馬利亞，卻在夢中從主的使者得著啟示(19～20節)。天使要約

瑟給孩子取名為「耶穌」，因為祂要將百姓從罪惡中拯救出來；

並要應驗舊約以賽亞七章 14 節的預言，就是人稱祂為「以馬內

利」，表明「神與我們同在」(21～23節)。約瑟醒了之後就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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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在病中曹波姊妹，张凉姊妹的母親，上海张建伟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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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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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的吩咐娶了馬利亞，生兒子之後取名為耶穌(24～25 節)。馬

太把這些事記下來，宣告主耶穌來了，見證神與人同在的新時代

開始。 

【鑰節】「耶穌基督──大衛的兒子，亞伯拉罕的兒子──的家

譜。」(太一 1，原文直譯) 這一節是開啟全書的鑰匙，給我們看

見本書的主題和內容就是「耶穌基督」。像全部的聖經一樣，本

書是以基督的身份、地位和工作為中心，一方面是為著應驗祂就

是聖經中所有預言、應許、期盼的君王(彌賽亞)；另一方面也說

明祂的職事，乃是宣告天國的來臨，帶下屬天的秩序，呼召百姓

從罪中回轉，進入屬天的國度裏。 

「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必有童

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翻出來就是

『神與我們同在』。)」(太一 22～23) 這宣告神的計劃，就是神

將親自降生成為人，住在墮落人的中間；並要與信的祂人聯合，

同在。 

【鑰字】「耶穌基督」(太一 1)──《馬太福音》是以「大衛子孫

耶穌基督是王」為主題所寫的福音書，因此馬太在第一章用了 17

節的篇幅，引我們到舊約時代中兩個最重要的約――大衛的約(關

於承受國度：撒下七 12～13，耶二十三 5，路一 32～33)和亞伯拉

罕的約(關於承受應許：創二十二 16～18)，充分證明瞭祂就是舊

約時代先知預言的完滿應驗和承受者。祂要作王直到永遠，祂的

國度沒有窮盡(路一 32～33)，地上的萬族都要因祂得福(加三 8，

14)。 

「以馬內利」(太一 23)──希伯來文原文意是「神與我們同在」。

「以馬內利」希臘文為 emmanuel，這不尋常的名字是一個三合一

拼合的名稱：「以馬(Emma)」就是同在，「內(nu)」就是我們，

「利(el)」就是神。這是神要藉著祂的降生成就祂創世的計劃──

神人合一！所以，「以馬內利」不僅僅是一個名字，乃是一個人，

並且顯示了四個重要的真理︰(1)祂不僅是神的兒子，祂乃是神成

為人，道成肉身，與人同在；(2)祂是神而人，神在人裏，人在神

裏，在祂裏面神與人同在；(3)我們得著祂，就是得著神，與祂同

在，也就是與神同在；(4)我們惟有在祂裏面，才能經歷與神和好，

和神同在。 

一位聖徒說，「第一章的末了，就是福音書進步的記載。在舊約

裏，神是為祂的百姓；在福音書裏，祂是同祂的百姓；在書信裏，

祂是在祂的百姓。這三個──神為我們，神同我們，神在我們

──是神對人的經過與終局。聖潔是永久的在天上，成肉身於世

上，居住於聖徒裏的。」今天神不儘是在我們中間，更是藉著聖

靈住在每一個聖徒的生命裡。所以無論在任何境況下，我們都能

經歷祂的同在，享受生命、亮光、平安、喜樂、聖潔、公義、真

實、誠信…。所以若有人想以財富、名聲、地位、權力、享受來

代替祂的同在，結果總是憂愁、悲哀、虛空、死亡 (傳二 11，22

～23)。 

【鑰義】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王的命名──在這章裡我們看

見主「耶穌」，「基督」和「以馬內利」，這三個名字各有其意

義，表明主是道成肉身，並顯明祂來到地上的使命： 

（一） 「耶穌」(1，16，18，21，25 節)這個名字在舊約希伯來文

中即為約書亞，其含義就是「耶和華的救恩」。這個寶貴的

名字在四福音書中出現超過 500次以上，在新約中則出現了

909次之多。主降卑為人，是為了救一切相信祂的人，將我

們從罪惡中拯救出來(21節)。哦！祂是何等寶貝的救主！

讓我們天天親近祂，我們有祂，何懼罪惡權勢和能力？ 

（二） 「基督」(16，17，18節) 是希臘文，在舊約希伯來文中就

是彌賽亞，其意義就是受膏者(詩二 2；四十五 7；但九 20)。

因為祂擁有先知、祭司和君王的三種職份。《馬太福音》見

證並且肯定「耶穌是基督」。祂來到世上，乃是為實現神救

恩的計劃，完成神的旨意，在聖徒心中作王掌權，將天國建

立在地上(四 17 節)。哦！祂是何等尊貴的救主！讓我們天

天聯於祂，我們有祂，何懼爭戰？ 

（三） 「以馬內利」(23 節) 在希伯來文中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以馬內利」叫我們蒙恩到一個地步，與神和好，和神同在，

彼此交通，互相聯結，合二為一。這是何等的福份、何等的

寶貴！哦！讓我們天天經歷祂的同在，我們有祂，何懼憂慮、

苦難、鬼魔？ 

願我們讀這一卷書時，在每一頁的字裡行間，能看見祂可愛的

榮容，能聽見祂慈愛的聲音，以致使我們更愛祂，更信祂。因

此，讓我們存著尋求基督的心，(1)研讀這一本奇妙的「書」

──國度福音；(2)認識這一位奇妙的「人」──「耶穌」，

「基督」和「以馬內利」。所以，願這一本「書」向我們打開，

而「耶穌」，「基督」和「以馬內利」不只是三個美好寶貴的

名字，更是我們在生活中的體驗。 

有一則故事說，大音樂家莫扎特 (Mozart)遇見一個討飯的。討

飯的向他訴說苦情，要他幫助。但是慕薩力不從心，就請討飯

的跟他到一咖啡廳裏。既已坐下，慕薩就從袋中拿出一張紙來，

在幾分鐘內寫成一篇樂譜，並寫一封信，命那求助的人，拿去

見一出版家。出版家一見慕薩的樂譜，立刻將一筆巨款，交給

那個求助的人。因慕薩的作品就是現銀，一交到出版家的手中，

就如支票能以索取現銀一樣。用不著說，那求助的人得款之後

何等欣喜！我們更要歡欣，因著主耶穌的名，和祂的功績，我

們可以隨時向神支取我們一切所需要的。 

【默想】  

（一） 新約頭一個和末一個人名都是「耶穌」(太一 1；啟二十

二 21)，說明主耶穌基督是全本新約聖經的始終與經過。

所以，無論是大事或小事，我們是否不靠別的，凡事只仰

賴祂呢？ 

（二） 「基督」被差遣來完成最大的使命，叫一切信祂的，愛祂

的，與祂合二為一。我們是否肯定自己是一個在基督裡，

屬於基督，甘心跟隨基督的人呢？ 

（三） 「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是從馬利亞生的。」(太一 16)這

表明主耶穌是由童貞女而生，祂乃是「女人的後裔」(創

三 15)，能把第一個亞當所帶來罪的咒詛和死亡扭轉過來。

所以，我們生活中的每一細節，是否讓祂介入使詛咒，成

為祝福呢？ 

（四） 「你要給祂起名叫耶穌。」(太一 21)這個名字甜美芬芳，

因我們得救、得活、得勝，全靠「耶穌」的名！我們是否

認識主「耶穌」甘甜的名，尊祂為主為王呢？ 

（五） 「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太一 23)在每天繁忙的生

活中，我們憑信能經歷「以馬內利」――主的同在。我們

是否讓祂的同在，管理我們生活中的每一細節呢？ 

【禱告】親愛的主，我們何等願意每時每刻都享受祢的同在，

因祢的同在是何等的寶貴，祢的幫助又是何等的應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