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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7/5~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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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宪明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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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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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五日 

讀經 徒七；殉道進榮 

鑰節 但司提反被聖靈充滿，定睛望天，看見神的榮耀，又看見耶

穌站在神的右邊。(徒七 55) 
 

七月六日 

讀經 徒八 1～25；福音開展 

鑰節 於是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徒八 4原文) 

七月七日 

讀經 徒八 26～40；順服聖靈 

鑰節 聖靈對腓利說，你去貼近那車走！ (徒八 29) 

七月八日 

讀經 徒九 1～30；保羅悔改 

鑰節 他說：『主阿，你是誰？』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

穌。』(徒九 5) 

七月九日 

讀經 徒九 31～43；教會增長 

鑰節 那時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各處的教會都得平安，被建

立；凡事敬畏主，蒙聖靈的安慰，人數就增多了。(徒九 31) 

七月十日 

讀經 徒十 1～23；禱告鋪路 

鑰節 天使說：『你的禱告，和你的賙濟，達到神面前已蒙記念

了。』(徒十 4 下) 

禱告 親愛主，我們願作禱告的人，叫袮的計劃快快達成。 

詩歌 求主教我如何禱告～churchinmarlboro  

七月十一日 

讀經 徒十 24～48；聖靈有路 

鑰節 聖靈降在一切聽道的人身上。 (徒十 44) 

七月十二日 

讀經 徒十一；真基督徒 

鑰節 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首。(徒十一 26下) 

【本週聖經鑰句】 

「主阿，你是誰？」(徒九 5) ――《使徒行傳》一共有三處提

及保羅悔改歸主的經歷，並都提及他的禱告(九 5，二十二 8～

10，二十六 15)。保羅向主所發出的第一個呼喊：「主阿，你是

誰？」這個簡短的禱告是保羅從心底發出真誠的禱告，也是改

變他一生的一個禱告。他用「主」的稱呼，是因此時耶穌基督

進入了他的生命，一切使他心生的疑惑和反對都消失了。並且

基督將他的生命和思想完全改變了，因此使他承認說道：「主

阿！」。在他禱告之前，他是個傲慢自恃的人，反對基督，逼

害聖徒；然而在遇見那位他所逼迫的主之後，他真是一個被主

改變的人，從此不再是破壞教會的器皿，而變成神所揀選重用

的器皿，並且一生作福音的見證人。他的名字也由掃羅改為保

羅。可見他的禱告改變了一切。我們也當禱告把一生交託給

主，承認祂是掌管我們一生的「主」。 

【《馬太福音第六章》】──天國憲法之二 
【讀經】馬太六 1～34。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瞭解「天國憲法」的內容之二，總括

了天國子民在神面前應有的敬虔光景，而得天父的報答；並且

天國子民生活的優先次序，就是先求祂的國和義，而過無憂慮

的信心生活。 

【主題】《馬太福音》第六章主題說到：(1)天國子民的敬虔生

活(1～18 節)和(2)天國子民的信心生活(19～34 節)。 

【鑰點】本章我們特別看見:天父必察看、報答天國子民，因他

們在暗中(1)施捨，(2)禱告，和(3)禁食；並且指出天父必看

管、照顧天國子民的衣食、身體、日用需用、和明天的需要，

因他們有信心，而不須憂慮。 

【簡要】本章上半段(1～18節)是論到天國子民在神面前應有的

光景，包括三件敬虔的事，就是(1)向人的「施捨」，(2)向神

的「禱告」，和(3)對自己的「禁食」。「天國憲法」首先立下

了一個基本的原則，不論對神、人、己的善行，都不可故意叫

人看見，而顯揚自己，好得人的稱讚(1節)。2～4 節是論「施

捨」。主清楚地告訴門徒，施捨時，不可吹號，而大事張揚，

故意要得人的榮耀；反要在暗中施捨，不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

的，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原文為 apodidomi，亦即

獎賞，補償)。5～15節是論「禱告」。主警告祂的門徒，禱告

時候，不可像假冒為善的人(原意是「演戲者」)，愛站在公眾

場合禱告，故意叫人看見(5節)；反要進內屋，關上門，禱告在

暗中的父，因祂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6節)；也不可像外邦

人，用「重複」(指溪水流過石頭所發的聲音) 和「話多」(指

車輛滾過石子的聲音)的話，而空洞毫和無意義的禱告(7 節)。

天父雖早已知道了人所需用的(8節)，卻要人在祂面前有迫切的

負擔和承認自己的需要，並且倚靠祂，因禱告得答應，乃在人

禱告的心願和態度，而不在話語。然後，主給門徒一個示範的

禱告，教導禱告的原則(9～15 節)，這是因為門徒請主教導他們

禱告(路十一 1)。這一個禱告的榜樣，可分做三方面：首先是關

乎神的事(9～10 節)──(1)願人尊天父的名為聖，(2)願神的國

降臨，和(3)願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其次是關乎我

們的需要(11～13節上──(1)求賞賜日用的飲食，(2)免我們的

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3)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

兇惡；末了指出我們如此禱告的根據(13 節下)，乃是因為國

度、權柄、榮耀，全是父神的。在整個禱告中，關乎免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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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在病中曹英杰弟兄的父親，李詠怡姊妹的母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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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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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12 節)，主特別再提醒門徒要饒恕別人的過犯，才能蒙神的赦免

（14～15 節）。因為「天國憲法」強調人與神的關係應是暢通的，

而人與人的關係也應是正確的。16～18節則是論「禁食」。主告訴

門徒，在禁食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偽善的人帶著愁容，故意叫人

看見，以獲得別人的注意和同情；反要梳頭洗臉，只叫暗中的父看

見，而得祂的報答。 

本章下半段(19～34 節)論到天國子民信心的生活，乃是關於財寶、

眼睛(眼光)、事奉、和明天的正確態度。19～24節論到天國子民對

財寶該有的認識。主耶穌警誡門徒不要積攢地上的「財寶」，因為

地上的財寶不可靠；卻要積財寶在天上，因天上的財寶是永存的。

財寶與我們的心兩者是分不開的。我們看重屬地的或屬天的投資，

會決定我們心靈的「眼睛」是否昏花或明亮。因為一個人只能事奉

一個主人，不是事奉神，就是瑪門(財利的意思)。25～34 節論到天

國子民對生活該有的態度。主耶穌勸勉門徒不要為飲食和穿著憂

慮。因為生命勝於飲食、身體勝於衣裳；並且神看重天上的飛鳥與

野地的百合花，所以祂也一定更看重我們，因祂知道我們的需要。

我們若是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神必會把日用的需用賜給我們。所

以，結論就是，不要為明天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鑰節】「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

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太六 6) 這句話涵蓋了天

國子民與父神之間關係，乃是祂在意我們的動機，而我們在暗中榮

神益人的行為，祂必賞賜。 

「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

就夠了。」(太六 34)這節經文讓我們看見，天國子民當有的生活態

度，那就是不要憂慮，也沒有必要憂慮。 

【鑰字】「內屋」(太六 6)──這裏是比喻我們與神隱密交通的隱

藏地方。禱告乃是我們來親近神，和祂有深密的交通。因此，這段

經文主要的目的，是要我們從外界忙碌的環境退出來，在隱秘處與

祂保持親密的關係。這樣才可有單純、直接、純樸的禱告生活。換

句話說，我們要回到靈裏深處，把世界關在外面，不讓外界事物來

打擾，只要在「內屋」安靜的、單單的禱告神。這樣「父在暗中察

看，必然報答你」。主耶穌三次重複這話(4、6、18節)，肯定我們

在神面前應有的光景。這是何等大的安慰！在父神面前，無論我們

有什麼祈求，就是我們的每一聲歎息、每一滴眼淚，祂都聽見、看

見並賞賜。親愛的，我們在暗中的禱告是否經得起父在暗中的察看

呢？我們是否信父是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我們呢？ 

「不要為明天憂慮」(太六 34)──「憂慮」原文為 merimnao，意

「分心」，「焦慮」，「無謂的擔心」。本章主重複了三次「不要

憂慮」(25，31，34 節)，論到天國子民為甚麼不必、也不要「憂

慮」，而 34節「不要為明天憂慮」是有關信心生活的結論。聖經記

載了人第一次的憂慮是發生在創世記第四章。那時該隱殺人，因失

去見神的面，恐怕自己也會被人所殺。因此，人會充滿恐懼乃是因

與神的關係不正常。然而，主知道我們內心的「憂慮」和實際生活

的需要。所以，祂三次鼓勵我們「不要憂慮」，而要專心仰望、信

靠神(30節)和專心尋求神喜悅的事(33節)來擊退「憂慮」。首先，

祂要我們思想父神是如何照顧天空的飛鳥，珍惜地上的百合花，甚

至野草，而祂豈會不眷顧祂寶貴的兒女們呢？所以不要容讓我們對

明天的「憂慮」來影響我們信靠祂的關係，要安然地體驗祂是天天

相隨、時時相偕、處處體諒、事事體貼吧！另一面，主要我們積極

地，以追求神的國和神的義的態度來過生活。這樣，祂豐豐富富的

恩典與源源不斷的供應，會及時的應付我們所需所求。 

【鑰義】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 

（一）天國子民的敬虔(1～18 節)──天國子民的生活，在人面前

重在見證，叫別人看見，便將榮耀歸給天上的父(太五

16)；在神面前，重在隱藏在暗中(六 4、6、18)，而不當

故意去吸引別人注意我們的善行。本段一共提到天國子民

在神面前的三件敬虔的事，就是對人的『施捨』、向神的

『禱告』與自己的『禁食』。主耶穌教導天國的子民，在

這三件義行上，不應落入一種眩耀自己的情結中，故意叫

人看見，想要得著人的稱讚。無論是施捨，是禱告，是禁

食，都是為要建立與父更親近的關係。因此，天國的子民

要學習不斷地倒空自巳，活在謙卑的靈裏，在隱密中活出

這一切的義行，而討父的喜悅。 

（二）天國子民的禱告(9～15 節)──本段通常被稱為「主禱

文」，言簡意賅、含義深邃、結構完整、內容充實，目的

是主在教導我們如何進入內屋、關上門、禱告在暗中的

父。讓我們留意這禱告中所用的代名詞，有四個「祢」

──「祢的名」、「祢的國」、「祢的旨意」、「全是祢

的」，和六個「我們」──「我們在天上的父」、「賜給

我們」、「免我們」、「我們免」、「不叫我們」、「救

我們」。因此，這禱告的內容包括三方面：(1)先求父的

名、神的國度和旨意被人尊崇；(2)再求個人日用的飲食

的需要求神，免我們的債(赦免我們)，並救我們脫離那惡

者；(3)以讚美為結束。雖然我們的禱告不一定要按照這

次序，可是一個健全的禱告，必定包括這三個內容。 

 (三）天國子民的生活態度(25～34節)──我們與屬物質事物的

關係，而應該持甚麼態度，則在於我們人生追求的方向是

否正確： 

（1） 該在哪投資(What)──是放在天上還是在地上(19～21)呢?

努力賺錢、惜財在聖經中從未被否定，但若價值觀錯了，心

就會被錢財綁住，而淪落為物質和虛榮的奴隸。所以要懂得

如何為主使用錢財，投資於天上，這才是主所稱許的。 

（2） 眼光該放哪裡(Where)──屬靈的還是世的(22～23)呢?人

的視野是否光明抑或黑暗，乃是由人的欲望、志向、注意

力所決定。照樣，一個人的屬靈眼光，乃是對神的存心是

否專一而決定。我們的心向著神越完全，奉獻越徹底，屬

靈的眼光自然也就越明銳。 

（3） 主人該是誰(Who)──事奉神還是事奉瑪門(指金錢，利

益，財富)(24節)呢?若事奉的對象錯了，就很可能因物質

上的利益，失去了生活中只應讓神為首要的地位。 

（4） 如何不憂慮(How)──先是尋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還是為生

活憂慮(25～34)呢?優先次序絕對不能顛倒。當我們把更多

的心思放在追求神的國和神的義事上時，神也決不曾忽略

我們的所需。因此，我們必須盡生活的責任，但不要為生

活憂慮。此外，神不要我們為明天憂慮。有位姊妹在一次

意外事件中受傷，須接受一次大手術，並且臥療數月之

久。手術剛完，病人問大夫：「醫生，我得在醫院裏躺多

久？」醫生含笑回答得很妙：「Only one day at a time， my 

dear！(意即不要為明天憂慮)」病人聞後，心裏釋然。每當

她心裏煩悶時，這句話不斷加添她的勇氣。所以，我們只

需盡上今天當盡的本分，把明天的難處交給祂便是了，何

必強迫自己去預先擔當明天的擔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