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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6 年 5/1~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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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兵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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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今年的福音营仍将在国殇节长周末(五月27日礼拜五晚上8:30

─30日礼拜一上午10点)。今年福音营的主题是「蒙福的

人」。地点：宾州的青山基督徒营地（Blue Mountain Christian 

Camp)。请大家多为福音营各方面事工祷告，并邀请弟兄姐妹

和渴慕真道的朋友们参加。请将福音營报名表送交陈宪明和王

艾东。 

 

 

 

 

 
 

五月一日 

讀經 王上十～十一；示巴女王覲見所羅 

鑰節 【王上十 4～5】「示巴女王見所羅門大有智慧，和他所建

造的宮室，…又見他上耶和華殿的臺階，就詫異得神不守

舍。」 

五月二日 

讀經 王上十二～十三；王國分裂 

鑰節 【王上十二 28～30】「耶羅波安王就籌畫定妥，鑄造了兩

個金牛犢，對眾民說：『以色列人哪，你們上耶路撒冷去

實在是難，這就是領你們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犢一

隻安在伯特利，一隻安在但。這事叫百姓陷在罪裡，因為

他們往但去拜那牛犢。」 

五月三日 

讀經 王上十四～十五；亞撒接續作猶大王 

鑰節 【王上十五 11～12】「亞撒效法他祖大衛行耶和華眼中看

為正的事。從國中除去孌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

像。」 

五月四日 

讀經 王上十六～十八；以利亞的見證 

鑰節 【王上十七 14】「因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壇內

的麵必不減少，瓶裡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華使雨降在

地上的日子。』」 

五月五日 

讀經 王上十九～二十；耶和華向以利亞說話 

鑰節 【王上十九 18】「但我在以色列人中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與巴力親嘴的。」 

五月六日 

讀經 王上二十一～二十二；拿伯的葡萄園 

鑰節 【王上二十一 3】「拿伯對亞哈說：『我敬畏耶和華，萬

不敢將我先人留下的產業給你。』」 

五月七日 

讀經 王下一～三；得著以利亞加倍的靈 

鑰節 【王下二 9】「過去之後，以利亞對以利沙說：『我未曾

被接去離開你，你要我為你作什麼，只管求我。』以利沙

說：『願感動你的靈加倍地感動我。 』」 

「為自己留下七千人」【王上十九 18】――我常常感到希奇的

是，這七千個暗中的門徒怎能那樣地保守秘密，以至連以利亞都

不知道他們的存在。鹽若沒有失去它的味道，是不能隱藏的。神

在人心中的工作，早晚必會自己顯露出來。所以這些隱藏之人的

敬虔恐怕是模糊不清的，只有那無所不見的眼睛纔能把它查出

來。雖然如此，神實在查出了他們的敬虔，並且珍惜它。祂不吹

滅將殘的燈火，反倒把它挑旺起來。祂不輕看芥菜種子，祂用慈

愛的心照顧它長大。 

你可能很軟弱，無足輕重，在神的偉大僕人中無一席之地，但只

要你有一點信心和愛心的火花，只要你努力使自己不被世界所玷

污，你就是祂所承認的兒女，因為祂的恩典一直伸向那最膽怯的

人。但要記得：如果你的內在生命是純正的，它就不能永遠保持

秘密——它必像久藏的火苗那樣爆發出火光；它必像埋在地下有

生命的種子那樣，有一天從泥土中顯露出來。 

神可能借著這些話對某些偏離正道的人說：回來罷！離我流蕩的

人，回到我這裏來罷。回到你所放棄的事工上，回到你墮落以前

的信心那裏。回復你從前作孩子時那樣的幸福和聖潔的生活罷。

「你們這背道的兒女阿，回來罷；我要醫治你們背道的病。」但

願背道的人都能回答說，「看哪，我們來到你這裏；因你是耶和

華我們的神！」── 邁爾 

【默想】以利亞覺得他是全國僅存的忠僕。但神為自己留下七千

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與巴力親嘴的。這句話對于站在主

一邊的信徒是極大的鼓舞和安慰。直到今天神的工作也是如此，

我們并不孤單、伶仃，因為主還有祂自己的七千人忠心順服祂。 

【君王救主進入耶路撒冷】 
【讀經】太二十一 1～46。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明白君王救主如何進入耶路撒冷，與祂

所作三件事的意義；以及祂如何以兩個比喻，來回答祭司長和長

老所問祂權柄來源的問題。 

【主題】《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的主題說到：(1)主耶穌騎驢駒

進耶路撒冷(1～11節)；(2)潔淨聖殿(12～17節)；(3)審判無花

果樹(18～22 節)；(4)反對者質問主耶穌權柄來源(23～27節)；

(5)兩個兒子的比喻(28～32節；(6)和兇惡園戶的比喻(33～46

節)。 

【特點】本章我們特別看見， 

(一)對天國君王的描繪：(1)王的榮耀和溫柔──驚動了耶路撒

冷合城的人(1～11節)；(2)王的工作──潔淨了聖殿和治好了

殿裏的瞎子、瘸子(1～17節)；(3)王的權柄──咒詛了不結果

子的無花果樹(18～22節)；(4)王的智慧──堵住了反對者的

質問(23～27 節)；(5)王的比喻──宣告了把國度的福分歸於

結果子的教會(28～3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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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國殤節福音營五月27～30日禱告。 

◆ 為在病中紐約教會朱永毅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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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班子民的對比：(1)第一個對比──對君王的權柄尊重與

否：一班人尊主為大(1～11節)，而另一班人卻質疑祂的權柄(23～

27 節)；(2)第二個對比──供君王住宿與否：一班人有殿的外表，

卻無殿的實際(12～16節)，而另一班人卻能讓主住宿安息(17

節)；(3)第三個對比──供君王享受與否：一班人有果樹的外表，

卻無果實(18～19節)，而另一班人因信使神滿足(20～22 節)；(4)

第四個對比──言與行的問題：大兒子回答不去，後來卻去(28～

29 節) 而小兒子回答去，後來卻不去(30～32節)；(5)第五個對比

──按時交果子的問題：園主就除滅那些惡園戶，而另租給交果子

的園戶(33～46節)。 

【鑰節】「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你們倒使它成為賊窩了。」(太

二十一 13)本節說到王要使聖殿成為禱告的殿(賽五十六 7)；但作買

賣的人使祂的變殿成了賊窩(耶七 11)。主潔淨聖殿的行動，確認了

祂是更大的「殿」(太十二 6)。 

【鑰字】「我的殿」(太二十一 13)──「殿」原文是「神聖的處所

(sacred place) 」，指包括聖殿本身，並其四圍和院子的全部地區。

而這裡的「殿」(12～13節)指的應該是「外邦人院」，是開放給外

人敬拜用的院子。主耶穌在開始作工之時，曾潔淨一次聖殿(約二 13

～17)；此處是發生在祂被釘十字架前數日的第二次潔淨聖殿。第一

次祂稱殿為「我父的殿」(約二 16)，因祂是以神兒子的資格來潔淨

聖殿；此處祂則稱「我的殿」，因祂是大衛的子孫，以王的資格來潔

淨聖殿。13節是主把賽五十六 7和耶七 11兩段經節合成一句，解釋

祂潔淨聖殿之舉。因為祂的殿應該是「禱告的殿」，是人與神交通、

和神同工，讓神得著榮耀的地方；而之處如今却成了「賊窩」，被一

班在殿裏作買賣的人，搞得烏煙瘴氣，使神無法在這樣的殿裏得著安

息。       

【鑰義】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  

(一)主耶穌進入耶路撒冷(1～22節)──主的三個行動含有深厚的屬

靈意義： 

(1)騎小驢駒 (1～11節)──當「主要用牠」(3節)時，這驢駒就成為

主入耶路撒冷的座騎。「那人必立時讓你們牽來」(3節)，「那

人」就是驢和驢駒的主人(路十九 33)。我們原來是在這世界的主

人手下，被世上的事和罪惡捆綁住了，但有一天，主那權能的話

臨到我們身上，我們立刻就從黑暗的權勢底下得著釋放，而歸給

主用。所以不要緊緊綁住我們的驢駒、我們的兒女，甚至我們自

己，總要解開；不但要解開，還要牽到主那裡去。我們是否受事

業、學業、家庭、興趣……捆綁，以致難以被主使用呢？  

(2)潔淨聖殿 (12～17節)──這是主第二次潔淨聖殿。兌換銀錢……

賣鴿子」，兌換庫幣、賣祭物，的確便利對神的敬拜。但人來聖

殿是為贖罪，這些不公義的買賣卻陷人於罪，使人對獻祭輕忽，

是例行公事，虛應故事一番。結果，人不但未被帶到神面前專心

尋求祂而禱告，反倒沾染汙穢，使它成了賊窩。主耶穌潔淨聖殿

之舉，表明主不容許祂的殿沾染任何汙穢。我們的身體就是神的

殿，有聖靈居住在其中，我們是否容讓罪惡佔據我們的生命呢？ 

(3)審判無花果樹(18～22節)──猶太人收穫無花果有兩次，第一次

在六月，另一次則在九月。當葉子茂盛時，樹上有先熟的無花

果，是第一次的收穫，然後有第二次後熟的收穫。因此主才到樹

前找，否則主不會去尋。可惜主耶穌見到這棵樹，滿了枝葉，卻

沒有果子，正顯示出此樹的病態。從預表上說，那棵無花果樹指

當時的猶太人(耶二四 5，8，路十三 6～9)，空有宗教的儀式、節

期、外表，卻毫無生命的果實，也沒有事奉的實際，所以主棄絕 

他們，直等到「樹枝發嫩長葉」(太二四 32)以後，就是他們悔

改，轉離過犯的時候，再接納他們(賽五九 20，羅十一 23)。

在我們的教會中，是否充滿空有枝葉，沒有果子的信徒呢？而

我們的生活是否有敬虔的實際(提後三 5) 呢？我們是否時常有

生命的流露，結果子而生命不枯乾(約十五 2，6) 呢？ 

(二)兇惡園戶的比喻──因著猶太教領袖棄絕主耶穌，我們看

見一個十分重要的轉變，天國的實際便轉賜給教會，所留給猶

太教的，只不過是天國的外表空殼罷了。這個比喻中的每個細

節都有清楚的含意。比喻裏的含意：(1)「葡萄園」代表神的選

民(賽五 7)；(2)「家主」代表栽培以色列的神；(3)「園戶」就

是猶太人的宗教領袖；(4)「僕人」就是神所差遣的眾先知；

(5)「園主的兒子」就是主自己；(6)其他園戶──就是主的教

會。園戶把園主的兒子「推出葡萄園外」殺掉，指出耶穌是在

耶路撒冷城外被殺的。主耶穌還引用了詩篇一百十八篇 22 節的

話，暗示比喻中的預言，將要在祂自己身上應驗了。因祂乃是

「這石頭」(42，44 節)。對於猶太教領袖，主被他們棄絕，成

了匠人所棄的石頭(42節上)；而對於不信的猶太人，祂乃是絆

跌人的石頭(賽八 14～15；羅九 32～33；林前一 23；彼前二

8)。對於教會，主雖被猶太人厭棄，卻成了「房角的頭塊石

頭」(42節下；詩一百十八 22；徒四 11)，就是用以建造教會

(房)最基本、最重要、連絡全體的房角石(賽二十八 16；弗二

20～21；彼前二 4～7)。當主再來的時候，對於不信祂的，主乃

是審判人的石頭，人要被祂這塊石頭所毀滅(44 節上)；對於列

國政權主乃是砸人的石頭(但二 34～35，44～45)，「這石頭掉

在誰的身上，就要把誰砸得稀爛」(44節下)。 

 因此，主耶穌嚴肅而鄭重地宣告「神的國必從你們奪去，賜給

那能結果子的百姓」(43節)，表明神要從不結果子的猶太人手

中，奪回選民的地位，賜予那願意悔改歸向主耶穌的外邦人，

他們就是教會。因為猶太人愚昧地敵擋主，外邦人就被主選上

作為教會建造的主要材料。然而主的心是何等的傷痛。在路加

福音十九章的記載中，我們看見主在這段時候為耶路撒冷哀

哭。今天我們的生活，有沒有落在昔日猶太人的可憐景況中？

願我們與主一同經營神所託付產業，並按時交果子，不讓主再

傷心。 

【默想】  

(一) 主騎驢駒進耶路撒冷城(1～11 節)說出宇宙君王也要用我

們！當「主要用牠」(3 節)時，我們的態度如何呢？讓我

們今天謙和順服，隨時候命吧！ 

(二) 主潔淨聖殿(12～17 節)說出我們也要被祂清理乾淨！身為

神的殿(13節)，在我們裏面是否潔淨呢？讓我們與祂交

通，讓祂在我們的生命中作王，管理們我的一切吧！ 

(三) 主審判無花果樹(18～22節) 說出祂對我們也有期望！作

為神栽種的樹(19節)，在我們身上是否結美果呢？讓我們

結出生命的美果，讓祂滿足吧！ 

(四) 猶太教領袖質問主耶穌權柄來源(23～27 節)指出人不信和

敵對的問題。我們是否尊重祂的權柄？ 

(五) 兩個兒子的比喻(28～32節)指出人言與行的問題。我們是

否口是心非，口說一套，心想一套，行出來又是一套嗎？ 

(六) 兇惡園戶的比喻(33～46節)指出人肯不肯交果子的問題。

我們是否是忠誠可靠的園戶，而按時交果子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