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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6 年 1/3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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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英杰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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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7 日主日下午 1:30-3:00PM，姊妹成全聚會，在曹波姊

妹家，請姊妹們出席。 

(二) 2 月 21日主日早上詩歌見證聚會，請全體出席、參與服事及

留意教會各方面安排。 
 

 

 

 

 
 

一月三十一日 

讀經 出二十五～二十六；建造會幕 

鑰節 【出二十五 22】「我要在那裡與你相會，又要從法櫃施恩

座上二基路伯中間，和你說我所要吩咐你傳給以色列人的

一切事。」 

二月一日 

讀經 出二十五～二十八；祭司的聖服 

鑰節 【出二十八 30】「又要將烏陵和土明放在決斷的胸牌裡；

亞倫進到耶和華面前的時候，要帶在胸前，在耶和華面前

常將以色列人的決斷牌帶在胸前。』」 

二月二日 

讀經 出二十九～三十；相會的帳幕 

鑰節 【出二十九 43～44】「我要在那裡與以色列人相會，會幕

就要因我的榮耀成為聖。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間，作他們

的神。」 

二月三日 

讀經 出三十一～三十三；摩西為以色列人代求 

鑰節 【出三十三 11 上】「耶和華與摩西面對面說話，好像人與

朋友說話一般。」 

二月四日 

讀經 出三十四～三十五；准備建造會幕 

鑰節 【出三十五 21】「凡心裡受感和甘心樂意的都拿耶和華的

禮物來，用以做會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聖衣。」 

二月五日 

讀經 出三十六～三十八；開始建造會幕 

鑰節 【出三十六 5】「來對摩西說：『百姓為耶和華吩咐使用之

工所拿來的，富富有餘。』」 

二月六日 

讀經 出三十九～四十；會幕建造完成 

鑰節 【出四十 34】「當時，雲彩遮蓋會幕，耶和華的榮光就充

滿了帳幕。」 

【本週聖經鑰句】 
「耶和華的榮光就充滿了帳幕。」【出四十 34】──本章敘述會

幕建造完成，而耶和華的榮光充滿會幕。這是出埃及過程中的最

高潮。出埃及記開頭是一片黑暗，結束時則有耶和華的榮光照

耀。當帳幕一支搭起來以後，神喜悅住在祂的百姓中間，因此

「耶和華的榮光就充滿了帳幕」。神的榮光充滿了整個帳幕，說

出祂榮耀的同在。在舊約神從榮耀的基路伯中間，向祂的子民說

話；同樣的，祂也藉著這一個榮耀，引領他們向前去。今天聖靈

居住在我們每一個信從祂的人裏面，我們也能同樣經歷祂榮耀的

同在、引領。這也預表著教會就是神在肉身顯現(提前三 16)。所

以我們的聚會若無神榮耀的充滿，一切的活動就成為虛空，在神

的面前也無半點價值。 
「讀完整本《出埃及記》，我們是否清楚看見神救贖我們的計劃

和目的呢？會幕是以色列人生活和敬拜的中心，而我們生命的中

心是否是與主同住、同行動，使祂的榮耀得著彰顯呢？」 

【馬太福音第十六章】王的屬天教導和啟示 

【讀經】馬太十六 1～28。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明白君王救主的屬天教導，好防備法利

賽人和撒都該人的教訓；以及認識祂的屬天啟示，關於基督、教

會和十架道路。 

【主題】《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主題說到：(1)王的屬天教導

(1～12節)；和(2)王的屬天啟示(13～28 節)。 

【特點】我們特別看見: 

(一) 要明白主的旨意──(1)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是糊塗人──

他們知道分辨天上的氣色，「倒不能分辨這時候的神蹟」(1～4

節)；(2)門徒也是糊塗人──他們「不明白」主的話，也「不記

得」主的作為(5～12節)；(3)活在靈裏的彼得是智慧人──他得

了神的啟示，正確地認識基督(13～20節)；(4)活在魂裏的彼得

是糊塗人──他「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21～28

節) 

(二) 建造教會的啟示(16～19節)──(1)教會建造的根基──

「這磐石」──彼得所宣告的信仰：「耶穌是基督，是永生神的

兒子」(16，18節中)；(2)教會信仰的來源──不是出於人的指

示，乃是天上父的啟示(17節)；(3)教會建造的材料──你是

「彼得(意思是石頭) 」(18節上)──重生後的「活石」(彼前二

5)；(4)教會的建造者──「我要…建造」(18節中)──主自

己；(5)教會的歸屬──「我的教會」──屬於主，不屬於任何

人；(6)教會的權柄──「陰間的門不能勝過他」(19節)。 

【鑰節】「我對你們說：『要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這

話不是指著餅說的；你們怎麼不明白呢？』」(太十六 11)這一段

話告訴我們，若無主的啟示，我們絕對無法明白屬靈之事；明白

之後，則要抵擋人的遺傳的傳統和不信的宗教哲理。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

十字架，來跟從我。』」(太十六 24)基督「必須」(太十六 21)在

十字架上成就救恩；我們跟隨祂，也「當」背起自己的十架，順

服神的旨意。願祂生命中的「必須」，也成為我們生命中「當」。 

【禱告事項】 
◆ 為2016年主在教會中生、養、敎、建的帶領禱告。 

◆ 為参加1月30日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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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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鑰字】「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酵」來是一種能使麵包

起發酵作用的單細胞菌體，只需要很少的酵就可以發起整團麵。在

聖經中，「酵」是指邪惡的事物(出十二 20；林前五 7～8)，和邪惡

的教訓(12 節；加五 8～9)。在這段裡，「法利賽人的教訓」是指遺

傳的傳統，注重外表形式，假冒為善，矯柔造作，以博敬虔的虛

名；而「撒都該人的教訓」是指研究宗教哲理，卻不信復活、天使

和靈。所以主耶穌吩咐門徒不只要「防備」，更要去抵擋，法利賽人

的假冒偽善、形式主義、律法主義和撒都該人的不信與世俗主義。 

「十字架」(太十六 24)── 基督的「十字架」包括三方面：受

苦、被殺和復活，是為著我們的贖罪(彼前二 24) 、稱義(羅四

25) 、成聖(羅六 4) 等。我們的「十字架」有兩方面： 

(一)「背起十字架」──是指我們必須捨己，也就是「否認、拒

絕、放下」自己的意思，求神的旨意滿足，叫我們天天能跟隨主。

關鍵乃在於我們是否願意為主受苦，不顧惜魂生命，並不追求物慾

享受，且順服祂的帶領，走祂的道路。 

(二)「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羅六 6)──是指我們與基督聯合，歸

入祂的死、與祂一同埋葬、與祂一同復活，叫我們過聖潔的生活。

十字架對付「我們的所是」，也就是對付我們的「己」(加二 20)、

「舊人」(羅六 6) 、「罪性」(羅六 7) 、「肉體」(加五 16)、「世

界」(加六 14) 等。關鍵乃在於我們要把這一個客觀方面已經成功

的事實，取用成為我們今天主觀方面的經歷。 

【鑰義】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 

(一)明白王的屬天教導──主吩咐門徒要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

的酵(十六 5～12)。而門徒的反應卻顯示了他們的遲鈍心竅，他們

對主的認識和信靠仍然相當膚淺。法利賽人與撒都該人不認識主是

因不信，而攔阻門徒更深地認識主是因小信。不信是惡心，而小信

會使主傷心。然而我們是否也落在門徒的「小信」(十六 6)、無知

和心地愚頑(可八 17～18節)景況中呢?  

我們可以從主二次提醒門徒──「你們還不明白麼？」(9，11節)

和「不記得…麼？」(9，10)，學習到得蒙拯救的路: 

(1) 「明白」主的話──主所講的是屬靈的教訓(6 節)，而門徒所

注意是的物質的事物。屬地的觀念，常叫人誤解神的話。所以我們

要求主開啟我們屬靈的竅(路二十四 45)，賜給我們我們智慧和啟示

的靈(弗一 17節)，使我們透澈地明白主的話，完全地認識和經歷

祂。 

(2) 「記得」主的作為──門徒一心只想著餅(5節) ，卻忘記了主

曾給五千人和四千人吃飽的兩次神蹟。祂的同在遠比餅更重要。所

以我們的心思不要終日以「自己」的餅為念，要將我們的心思全放

在「主」的身上。而我們以往得勝的經歷，並不能保證從此信心就

不會動搖。因此我們在每一天、每一件事上仍需無依地仰賴祂屬天

的供應，讓祂在我們身上不斷地創造生命的奇蹟吧！ 

(二)認識王的屬天啟示──本章最醒目的中心點就是關於最偉大的

啟示──基督和教會；最驚世的挑戰──背起十架跟從主： 

(1)基督的啟示(13～17 節)──我們對基督需要有第一手的屬靈認

識，別人說的都不算數。基督是神啟示的中心。若要正確地認識基

督，讓我們得著父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使我們真知道祂吧(弗一

17)！ 

(2)教會的建造(18～20 節)──教會是彰顯基督的器皿，也是執行

國度權柄的管道，黑暗的權勢不能勝過建造起來的教會。讓我們與

基督一同建造吧(彼前二 5)！ 

(3)十字架的道路(21～28節)──十字架是建造教會的路，也是 

引進國度榮耀的途徑。若要有分於主的建造，讓我們甘心背起十

架、捨己、跟從祂吧！ 

主耶穌在地上最後半年，主要是訓練門徒:(1)認識祂是基督，要

建立教會(天國的實際)，(2)知道祂將要受難並且將來要得榮降臨

(太十六 16～20，21～26，27～28)，和(3)跟隨祂走十架道路。

而最感困難、卻是最重要的，是要門徒明白並接受十架道路，是

唯一達到國度榮耀的路。在現今的世代中，我們是否按基督和教

會的啟示，「撇下一切事物，背起十架跟耶穌，甘受藐視、厭棄、

貧苦，一心跟主走窄路」(《聖徒詩歌》322首)呢? 

【默想】 

（一） 主所講的是屬靈的教訓，而門徒所注意的是物質的事

物。屬地的觀念，常叫人誤解神的話。所以我們要求主開啟我

們屬靈的竅，使我們透澈地明白主的話，完全地認識和經歷

祂。 

（二） 世間太多似是而非的教訓，我們必須對主話有準確的領

受，保守自己過敬虔的生活，以抵擋攔阻人認識基督，活出基

督的教訓。 

（三） 我們如何脫離門徒「小信」(6 節) 、無知和心地愚頑

(可八 17～18節) 的光景呢? 

（四） 「耶穌說，你們說我是誰？」(15節)對主耶穌的認識，

從古至今眾說紛紜。但最重要的是，我們是否對主有真實的認

識呢? 

（五） 「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18 節)彼得是小石(原文是

彼特拉斯，Petros)，教會是建造在磐石基督(原文是彼特拉，

Petra)(林前十 4)的根基上。這說出我們要變化成為活石，作為

建造教會的材料(彼前二 5)。我們是否讓這一個建造教會的啟示

掌管我們? 

（六） 「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18節)什麼時候教會建造

在這磐石──基督上，就必勝過陰間的權柄。我們的教會是否

是戰無不勝，無往不利的屬靈戰士(弗六 10～17)呢? 

（七） 「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19節)天國的鑰匙不僅交

彼得，也交給其他門徒，亦交給我們。我們是否使用作見證的

鑰匙，使人歸入基督(羅六 3)呢?我們是否使用施浸的鑰匙，把

人浸入三一神的名裏(太二十八 19)呢? 

（八） 「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23節)彼得

憑他天然的愛心，以及人的意思，被撒但利用，成了一塊擋路

之石，攔阻主耶穌上十字架。我們是否體貼神的意思，遵行神

的旨意呢? 

（九）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

從我」(24 節)。我們是否願意天天背十架跟隨主，經過受苦進

入國度的榮耀呢? 

（十） 「凡為我失喪魂生命的，必得著魂生命。」﹝原文直

譯﹞(25節)生命的喪失是因為人只注重世界物質。我們是否為

著主的緣故，輕看今世的安逸，重看將來魂的滿足呢? 

（十一）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

呢？」(26 節)在主耶穌的估價裡，人的生命(靈魂)比全世界都貴

重。我們是否不愛世界短暫的享受，而寶貴生命呢? 

【禱告】親愛的主，幫助我們憑著信來過每一天的生活，更深

地經歷祢豐富的供應，藉著祢的話對祢的認識不斷地加增。主

啊，使我們明白並進入祢偉大的啟示。賜我們受苦的心志，助

們我一心跟祢走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