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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5 年 7/19~ 7/25 
主日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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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英杰 弟兄家 

Morganville 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刘任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8:3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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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九日 

讀經 徒十六 1～15；聖靈不許 

鑰節 到了每西亞的邊界，他們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穌的靈卻不

許。 (徒十六 7) 七月二十日 

讀經 徒十六(16～40) ； 全家得救 

鑰節 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徒十六 31下) 

七月二十一日 

讀經 徒十七；考查聖經 

鑰節 這地方的人賢於帖撒羅尼迦的人，甘心領受這道，天天考查

聖經，要曉得這道是與不是。 (徒十七 11) 

七月二十二日 

讀經 徒十八家與教會 

鑰節 遇見一個猶太人，名叫亞居拉，他生在本都；因為革老丟命

猶太人都離開羅馬，新近帶著妻百基拉，從義大利來。保羅

就投奔了他們。他們本是製造帳棚為業。保羅因與他們同

業，就和他們同住作工。 (徒十八 2～3) 

七月二十三日 

讀經 徒十九 1～20主道興旺 

鑰節 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  (徒十九 20) 

七月二十四日 

讀經 徒十九 21～41 以弗所的大暴亂 

鑰節 那時，因為這道起的擾亂不小。(徒十九 23) 

七月二十五日 

讀經 徒二十 1～16靈命復興 

鑰節 有一個少年人，名叫猶推古，坐在窗臺上，困倦沉睡。保羅

講了多時，少年人睡熟了，就從三層樓上掉下去；扶起他

來，已經死了。保羅下去，伏在他身上，抱著他，說：『你

們不要發慌，他的靈魂還在身上。』 (徒二十 9～10) 

七月二十六日 

讀經 徒二十 17～38 屬靈功課 

鑰節 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 (徒二十 28) 

【本週聖經鑰句】 

「天天考查聖經」(徒十七 11) ――路加用不同的詞來描述帖撒

羅尼迦人和庇哩亞人的相信；雖然兩者的基本意義相同，但仍

然隱含著一些區別。路加說帖撒羅尼迦人「附從」(4節)保羅和

西拉，指他們的信心是建立在「被說服」的基礎上。他又說庇

哩亞人多有「相信」(12節)的，那不單單指被辯詞說服，而是

指靈裏的完全相信。庇哩亞的人被聖經稱作賢於帖撒羅尼迦的

人，不是因為知識、才幹、財富、地位，是因他們(1)甘心領受

――渴慕的心；(2)天天考查――殷勤追求；(3)要曉得這道是

與不是――慎思明辨。他們查考所帶來的結果是「中間多有相

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貴的婦女，男子也不少」(12 節) 。 

英國解經王子摩根說：『解經的秘訣無他，乃是用功讀聖經，

用功再用功。』所以我們若要「曉得這道是與不是」，便須從

「考查聖經」入門。『考查』在原文的意思是『搜尋』，好像

丟了一件東西，要翻箱倒篋地去搜尋那一件東西；考查聖經，

就是不著急地、慢慢地、仔細地來讀聖經。我們對於聖經要用

搜尋的態度來讀它，每一句話都要讀到領會了才算數。讀的時

候要問：這句話是甚麼時候寫的？是誰寫的？是寫給誰的？是

在甚麼情景裏寫的？有甚麼感覺？為甚麼寫這句話？寫這句話

是要達到甚麼目的？我們把這些問題慢慢地在那裏問，仔細地

在那裏找答案，一直等我們找到了我們所要的才可以。 

【神的話】一八九四年的某一天，許多中國的信徒聚集商議，

要送一件禮物給慈禧太后，慶祝她六十大壽。在祝壽當天，他

們也參加了這一行列，送了一個精緻的松木匣子，裏面有一個

紅色的絲絨匣子，再裏層是光可鑑人的銀匣，銀匣中放著一本

聖經，這本聖經有四磅半，用白色緞子為書頁，四週印上金

花，書面是銀製的，上面刻著幾隻鳥和一叢竹，鳥代表信徒，

竹報平安。如今這本全新精裝聖經，卻在美國聖經公會的藏書

室，一本未曾用過的聖經，對於慈禧太后有甚麼價值？ 今日大

部份信徒家中都有聖經，甚至不只一本，有的更是皮面金邊。

但若只是放著不用，於你又有何益處呢？盼望我們都能有實踐

神的話使生活信仰化的決心。 
【《馬太福音第八章》】──王彰顯權能 

【讀經】馬太八 1～34。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認識君王救主所作的事，看祂如何行神

蹟，而彰顯君王的權柄和能力，勝過了一切自然的(疾病、風浪)

和超然的(鬼魔)。 

【主題】《馬太福音》第八章主題說到：(1)王的權能顯明在醫

治各種疾病(1～17節)和(2)王的權能顯明在各樣的境界中(18～

34 節)。 

【特點】在王宣佈「天國憲法」(五章至七章)之後，馬太根據蒐

集了不同類別的神蹟，介紹祂在加利利作工時，在每一個範疇之

內，施展了祂的王的權能，而且顯出了祂對人的慈愛。在第八至

九章中，我們可將十二個神蹟分成以下的四組：(1)醫治拯救的

大能(2)駕馭自然的力量；(3)征服撒但的權能；(4)勝過死亡的

權能。 

【簡要】《馬太福音》第八和第九章所記事件次序，不是照歷史

的次序寫的，乃是照真理發展的次序所編輯的。本章上半段(1～

17 節)記載主耶穌行了四件神蹟，顯明王的能力勝過各種疾病，

而醫癒了：(1)患大痲瘋的(1～4節)；(2)百夫長的僕人(5～13

節) ；(3)彼得的岳母(14～15 節)；(4)晚上來的許多被鬼附和一 

【禱告事項】 
◆ 為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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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在病中李济湟弟兄，李詠怡姊妹母親，紐約教會朱永毅弟兄禱

告。 



瑪波羅教會家訊───「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四 16) 

 

 

 
2 

切有病的人(16節)；(5)主耶穌行了這些神蹟，是要應驗先知以賽

亞的話(賽五十三 4)，說：「祂代替我們的軟弱，擔當我們的疾

病」(17節)，指出祂拯救罪人，不僅對付人的罪，並醫治人身體

的軟弱。 

本章下半段(18～34 節)記載王的權能顯明在各樣的境界中，其中提

到三件事：論及要跟從他的人(18～22節)；平靜風和海(23～27

節)；趕逐污鬼的權柄趕鬼(28～34節) 。這一段裏，我們看見王有

絕對的屬天權柄和超然的能力，是凌駕一切自然界的風浪和靈界權

勢的鬼魔。 

【鑰節】「有一個長大痲瘋的來拜祂，說：『主若肯，必能叫我潔

淨了。』耶穌伸手摸他，說：『我肯，你潔淨了吧！』他的大痲瘋

立刻就潔淨了。」(太八 2～3)這說出人得醫治的關鍵，乃在於(1)

主的肯与人的來和(2)主的能与人的信。 

「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祂代替我們的軟弱，擔當我

們的疾病。』(太八 17)馬太引用的先知以賽亞的話，是論到基督

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贖，就是人得醫治和得赦免的根基！ 

【鑰字】「肯」(太八 3)──原文為 thelo，意思是「確實願意」，

「決定」。這個長大痲瘋的人，認識自己的敗壞，且對主的能力有

相當的認識。但他不知主是否「肯」叫他得著醫治。因主的「能」

是能力的問題，主的「肯」是願意的問題；主的能力是受祂願意所

支配的。在這裡給我們看見，主以「我肯」回答患大痲瘋的「主若

肯」，並不加上什麼條件，表明祂是如何願意，醫治一切專心信靠

祂的人。祂的手不但是「能」，祂的心也是「肯」的。 

「代替」、「擔當」(太八 17) ──「代替」原文為 lambano，意

是「負起」，「接受」；「擔當」原文為 bastazo，有「忍受」、

「移開」、「除去」的意思。本節引自以賽亞五十三章 4 節，預言

耶和華的僕人代替人受苦，對付了人的罪。人類的一切的問題，是

背後的罪所致。所以，主第一次的顯現，在十字架上親身「擔當」

了我們的罪，並叫我們因祂所受的鞭傷得了醫治(彼前二 24)。因

此，使我們經歷天國的權能，軟弱變剛強，疾病得醫治，包括我們

肉身、精神或靈命上各樣軟弱。將來，主還要向那等候祂的人第二

次顯現，但那時將與罪惡無關，乃是單純為著拯救我們(來九 28)，

就是身體得贖(羅八 23)。 

【鑰義】本章我們特別看見: 

(一)王的憐愛和大能──我們看見主耶穌行神蹟，乃是藉著一連串

簡單卻極奇妙的事，顯明祂是說話有權柄的王，和有行動能力的

主。面對那些有需要的人，祂是用慈愛的「一句話」和權能的一

「摸」去回應。祂只用了一句話，無論近距離、遠距離，就能叫病

得治(3，8節)。他的「一句話」能治病，也能「一句話」趕鬼

(16，32節)。他說話斥責了風和海，平静自然界的風浪，也能平靜

人心裡的風浪(26節)。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主親口的「一句

話」和主親手的一「摸」，就能解決了我們所有的問題！ 

當祂用一句話和用手一摸，祂作了甚麼呢？「祂代替我們的軟弱，

擔當我們的疾病。」(17節)首先我們看見，不管是疾病，或是被鬼

附，都是說出人是何等的軟弱，身體受疾病的轄制，心靈被捆綁。

因而主所對付的，不是事情的外表，乃是在這一切背後的撒但權

勢。而此節也啟示了一個事實，祂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並叫我們

因祂所受的鞭傷得了醫治(彼前二 24)。所以祂在十字架上所成就

的，不只除去我們的罪惡，並且還使我們經歷祂生命的大能，軟弱

變剛強，疾病得醫治。雖然我們有時在生活中感覺困乏、悲傷，在

工作中感覺無力、深憂，或人生遭遇風波感覺失控、絕望。親愛 

的，讓祂「代替」、「擔當」吧！能使我們過得勝、喜樂、盼

望的生活！     

(二)王醫治痲瘋病──本章第 2節原文在開頭有「看哪！」一

詞，表示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事例。主醫治大痲瘋的人，乃是

顯明君王的權能。在聖經裏面，「大痲瘋」預表人污穢的罪(利

十三 14)，而且是與背叛權柄和不聽從命令有關(民十二 1～

10；王下五 19～14)。在耶穌那個時代，這是一個無法治癒的疾

病；更可怕的是，它是會傳染，使人變作腥臭腐爛至死。一個

患痲瘋的人會被要求与群眾隔離，一生註定要受孤單、恐懼的

折磨，而且每天生活在痛苦的絕望中。然而這位無名長大痲瘋

的人，遇見了主，生命得著了改變。 

馬太言簡意賅地地叙述了整個醫治的過程(2～4 節)。這位痲瘋

病患：(1)勇敢地「來」，他認識自己的敗壞無救；(2)真誠地

「拜」，他認定主的權能；(3)直接地「求」，他相信主醫治的

能力。而主及時的回應是：(1)「伸手摸他」，祂將憐憫、慈

愛、潔淨和醫治傳送到他身上；(2)以「我肯」回應了「主若

肯」，祂不但有醫治的能力，更有「肯」、十分願意的愛心；

(3) 最後發出命令「你潔淨了吧！」，祂一開口就有能力，就

有神蹟。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主用祂充滿能力和慈愛的手來

「摸」我們內心的深處，使我們得著心靈的潔淨和醫治。所

以，讓我們天天、時時來就近祂，經歷祂的「肯」吧 ！請記得

「耶和華的膀臂，並非縮短不能拯救，耳朵並非發沉不能聽

見」(賽五十九 1)。 

【默想】  

（一） 信心是支取天國一切恩典福份的關鍵。我們是否相信君王

救主的能力和祂慈愛的心嗎？ 

（二） 只要祂「肯」伸手觸摸，人就得了醫治！我們內心深處的

頑疾是否有如痳瘋腐蝕人？我們肯不肯來到祂面前，讓祂

觸摸我們？ 

（三） 只須祂「說」一句話，人的病就好了！我們有心無力的生

活是否有如癱瘓人？我們是否相信祂的權柄和能力的話？ 

（四） 主今天仍是伸出憐憫的手「觸摸」人的內心深處和用祂的

「話語」醫治人的病態、失控。無論何人，何種病症，祂

都肯、祂都能拯救！我們是否為自己和關心的人禱告呢？ 

（五） 主耶穌只用一句話，就把鬼都趕出去，並且治好了一切有

病的人以及治愈害熱病的彼得岳母(16～17節)。我們只要

得著主的「一句話」(8，16節)，就解決了所有個人或教

會的難處。我們還有什麼害怕呢？ 

（六） 主斥責風和海，風和海就大大的平靜了(23～27 節)。祂是

天地的主宰，顯明在環境背後，讓主來平静我們生命中的

風和浪吧！  

（七） 主使這兩個被鬼附的人得著釋放(28～34 節)。祂是靈界的

主宰，顯明在黑暗權势，讓我們預嘗基督來世的權能吧！  

【金句】「我們一直都在思考基督所行的神蹟，但是基督祂自己

就是最大的神蹟。祂道成肉身及其成就的方式是神蹟；祂無罪的

神蹟；祂有著人的順服的神蹟；祂隱藏的榮光的神蹟；祂所行的

神蹟的神蹟；祂的教訓的神蹟；祂的典範的神蹟；祂未使用的能

力的神蹟；祂自願和贖罪的死的神蹟；祂復活的神蹟；祂與基督

徒和教會同在的神蹟；祂饒恕人的恩典以及救贖大能的神蹟。」

――史考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