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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5 年 8/9~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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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振东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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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國華姊妹家 

 

 

 
 

八月九日 

讀經 羅五；恩典作王 

鑰節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樣，恩典也藉著義作王，叫人因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羅五 21) 

八月十日 

讀經 羅六；成聖過程 

鑰節 現今也要照樣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以至於成聖。 (羅六 19

下) 

八月十一日 

讀經 羅七；三律交戰 

鑰節 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感謝神，靠著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這樣看來，我以內心順服神

的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羅七 24～25) 

八月十二日 

讀經 羅八 1～17；聖靈工作 

鑰節 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 (羅

八 6) 

八月十三日 

讀經 羅八 18～39；蒙召得榮 

鑰節 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的模樣使他

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

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

耀。 (羅八 29～30) 

八月十四日 

讀經 羅九；神的憐憫 

鑰節 因祂對摩西說：『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恩待誰就恩待

誰。』 (羅九 15) 

八月十五日 

讀經 羅十；佳美腳蹤 

鑰節 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喜信

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羅十 15) 

【本週聖經鑰句】 
「我真是苦啊！」(羅七 24) 和「感謝神！」(羅七 25) ―― 

保羅在這裡有兩面的呼喊： 

(一)「我真是苦啊！」(24節)――一個有心向善的人，經過多

次的掙紮、屢戰屢敗，都無濟於事！「誰能救我？」這句話表

明了對自己的絕望，承認憑著自己萬無可能從這境況中得著拯

救。因為人的盡頭，乃是神的起頭。 

(二.)「感謝神！」(25節)――保羅在這裡找到了癥結所在。我

們因信稱義，是藉著主耶穌作成了一切的事；我們因信成聖之

道只有一個，那就是「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與基督的聯

合是所有屬靈困境的出路，因為祂是一切問題的答案。今天基

督的生命已經活在我們裏面，所以不要再憑自己活；而一切要

讓基督在我們裏面作，不要再憑自己作。 

故此這兩節聖經說明一重要的事實：靠自己不能，靠基督凡事

都能。不論我們信主之前或之後，若是靠自己努力行善，都有

類似「我真是苦啊！」的苦惱、失敗的經歷，因罪是如此的厲

害，肉體更是如此的敗壞，自己又是如此的無能，結果怎能不

失敗，怎能不痛苦呢？「感謝神！」在神凡事都能，只有藉著

耶穌基督，我們就能脫離這屬死亡的身體(就是肉體) ，使我們

能從絕望的嘆息、埋怨裡，轉變為讚美的歡呼。 

有一位神學院的院長問學生說：「你今天都做了些什麼事

呀？」學生回答說：「我每天都忙死了，一直都在工作。我得

管理兩隻鷲、兩頭豬、兩匹馬、一隻鹿，踩一條蛇、鬥一隻

熊，另外還得照顧一個病人。」神學院院長愈聽眼睛愈大。

「我們院裡什麼時候成為動物園了？我怎麼都不知道呢？」院

長回答。那學生說：「兩隻鷲就是我兩隻情慾的眼睛，我常愛

看那些不該看的東西，所以得好好的管理它。兩頭豬就是我愛

偷懶的兩隻手，它們不喜歡做事，我得好好的鞭策它，好使它

殷勤做工，多結果子。兩匹馬就是我的兩條腿，它們喜歡像野

馬一樣亂跑，我得馴服它，才不會讓它走上邪惡的道路，要在

真理的道上站穩腳步才行。一隻鹿就是我不安定的心，它常像

小鹿一樣亂竄，焦燥不安，我得好好的管束它，才不會使我的

心迷失了。一條蛇就是我那喜歡道人是非的舌頭，我得勒住

它，不要讓它信口雌黃才行。另一隻熊就是我那貪婪的惡念，

我得克制它，好使它不會危害人群。至於那個病人，就是我整

個肉體，我得讓它吃好的靈糧，讀神的話語，這樣我纔能日益

茁壯，真正長大成熟，滿有主基督的樣式。」 

【《馬太福音第十章》】王的選立與差遣 

【讀經】馬太十 1～42。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認識君王救主如何選立、差遣與吩咐

十二使徒，而去擴展那偉大的天國福音的工作；以及知道祂如

何預備所差遣出去作工的人，並明白祂如何向他們啟示有關服

事的使命、態度、生活、艱辛、代價與賞賜。 

【主題】《馬太福音》第十章主題說到：(1)王的呼召(1～4

節)；(2)王的差遣(5～15節)；和(3)王的吩咐(16～42節)。 

【特點】本章我們特別看見:主耶穌論到對那些奉遣的人和祂的

關係──(1)學生與先生的關係(24節上)，而學習祂；(2)僕人

與主人的關係(24節下)，而順服祂；(3)互認的關係(32～33

節)，而在人面前尊重祂；(4)勝過與親人的關係(34～39 節)，

而愛祂並事奉祂；(5)與祂聯合的關係，而代表祂(40～42節)。 

【簡要】1～4 節記載主耶穌選立十二使徒。主耶穌給十二個門徒

權柄，能趕逐汙鬼，並醫治各樣的病症(1節)。這些人由跟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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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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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九 9)，到門徒(五 1，九 37，十 1)，如今成為使徒(十 2)。

十二使徒的名單分成六對，每兩個人一組；其中有四個是最早被召

的門徒彼得、安得烈，約翰、雅各，其他是腓力和巴多羅買，多馬

和馬太，雅各和達太，奮銳黨西門與賣主的猶大(2～4節)。 

5～15 節論到使徒們工作的使命。主吩咐他們去傳揚「天國近了」

的福音，而只要往以色列家的路 (5～7節)。在作工這方面，主給

他們權柄和能力，使他們：(1)醫治病人；(2)叫死人復活；(3)叫

長大痳瘋的潔淨；(4)把鬼趕出去 (8節)。接著，主吩咐他們不必

多帶生活的必需品(9～10節)，只須信靠天父會藉他人供應他們一

切所需用的(11～15 節)。在這裡，主提到出門時要注意四件事：(1)

錢的問題；(2)穿的問題；(3)飲食的問題；(4)住的問題。主告訴

他們：(1)不要帶金的、銀的、銅的錢(9節)；(2)行路不要帶口

袋、兩件褂子、鞋和杖(10節上)；(3)工人得飲食是應當的(10節

下)；(3)住好人家裏，一直到走的時候(11～13 節)。對於不接待門

徒的人，就用「跺下腳上塵土」的方式來表達斷絕關係；當審判日

子臨到時，該城的遭遇將比所多瑪、蛾摩拉更嚴重(14～15節)。 

16～33節記載主告訴他們傳福音所遇的難處和如何面對。他們出去

如羊入狼群，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用智慧和聖靈說話(16

節)。主預告他們可能遇到的逼迫：(1)公會與會堂中的逼迫和(2)

君王與首領面前的逼迫(17～18節)。面對逼迫時，父的靈在他們裡

面，會教導他們說應當說的話(19～20節)。主告訴他們，雖遇親屬

逼迫與被人恨惡，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且要逃避逼迫繼續使命

(21～23節)。而他們所受的艱困不會高過祂所受的，因「學生不能

高過先生，僕人不能高過主人」(24～25 節)。接著，主安慰門徒們

受逼迫時「不要怕」(26，28，31 節)，因為：(1)真理必被宣揚，

並且得勝(26～27節)；(2)迫害者至多殺身體不能殺靈魂(28 節)；

(3)父神必看顧(29～31 節)；和(4)將來必得主的稱許(32～33

節)。主特別說凡與祂同心、與祂同工的人，在父神的眼中都是貴

重的。百科全書說人頭上平均有十萬根頭髮。主說每一根天父都編

了號碼(數過)！ 

34～42節記載主對門徒的要求。主又告訴他們，天國與世上乃是分

裂與分爭的關係，甚至自己家裡的人因為信仰的緣故彼此為仇(34

～36節)。面對此衝突，主提醒他們：(1)要勝過與親人的關係；(2)

付代價背起十字架跟從祂；(3)為祂失喪魂生命，否則不配作祂的

門徒(37～39 節)。在本章的最後提到賞賜的問題(40～42 節)。主

給門徒一個寶貴的啟示，那就是祂與受差者是一。因為，凡接待他

們的，就是接待主，必要得著賞賜。只要人因著門徒的名，把一杯

涼水給這小子裡的一個喝，他就有分於屬天的賞賜。 

【鑰節】「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並

醫治各樣的病症。這十二使徒的名…(太十 1～2) 這二節說到主預

備這些門徒，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汙鬼，並醫治各樣的病症。這

樣，他們才能作使徒。 

【鑰字】「門徒」(太十 1)和「使徒」(太十 2)──「門徒」原文

為 mathetes，意是「學徒」、「追隨者」，指那些跟隨主，接受主

嚴格訓練和管教的人；而「使徒」原文為 apostolos，意是「代

表」、「使者」、「受命令差派的人」，指那些受主差遣的人。第

一批跟隨主的人就是主耶穌的十二個「門徒」，除了猶大，他們成

為了「使徒」，最後大都為主殉道了。這二節說出兩件事：第一，

主的工人是出於主的呼召；第二，只有受過主嚴格的訓練和管教的 

「門徒」，才配蒙主呼召作祂的工人，成為「使徒」。而歷代

無數的傳道士都效法了主的「門徒」，跟隨主；主的「使徒」

受主差遣，為主捨去了一生。我們這一代，願為主付出多少，

而成為主的「門徒」和「使徒」呢? 

【鑰義】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 

（一）主的呼召──坊間有不少的書教導人，用各種新方法、

新計劃、新組織，藉以推展教會福音的工作。但主耶穌開展祂

的職事，乃是先得著一班人，與祂同心、同工。人總是先尋求

更合用的方法，而主乃是先尋求更合用的人。所以，《馬太福

音》告訴我們，主將跟隨者(四 19)，先帶成門徒((五 1，九 3，

十 1)，然後差遣他們成為使徒(十 2)。門徒(學生)是重在學習

與操練，使徒(受差者)則重在差遣與代表。有關主揀選這些人

的過程，會使我們震驚：(1)祂揀選不同背景的人──有沒有學

問的漁夫，被人看不起的稅吏，還有激進黨人;(2)祂揀選性格

不同的人──有衝動的彼得與安靜的約翰，也有被動的腓力與

積極的安得烈。從世人的眼光，這些人可能都不够資格去作主

的工，但主耶穌卻揀選他們，將他們作成一個 

完全的見證和榜樣，至終還使他們成為建造新耶路撒冷的十二

根基(啟二十一 14)。主樂意給機會，讓各種不同的人來跟隨、

服事祂，甚至包括了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要切記，不管我們

覺得自己是何等卑微、何等微小、沒有價值，不平凡的主會使

用最平凡的人，去做祂那最不平凡的工作。祂昔日差遣了十二

使徒與祂同工，今天祂同樣的需要我們去完成祂的託付。然而

我們該如何回應祂的呼召呢？ 

（二）主的勉勵──本段中特別提到了三個主叫我們「不要

怕」(太十 26，28，31)的原因： 

(1)「不要怕」(太十 26)作見證。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靈，

乃是剛強的靈(提後一 7)。所以我們不能作一個隱藏的基督徒，

應無所畏懼傳神的道(腓一 14)。 

(2)「不要怕」(太十 28)魔鬼和牠的差役(包括世人)。牠們頂多

只能殺害身體，卻不能殺靈魂。所以我們忍耐到底，主的拯救

必然臨到(太十 22) ，使我們脫離惡人的手。 

(3)「不要怕」(太十 31)一切的遭遇。我們在天父的眼中比麻雀

貴重得多，天父尚且不讓麻雀隨便死亡，更何況我們呢？因祂

愛我們，保護我們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申三十二 10。 

有一個小姐妹剛剛蒙恩沒有多久，她怕黑，晚上睡覺的時候不

敢一個人睡。有一天她讀聖經，發現裡面一共有三百六十五個

「不要怕」。所以，她想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每一天她都可

以用一次「不要怕」從此以後，她睡得非常香甜。 

（三）主的啟示──在本章裏，主給門徒一個寶貴的啟示，那

就是祂與受差者是一。首先，我們看到合一的事實，受主差遣

的使徒們，與主同心，帶著祂的憐憫、權柄出去作工(1～15

節)。接着，我們看見合一的保證，他們雖然如同羊進入狼群，

但有聖靈同在的應許，使他們毫不畏懼地面對各種逼迫(16～23

節)。最後，我們看見合一的結果，這些跟從祂的人與主並與天

父聯結在一起。因凡接待他們的，就是接待主(24～42節)。 

【金句】「這一章的第一個階段(1～4 節)，說到那些將要受差遣

出去的使徒們，他們帶著祂的憐憫。在第二階段中(5～15 節)，

我們看見一個事實，他們去，雖然如同羊進入狼群，但聖靈使他

們與祂聯合，當他們被交付，受審問的時候，能以放膽分訴，毫

不畏懼。在最後的這一階段中(16～42 節)，更是充滿恩惠與溫

柔，也更銳利、熾熱。其中的主題是，作工的人與耶穌的合而為

一，然後就帶著這種合一所得的能力向前進。」──摩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