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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6 年 5/8~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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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英杰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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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八日 

讀經 王下四～六；以利沙所行的神跡 

鑰節 【王下四 3】「以利沙說：『你去，向你眾鄰舍借空器皿，

不要少借。回到家裡，關上門，你和你兒子在裡面，將油倒

在所有的器皿裡，倒滿了的放在一邊。』」 

五月九日 

讀經 王下七～九；撒瑪利亞城的解圍 

鑰節 【王下七 9】「那時，他們彼此說：『我們所作的不好！今

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們竟不作聲！若等到天亮，罪必臨

到我們。來吧！我們與王家報信去。』」 

五月十日 

讀經 王下十～十二；修理聖殿 

鑰節 【王下十二 9～10】「祭司耶何耶大取了一個櫃子，在櫃蓋

上鑽了一個窟窿，放於壇旁在進耶和華殿的右邊。守門的祭

司將奉到耶和華殿的一切銀子投在櫃裡。他們見櫃裡的銀子

多了，便叫王的書記和大祭司上來，將耶和華殿裡的銀子數

算包起來。」 

五月十一日 

讀經 王下十三～十四；神對以色列國忍耐 

鑰節 【王下十四 26～27】「因為耶和華看見以色列人甚是艱苦，

無論困住的、自由的都沒有了，也無人幫助以色列人。耶和

華並沒有說要將以色列的名從天下塗抹，乃藉約阿施的兒子

耶羅波安拯救他們。」 

五月十二日 

讀經 王下十五～十六；猶大王亞哈斯 

鑰節 【王下十六 2～3】「他登基的時候年二十歲，在耶路撒冷

作王十六年，不像他祖大衛行耶和華他 神眼中看為正的

事，卻效法以色列諸王所行的，又照著耶和華從以色列人

面前趕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兒子經火。」 

五月十三日 

讀經 王下十七～十八；希西家作猶大王 

鑰節 【王下十八 5】「希西家倚靠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後

的猶大列王中沒有一個及他的。因為他專靠耶和華，總不

離開，謹守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誡命。耶和華與他同在，

他無論往何處去，盡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亞述

王。」 

五月十四日 

讀經 王下十九～二十一；耶路撒冷獲救 

鑰節 【王下十九 19】「耶和華我們的神啊，現在求你救我們脫

離亞述王的手，使天下萬國都知道惟獨你耶和華是神！」 

「希西家倚靠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後的猶大列王中沒有一

個及他的。因為他專靠耶和華，總不離開，謹守耶和華所吩咐摩

西的誡命。耶和華與他同在，他無論往何處去，盡都亨通。他背

叛、不肯侍奉亞述王。」【王下十八 5】──希西家是一位中興

的王，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衛所行的，又廢

去邱壇，毀碎偶像，是倚靠耶和華神，在他前後的猶大列王中沒

有一個及他的(十八 3～5)，並且「希西家在列邦人的眼中看為尊

大」(代下三十二 23)。值得我們注意，他一登基，便推行如下的

改革(王下十八至二十章，代下二十九至三十二章)：(1)重修並重

開聖殿；(2)重組祭司及利未人之職任；(3)自立榜樣，帶領以色

列人敬拜唯一之真神；(4)盡毀境內之邱壇及偶像；(5)帶領百姓

重守逾越節，(6)獻各種祭給耶和華；(7)征服異族，拓展國界。

可惜晚年他以國中所有的金銀財富向巴比倫王打發來慰問的使者

展耀，以致神藉先知以賽亞預言其家其民並財物將被擄去巴比倫

(二十 12～18)。 

王下十八章記載希西家作猶大王，對抗亞述的大軍。當以色列國

亡於亞述帝國手中，希西家在猶大行了許多的復興。他力抗亞

述，在先知以賽亞的扶助下(賽 36～37)安然渡過亡國的危機，使

猶大不像以色列一樣被亞述擄去。他像大衛一樣，「行耶和華眼

中看為正的事」。他做了什麼討神喜悅的事呢﹖他遵守神的誡

命，又廢去邱壇，毀碎偶像，也包括了摩西製造的銅蛇──牠已

經演變成百姓敬拜的對象了(王下十八 4；民二十一 7～9)。他更

是倚靠耶和華神，在他前後的猶大列王中沒有一個及他的，希西

家行神所喜悅的事有什麼結果呢﹖聖經告訴我們：「耶和華與他

同在，他無論往何處去，盡都亨通。」不過希西家在位期間也並

非一帆風順。對亞述強大的軍隊，希西家的表現也是十分有信心

的(王下十八 31)，因為他所倚靠的是神，而不是自己。在我們面

對危機和困境時，不要忘記祈禱、仰望、依靠神，祂的同在是我

們蒙拯救的祕訣。 

【《列王紀下》默想】本書的主要內容──南北兩國衰敗淪亡的

原因和結果。本書的主要事實──以利亞末後的職事、以利沙的

職事、以色列國的衰敗和亡國、猶大國的衰敗和亡國。本書的主

要人物──以利亞、以利沙、耶戶、耶何耶大、約阿施、希西

家、瑪拿西、約西亞、約雅敬、西底家等等。 

【王智慧地回答反對者的問題】 
【讀經】太二十二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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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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明白王為他兒子擺設娶親筵席的意義；

以及祂如何智慧地回答，猶太領袖所發的刁難有關政治，信仰和

解經的問題，並反問他們基督是誰。 

【主題】《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的主題說到：(1)娶親筵席的比

喻(1～14 節)；(2)問納稅給該撒可不可以的政治問題；(3)問再嫁

婦人復活後是誰妻子的信仰問題(23～33 節)；(4)問那一條是律法

上最大誡命的解經問題(34～40節)；和(5)反問基督是誰的問題

(41～46節)。 

【特點】我們特別看見:王顯出無比的智慧──(1)以享受神娶親

筵席的問題，指出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2)以現實生活納稅

的問題，指出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3)以生前

死後信仰的問題，指出當認識聖經，並曉得神的大能；(4)以解經

的問題，指出愛神和愛人命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5)以基

督是一切問題的答案。 

【鑰節】「因為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太二十二 14)本節

說到在享受天國的喜樂和榮耀，信主得救的人很多，但得著獎賞

(林前九 24)的人則少。 

「『論到基督，你們的意見如何？祂是誰的子孫呢？』他們回答

說：『是大衛的子孫。』耶穌說：『這樣，大衛被聖靈感動，怎

麼還稱祂為主。』」太二十二 42～43 基督的這個問題是一個啟示

性的問題，說到作為人，祂是大衛的子孫；作為神，祂是大衛的

主。祂即然是大衛的主，那麼一切有關權柄，納稅，復活和解經

的問題，也都迎刃而解了。 

【鑰義】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  

(一)娶親宴席的比喻(1～14節)──這個比喻非常有意義，但它並

不是一個比喻，而是兩個。如果我們把它們分開來看，可能更容易

和較全面的把握住其意義。 

 (1) 有沒有赴席──是得救的問題(1～10 節)。本段有三班人竟然

拒絕天國的福音: 

（a）不肯來的人(3 節)：有分於筵席與否，全在於被邀的人「肯不

肯」來；求主給我們一顆「肯」的心，因為這是享受屬靈豐富的先

決條件。如尚未得救，現在肯不肯領受基督的救恩？ 

（b）不理的忙人(5 節)：忙到田裏去從事農耕，忙做買賣，忙讀

書，忙打球……。忙不是壞事，但若因忙而忽略永恆，這損失何等

大。 

（c）反對的惡人(6 節)：定意背叛，不但不理天國的邀請，更動手

淩辱、殺害這些帶著愛的使命的僕人。這是歷代迫害基督徒的一班

人。  

 (2) 有沒有穿禮服──是得勝的問題(11～14 節)。當時這些賓客

都是直接從路上邀請來赴席的(9～10 節)，因此不可能穿著禮服，

惟一合理的解釋，便是主人也為所有的客人準備了婚宴用的禮服。

那個客人既然應邀赴宴，卻不肯穿主人所預備的禮服，這對主人是

相當沒有禮貌的。11節裏面的「沒有穿禮服」，和 12節裏面的

「不穿禮服」，原文不相同。文生(Vincent)解釋，在希臘文中頭一

個「沒」有穿，是指一件事的事實，而這裏第二個「不」穿，是出

於他的決定，是明知的不穿。「沒有穿禮服」的人，乃是指失敗的

基督徒，行事為人沒有與蒙召的恩相稱(參弗四 1)，也就是沒有

「披戴基督」(羅十三 14；加三 27)。由於將來國度的喜樂和榮

耀，是為得勝的基督徒預備的；而失敗的基督徒因沒有憑著基督過

得勝的生活，在千年國沒有資格享受那個婚筵，以致暫時要在外面

的黑暗裏受管教(13 節)。蒙恩之後，我們有否純潔自己？ 

有沒有披戴基督的救恩？ 

據說，多年之前，有兩個人經過一個大沙漠，看見兩句希奇古

怪的話：「帶去的人要後悔，不帶去的人也要後悔。」二人弄

得莫明其妙，如同墜入五裡霧中。一個說：「走罷，一點意義

也沒有。管他的，帶的人要後侮，那末我就不帶了；帶些沙粒

有什麼用處呢？」二人仍舊繼續前行，左思右想，要求出一個

所以然來。帶沙的人說：「到底是什麼意思呢？」順手掏出他

帶的一把沙來，回家仔細一看，卻是一些金鋼石。他的同伴

說：「我希望也有一些。我真後悔沒帶一些回來。」那一個人

也面帶懊喪的表情說：「是呀，我也後悔，為什麼不多帶一些

呢！」到那日信主的人要後悔信得太遲，沒有好好為主作工；

未信主的人要後悔未信以致沉淪。 

(二)問中之問──《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 23 節至二十二章 46

節是充滿一系列問題的一段聖經。反對主耶穌的有四組不同類

形的代表，他們竭力用難解、詭詐的問題來陷害祂。在反對祂

的勢力中，第一是不信的祭司長和長老官長們作代表，問祂關

於權柄的問題(二十一 23節)；第二是以基要派的法利賽人和熱

心政冶的希律黨人為代表，問祂關於納稅問題(二十二 15～22

節)；第三是以摩登派的撒都該人作代表，提出復活的問題(二

十二 23～33 節)；最後是律法師，問祂關於律法的問題(二十二

34～40節)。那天他們所發的四個問題，就是宗教，政治，信

仰，解經的問題，但他們卻不能回答主的問題──「論到基

督，你們的意見如何？」(太二十二 42)。因為這是問中之問，

也是人生最大的問題。 

許多人也是只注意基督之外的種種問題，但是主卻關切我們對

祂的認識。當使徒保羅面對哥林多人的各種疑難問題，他定意

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林前二 2)。而今

天我們也要回答基督是誰，否則其他的問題甚至包括聖經真理

全都是無關緊要的。所以我們要活在靈中，藉著神的啟示，積

極地追求認識祂，並在日常生活中主觀地經歷祂的大能，這樣

人生的一切問題都會消失無蹤。因為得著了祂，就得著一切問

題的答案。祂是那位「我就是我是」(約八 58「就有了我」原

文)；我們需要甚麼，祂就是甚麼。今天對於這一位奇妙又全備

的基督，我們是否也有足夠的認識呢？願主也來向你我每一個

人發問。 

【默想】  

(一) 娶親宴席的比喻(1～14 節)指出被邀的人「肯不肯」來，這

是享受屬靈豐富的先決條件；而「穿禮服」是配與不配享用

豐盛筵席的關鍵。對赴天國的筵席我們的態度如何？我們有

沒有預備禮服赴筵呢？ 

(二) 納丁稅的問題(15～22節)指出我們的時間、生命、力量、

才幹、恩賜、金錢……是歸給凱撒或是歸給神呢？ 

(三) 撒都該人問主再嫁婦人復活後是誰的妻子(23～33節)指出

人生前死後的奧秘，全在認識聖經和神的大能！我們是否對

屬靈的事有更深的認識嗎？ 

(四) 律法師問主那一條是律法上最大的誡命(34～40 節)指出人

應盡一切愛神、愛人！我們是否建立這樣正確的人生態度

嗎？ 

(五) 主問法利賽人對基督的意見如何(41～46 節)指出人認識了

基督，其他問題都迎刃而解。論到基督，我們的意見如何？

我們是否與主建立親密的關係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