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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6 年 3/6~ 3/12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1:45 AM 

信息交通                      11:00〜11:30 AM 

造就聚會課程                      11:30〜12:30 P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陈宪明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曹英杰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高春 華姊妹家 

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一) 3月 11 日週六晚上 6:30-9:30 PM青少年特别聚會。請鼓勵青少

参加及留意教會各方面安排。地點：黄新宇弟兄家。 

 

 

 

 
 

三月六日 

讀經 申一～三；曠野的漂流 

鑰節 【申二 7】「因為耶和華，你的神在你手裏所辦的一切事

上，已賜福與你。你走這大曠野，他都知道了。這四十

年，耶和華──你的神常與你同在，故此你一無所缺。」 

三月七日 

讀經 申四～六；遵守神的誡命 

鑰節 【申六 5】「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三月八日 

讀經 申七～九；神的祝福和警告 

鑰節 【申八 2～3】「你也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在曠野引導你

這四十年，是要苦煉你，試驗你，要知道你心內如何，肯

守他的誡命不肯。他苦煉你，任你飢餓，將你和你列祖所

不認識的嗎哪賜給你吃，使你知道，人活著不是單靠食

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裏所出的一切話。」 

三月九日 

讀經 申十～十二；祝福与咒詛 

鑰節 【申十一 11～12】「你們要過去得為業的那地，乃是有山、

有谷。是耶和華你神所眷顧的；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神

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 

三月十日 

讀經 申十三～十五；潔淨的條例 

鑰節 【申十四 2】「因為你歸耶和華你神為聖潔的民，耶和華

從地上的萬民中揀選你特作自己的子民。」 

三月十一日 

讀經 申十六～十八；當守之節期 

鑰節 【申十六 16】「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節、七七節、住

棚節，一年三次，在耶和華你神所選擇的地方朝見他，卻

不可空手朝見。」 

三月十二日 

讀經 申十九～二十一；戰爭的條例 

鑰節 【申二十 3～4】「說：以色列人哪，你們當聽，你們今

日將要與仇敵爭戰，不要膽怯，不要懼怕戰兢，也不要因

他們驚恐；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與你們同去，要為你們與

仇敵爭戰，拯救你們。」 

【本週聖經鑰句】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申六～5) ── 

為了享受神所賜的應許之地，摩西在此指出律法的精義乃是承

認「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申六 4)，同時「要盡心、盡性、

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主耶穌說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

大的。(太二十二 37～38)意即要獻上全部的心、全部的魂、全

部的心思，完全投入地愛神。「愛」在希伯來原文中這是一個廣

義的詞，還可以表示心心相印，心與心之間更親密的結合。讓

神的愛更多充滿、浸透、激勵我們(林後五 14)，使我們自然而

然地全然愛祂、全心順服祂。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壹四

19) 。 

【《申命記》綜覽】──神藉著摩西向那將進入迦南地的新起一

代，所講的三次講論，包含：(1)第一篇是回顧以色列人在曠野

漂流的歷史，記念神為他們所做的大事，勉勵他們不可忘恩；

並提醒他們過去的失敗，警告他們不可重蹈覆轍；(2)第二篇是

重申和講解與律法有關的生、死、禍、福，提醒他們要絕對地

順服神所說吩咐的話，為要使他們進居迦南之後蒙福；(3)第三

篇是預言的講論有關神與以色列民所立新約的回顧和展望。同

時，也記載了摩西臨終前的重要事件，包括臨別的囑託，預言

之歌和對十二支派的祝福。本書的主要事實──往事的回顧、

律法的重述、警告、立約的更新、臨別的囑託、摩西之歌和祝

福；以及主要人物──摩西。 

（一）本書幫助我們認識《申命記》的信息，就是重述神的話

語在《出埃及記》、《利未記》和《民數記》所講的關鍵點。在

聖經的頭五卷中，有五百餘次提到「神說」和「主説」。我們是

否注重本書神所說的話，而其內容對我們又有何意義呢？我們

是否以神的話作為生活的引導呢？ 

（二）本書幫助我們認識律法、規條的精髓意義──愛神(申七

9，十 12，十一 1，十三 3，十九 9，三十 6，約十四 15) ，並愛

人如己(申十 19;利十九 18)。今日，神與以色列人所立之約對我

們有何意義呢？我們是否按照神的旨意生活呢？我們是否又願

以本書為自己行事為人的規範呢？ 

（三）本書幫助我們認識唯一真神耶和華的作為、律法，以及

祂的信實和愛。從本書，我們領會神的所是和所作有多少呢？ 

【馬太福音第十八章】──天國子民的關係 
【讀經】馬太十八 1～35。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明白天國子民相互的關係，特別論到關

於「誰為大」，以及有關無限「饒恕」的教導。 

【主題】《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主題說到：(1)彼此謙卑(1～4

節)；(2)彼此接待(5～11節)；(3)彼此尋找(12～14節)；(4)彼

此挽回(15～20節)；(5)彼此饒恕(21～35節)。 

【特點】我們特別看見:主對祂門徒的一次談話，談話內容論到─

─(1)謙卑像小孩子一樣(1～4節)；(2)不絆倒別人，盡力除去絆

倒別人的原因(5～9 節)；(3)不輕看主裏面的任何一個人(9～14 

【禱告事項】 
◆ 為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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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青少年特别聚會禱告。 

◆ 為在病中紐約教會朱永毅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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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4)得著弟兄，同過正常的教會生活(15～20節)；(5)從心裏

無限地饒恕弟兄(21～35節)。 

【鑰節】「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

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太十

八 3～4) 主指出人必須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那麼謙卑、

單純、順服，才可以進天國。 

【鑰字】「回轉」 (太十八 3)──原文為 strepho，意是「轉過

來」，「改變」，指的是「改變方向和行為」。且這個希臘語動詞

是被動式，表示是「被改變」而非「自己改變」。這表示不是我們

自己所能作到的，而需要被出於神的力量來改變我們的生命和性

情。當然，這種回轉絕不是出於外表的裝作。主的意思不只是指

必須悔改重生，並且還要讓神的生命來改變我們的性情。主的話

指明我們要「回轉」像「謙卑」小孩子，因為我們越「謙卑」，就

越能讓神掌權，而越能讓神掌權的人，在天國裏也就是最大的。 

【鑰義】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 

(一)「誰為大」的指教(1～4 節)──在這段裡，我們看見當門徒

特意來到耶穌面前問：「天國裡誰是最大的？」(1 節) ，祂就叫一

個小孩子來，使他站在當中，指著他的單純和謙卑說：「凡自己謙

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

孩子的樣式，斷不能進天國！」(2～3節) 什麼樣的人能進天國

呢？很希奇，不是高傲驕奢像地上的王孫公子那樣的人，乃是像

小孩子的人。在另一處，主也指著小孩子說：「在天國的正是這樣

的人」(太十九 14)。小孩子有什麼長處呢？ 

(1)主在這裡特別提到「謙卑」。我們一遇到大人，就覺得在大人

裡面有驕傲、虛偽，不容易接近，尤其是有一點才能、本領，取

得某種名利、地位的人，更有驕傲自滿之氣，令人感到不易接

近。而小孩子卻天真，自然，沒有什麼架子，很容易與別人合在

一起。所以在天國裡，沒有驕傲的人，只有謙卑像小孩子的人。

越謙卑越受到歡迎和尊敬，而驕傲的人卻被人厭惡。我們不是等

到進天國以後才謙卑，才變作小孩子的樣式，乃是現在就要回轉

變作小孩子的樣式，像小孩子那樣的謙卑，為此我們要除去那驕

傲的心以及能使我們驕傲的事。應當看別人比自己強(腓二 3)，不

要自視勝過別人，高過別人，使自己有可以驕傲的根據。其實驕

傲的人心中沒有安息，很怕失去他可以自誇的東西，而謙卑的人

則十分平安、知足、喜樂、滿意。更重要的是神阻擋驕傲的人，

賜恩給謙卑的人(彼前五 5)。所以應當甘心樂意作一個小孩子，受

人的輕視，只討神喜悅就夠了(太十一 25，29)。 

(2)其次是小孩子的單純。小孩子身上的一切事都是最基本的。他

們還沒有變得複雜。他們裏面的一切是那樣單純，自由，自然地

表達出來，沒有絲毫詭詐。單純並不等於思想簡單，單純乃是找

到了可信靠的對象，毫無保留地依從他。 

(3)最後是小孩子的可塑性，也就是順服。有一個羅馬天主教修道

院的院長曾這樣說，將孩子們交給我，讓我教導他們到七歲，七

歲以後隨便你怎麼教導他們都無關緊要了。這句話完全正確。一

個孩子還小的時候，有充分的可塑性。雖然他可能在天性的裏面

中，承受了很多罪的傾向，但幼年的孩子是柔順的，可以加以塑

造。 

(二)無限饒恕的教導(21～35 節)──在這段裡，我們看見透過饒

恕別人，而更深地經歷主的憐憫！若用現代錢幣推算，這個僕人

欠王，需要動用到 8，600個工人，每人要搬 60磅重銀幣；而他

的同伴欠他的，不過是一袋錢。相比之下，兩者相差約六十萬 

倍，他同伴欠他的和他所欠王的相比較下，實在是微不足道。

然而他卻不放過他的同伴便『揪著他』，以兇暴的手段『掐住他

的喉嚨』(28 節)。他同伴的請求，和 26 節他向王的請求一模一

樣。但他對付別人的虧欠，卻和王對他的答覆完全兩樣。結果

那人重新被王追討欠債。 

主耶穌藉這比喻來說明，主既以恩典對待我們，我們也當以恩

典對待別人。然而人若不認識和經歷祂的憐憫和恩典，就不可

能饒恕別人，卻很容易變成一個待人寡恩的人。所以，我們每

天都須接受主的憐憫，享受祂的恩典，讓祂的憐憫從我們身上

湧流出去，這樣才能從心裏寬大地饒恕虧欠我們的人。 

【默想】 

（一） 「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太

十八 3)。讓我們在「心志」上作大人，但在對待人的態度

上，保持「童心」、「赤子之心」吧！ 

（二） 「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太

十八 4)。謙卑讓神掌權，在天國裏是最大的！讓我們回轉

變成小孩子的謙卑、真誠、信靠、純真吧！ 

（三） 「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太

十八 5)。每個小子的需要，就是主的需要！讓我們接待小

子的一個，而不使人絆跌、不輕看他們吧！ 

（四） 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是這樣不願意這小子裏失喪一個」(太

十八 14)。神深愛每一個小子，一個也不肯放棄！讓我們有

天父關切祂每一個兒女的心腸吧！ 

（五） 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甚麼事，我在

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太十八 19)。讓我們經歷彼此

同心合意，與主同心、同在的禱告吧！ 

（六） 主饒恕人是無限的！試問我們的饒恕是屬人記賬式的饒恕，

還是屬天無限的赦免呢？ 

（七） 主憐恤人是無盡的！試問神對我們的虧欠一筆勾消，我們豈

可不肯寬恕人呢？主既以憐恤我們，我們豈可待人寡恩呢？ 

【禱告】親愛的主，求祢光照我，使我能認識自己的本相，從自

滿和驕傲的景況中回轉。求祢賜給我童心，使我能更謙卑投靠

祢。主啊，求祢教導我們心存憐憫，以饒恕代替積怨，多得著一

個弟兄，成為同心禱告的同伴！ 

【金句】「這一章可分為兩部分，極醒目地分別從兩方面來啟示對

待王的子民當有的態度。第一，對絆倒人的罪，絕不可有絲毫憐

憫。第二，對犯罪的弟兄，則要常存憐憫，不斷地試著要挽回

他。在第一點上失敗，無異是將資金投資在磨石上；在第二點上

失敗的人，神自己必嚴厲地刑罰他，因為神絕不寬宥一顆不肯饒

恕人的心。」──《摩根解經叢書》 

【聖經論驕傲】這些問題都是從聖經中找出來的，望讀者用敬虔

的心，謙卑的態度，答覆這些問題。天使為何墮落？（結二十八

16～17）始祖為何犯罪？（創三 6）該隱為何漂流？（創四 5～

9）人類為何分散？（創十一 4）選民為何倒斃？（來三 17～19）

可拉為何被吞？（民十六 3）摩西為何失敗？（民十四 10～12）

米利暗為何受羞？（民十二 1～2）掃羅為何被棄？（撒上十五 9

～23）以利亞為何逃亡？（王上十三 19）尼布甲尼撒為何降為禽

獸？（但五 20～21）伯沙撒為何亡國？（但五 22～23）希律王為

何慘死？（徒十二 21～23） 

朋友！你是否犯了驕傲的罪？你願不願在主耶穌面前澈底誠實，

謙卑痛悔承認這罪，求他的寶血洗去污穢，作個柔和謙卑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