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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6 年 1/17~ 1/23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1:45 AM 

馬太福音讀經課程          11:00-〜11:30 AM 

信息交通聚會                  11:30〜12:30 P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黄志杰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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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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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 月 30 日(週六下午 5:00 PM ) 健康讲座和福音聚會，請全體

出席、參與服事及留意教會各方面安排。 

(二)  

 

 

 

 

 
一月十七日 

讀經 創四十一～四十二；約瑟治理埃及           

鑰節 【創四十一 51～52】「約瑟給長子起名叫瑪拿西(就是使

之忘了的意思)，因為他說：『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

和我父的全家。』他給次子起名叫以法蓮(就是使之昌盛

的意思)，因為他說：『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一月十八日 

讀經 創四十三～四十五；約瑟與兄弟們相認   

鑰節 【創四十五 5】「現在不要因為把我賣到這裏，自憂自

恨，這是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為要保全生命。」 

一月十九日 

讀經 創四十六～四十八；雅各給約瑟祝福 

鑰節 【創四十八 15】「他就給約瑟祝福，說：『願我祖亞伯

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事奉的神，就是一生牧養我直到今

日的神，」 

一月二十日 

讀經 創四十九～五十；雅各給眾子祝福。 

鑰節 【創四十九 28】「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這也是

他們的父親對他們所說的話，為他們所祝的福，都是按著

各人的福分，為他們祝福。」 

一月二十一日 

讀經 出一～三；摩西蒙召 

鑰節 【出三 4】「耶和華神見他過去要看，就從荊棘裡呼叫

說：『摩西！摩西！』他說：『我在這裡。』」 

一月二十二日 

讀經 出四～六；神再次應許拯救 

鑰節 【出六 2】「神曉諭摩西說：『我是耶和華。』」 

一月二十三日 

讀經 出七～八；法老硬著心 

鑰節 【出八 28】「法老說：『我容你們去，在曠野祭祀耶和

華你們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遠。求你們為我祈禱。』」 

一月二十四日 

讀經 出九～十一；神在埃及降災的目的 

鑰節 【出十一 7】「至於以色列中，無論是人是牲畜，連狗也

不敢向他們搖舌，好叫你們知道耶和華是將埃及人和以色

列人分別出來。」 

【本週聖經鑰句】 
「以色列扶著杖頭敬拜神」(創四十七 31原文)── 當雅各旅世

的程途將到終點的時候，他扶著杖頭敬拜神。此刻，一面他沒有

忘記神給他的應許，他在信裏預見子孫歸回神所應許之地(來十

一 13)；另一面，雅各「扶著杖頭」，表明自己在地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是神牧養了他的一生(創四十八 15)。所以，雅各敬拜

神。 

這是一幅何等美麗的圖畫！「杖」是雅各一生受神的帶領，是他

蒙神憐憫的記號。雅各年少離家時，他以「杖」過約旦河(創三

十二 10)；壯年時，他為生計而依「杖」奔波；離開毗努伊勒

時，他瘸腿，從此靠「杖」而行；臨終時，他扶著「杖頭」敬拜

神，敬拜神在他身上所作的，沒有一件不是最好的。 

【馬太福音第十五章】王的工作擴展到外邦人 

【讀經】馬太十五 1～39。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認識君王救主如何應付反對人的挑釁；以

及祂的工作如何擴展到外邦忠信之人的中間。 

【主題】《馬太福音》第十五章的主題說到：(1)遺傳與誡命的爭

論(1～20 節)；(2)主耶穌在外邦人中傳道服事(21～39節)。 

【特點】我們特別看見: 

（一） 王的國度與人間遺傳的辯論(1～20節)──主與法利賽

人和文士的辯論，引起一段最嚴厲的話，祂責備他們：(1)守遺

傳，卻違背誡命；(2)敬拜神，卻口是心非；(3)不受教，卻瞎眼

領路；(4)心懷惡念，而生出罪惡。 

（二） 王的工作擴展到在外邦中(21～39 節)──馬太特選主耶

穌在外邦人中施行神蹟的事：(1)婦人信心來求告、女兒鬼附立

時好；(2)許多病人得醫治；(3)七餅餵飽四千人。旨在說明因王

被猶太人棄絕，祂的工作不再局限在以色列家，也擴展到外邦人

的中間；祂將祂國度的權能，運用在外邦人的身上，叫全地的人

都可以領受國度中的恩典和豐富。 

【鑰節】「耶穌回答說：『你們為什麼因著你們的遺傳，犯神的

誡命呢？』 」(太十五 3) 主所爭辯的，是遺傳不能代替神的

話，因而祂指出人間遺傳的愚昧與罪惡，並要人持守神的話。 

「耶穌說：『婦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給你成全了

罷。』從那時候，她女兒就好了。」(太十五 28)迦南婦人的女兒

得以脫離鬼附，是因天國的福分是只給那些有信心之人的，在此

並顯明神的福祉和恩惠，同樣臨到外邦人身上。 

【鑰字】「遺傳」(太十五 3) ──原文為 paradosis，指歷來著

名律法教師對摩西律法的詮釋和引伸的條例(ordinance)；這些 

都以口傳方式保存下來，且為法利賽人所恪守。這些「遺傳」

是文士們將律法整理為 613條，規定當作與不當作的。按摩西

律法的規定，祭司進聖所供職前必須洗手洗腳(出卅 19)。而歷

代口頭相傳的補充規定，將舊約對祭司的吩咐擴大範圍至一般 

【禱告事項】 
◆ 為2016年主在教會中生、養、敎、建的帶領禱告。 

◆ 為1月30日福音聚會禱告。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在病中陆维德弟兄和紐約教會朱永毅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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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的生活細節，惟恐人們可能在無意中摸過不潔的東西(如死

人、死畜、不潔的動物)，所以規定在吃飯前必須洗手。拉比們常

說：「聖民(以色列人)住聖地(迦南)，必說聖言(希伯來話)，食聖

食(洗手)。」對猶太人而言，「古人的遺傳」的地位，與律法的地

位同等。然而，在此主耶穌明明指責他們，只顧恪守遺傳，而使人

違背了神的誡命，如許願的律法比孝敬父母的律法更重要。他們

「把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9節) 。因此，人的吩咐就高過

了神的誡命，再進一步就以人的遺傳而廢掉神的誡命，也就是因著

人的遺傳違犯神的誡命。我們若注重人的吩咐與作法，卻忽略和違

犯了神的話(神的誡命)，也會變成今日的法利賽人和文士。 

「你的信心是大的」 (太十五 28) ──「大的」原文為 megas，指

程度上超出一般大，量方面超出一般多。從迦南婦人和主耶穌的對

話，可看出她的「信心」已經得著即時的反應。最初主耶穌對她的

反應，似乎是一個拒絕，但實際上祂是引導她的信心，建立在神的

憐憫和信實。這讓我們看見前段法利賽人「不服」主的話，因此跌

倒(12 節)；而迦南婦人因「服」主的話，經歷了信心的果效與成

全。迦南婦人在信心的考驗中，沒有怨言、沒有生氣、沒有灰心、

沒有沮喪。她以信心的一隻手，抓住握有醫治恩典的主；以愛心的

另一隻手，抓著自己被鬼附的女兒。她成為一個活的導管，讓基督

醫治的大能通過她流到她所愛的女兒身上。 

【鑰義】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  

(一)遺傳與誡命的爭論(1～20 節)──在這段裡，我們看見法利賽

人和文士指摘主耶穌門徒「犯」遺傳(或傳統)，而主耶穌毫不留情

說他們「犯」神的誡命(太十五 3)。主指出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

不是遵守人的吩咐與遺傳，而是尊重愛神、愛人的誡命。很多遺傳

本身未必全無可取之處，有些更可以幫助我們更明白神的律法、誡

命，但它本身絕不是神的話與應時的啟示。今天也有許多基督教徒

和天主教徒，因著遵守他們教會的傳統──屬靈偉人的言論、傳統

的觀念、虛空的禮儀、食古不化的守舊等等，而置神許多的話於不

顧。因此，願我們謹慎防範有些教派，聲稱在神的誡命之外，必須

加上其它人對聖經的詮釋或最高且獨一的啟示，纔能活在神的旨意

中。然而人一旦高舉屬靈偉人的言論，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

導人」(太十五 9)，就會成為教會的禍害。 

在此主耶穌並不是一個盲目反對一切遺傳的人。因為祂看重的不是

人外面的作法如何，乃是人裏面的實際情形如何。而祂所指摘的是

那些口是心非，「用嘴親近，心卻遠離」(賽二十九 13)的人。神要

拜祂的人，是用心靈和誠實拜祂(約四 24)。所以我們最重要的事，

是建立與祂親密的關係，在真實和真誠中敬拜祂、與祂交通。如果

我們渴望進入和祂的活潑關係中，就當摒棄一切使我們和神隔絕的

人、事、物，從一切遺傳的捆綁中出來。  

(三) 迦南婦人的女兒得醫治(21～28節)──這段記載了一位愛

女心切的母親，因為女兒被鬼所附不得痊癒，而懇求主耶穌。開始

似乎困難重重，但她仍然義無反顧，來到主面前，將自己的難處向

祂乞求。我們不明白主為何以這樣奇特的態度對待她，但我們可以

看出祂是在循序引領這位婦人，逐步增加她的信心。這位婦人與主

相見以後，她的信心增長，在「不」──「不答」(23節)、「不

過」(24節)、「不好」(26節)的背後，聽到「是」的細微聲音。 

迦南婦人終於明白了，於是對主的話說「不錯」(27 節)，說出她

抓住主不放，而她的信而順服得著了主的稱讚。求主也幫助我們

學會:  

 

(1)憑著愛(21～22節)──代禱的巨大力量源於純潔的愛。母親

不能失去女兒的心情扭轉了女兒的命運！她心中有對孩子的

愛，這愛使她求告這位似乎冷漠、嚴峻、苦澀的主；這愛使她

承受了祂的靜默，依然不斷地懇求；進愛使她忍受了明顯的拒

絕；這愛也使她看見了主耶穌言語之外的同情。她心中的動力

就是愛，再也沒有什該比愛更堅強，更使我們與主接近。 

(2)因著信(23～28節)──沒有怨言、沒有生氣、沒有灰心、沒

有沮喪，她用信心跨越每個障礙。主對她的祈求「主啊，可憐

我」(22節)一言不答，保持緘默，這位迦南婦人並不接受

「不！」的答案，她進一步跪拜在主面前鳴咽地說：「主啊！

幫助我！」(25節)即使主用話進一步的拒絕她：「不好拿兒女

的餅丟給狗吃。」她仍不死心，謙卑耐心地回答：「主啊，不

錯，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上掉下的碎渣兒。」(27節)這位婦人

謙卑、誠懇、不屈不撓的信心，將絕望變成盼望，使她的祈求

得蒙應允。 

【禱告】親愛的主啊，求祢讓我們對一切外在的事物心存畏

懼，不容它們奪去和祢的活潑關係。主啊，我們願向祢全然敞

開，在所有的需要上，向祢真實表露，且全然無懼地信任祢，

好讓我們也成為祢福音的導管，將祢的大能和恩典，分享給一

切需要愛的人吧！ 

【智慧的花束】──飛揚雜誌 

※ 每個人在生命中都有逆境。沒有一個人的旅程是容易的。

如何去面對逆境，才是使我們獨特的生命特質 。Everyone 

is handed adversity in life. No one’s journey is easy. It’s how 

they handle it that makes people unique.～Kevin Conroy 

※ 愛是與生俱來的，恐懼則是我們在人生中習得的。而靈性

的歷程教導我們除去恐懼，並且把接受愛的能力，重新置

於我們心中。Love is what we are born with. Fear is what 

we have learned here. The spiritual journey is the 

unlearning of fear and the acceptance of love back into our 

hearts.  ～Marianne Williamson                         

※ 成功是一個歷程，而非目的地。過程往往比結果還重要

Success is a journey, not a destination. The doing is often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outcome.～Arthur Ashe 

※ 當我經歷人生，如同緩慢的朝聖之旅時，一股美麗的奧秘

感在其中漸漸地成長並匯集起來。As I make my slow 

pilgrimage through the world, a certain sense of beautiful 

mystery seems to gather and grow. ～A. C. Benson 

※ 智慧是無法贈予的；我們必須在無人可取代的人生旅程中

親自去發現它 We don’t receive wisdom; we must discover 

it for ourselves after a journey that no one can take for us 

or spare us. ～Proust 

※ 良友是在通往更快樂的人生旅程中，彼此堅固鼓勵的伙

伴。Friends are as companions on a journey, who ought to 

aid each other to persevere in the road to a happier life.     

～Pythagoras 

※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

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詩 16:11）You make known to me 

the path of life; in your presence there is fullness of joy; at 

your right hand are pleasures forever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