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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6 年 6/5~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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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志杰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邓育明 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张凉姊妹家 

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六月五日 

讀經 代下二十三～二十四；祭司耶何耶大的事蹟 

鑰節 【代下二十三 16】「耶何耶大與眾民和王立約，都要作耶和

華的民。 

六月六日 

讀經 約二十五～二十七；約坦的事蹟 

鑰節 【代下二十七 6】「約坦在耶和華他神面前行正道，以致日

漸強盛。」 

六月七日 

讀經 約二十八～二十九；希西家重修聖殿和恢復獻祭 

鑰節 【代下二十九 2～3】「希西家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效法他祖大衛一切所行的。元年正月，開了耶和華殿的

門，重新修理。」 

六月八日 

讀經 代下三十～下三十一；全國靈性上的復興 

鑰節 【代下三十一 10】「撒督家的大祭司亞撒利雅回答說：『自

從民將供物送到耶和華殿以來，我們不但吃飽，且剩下的甚

多；因為耶和華賜福給他的民，所剩下的才這樣豐盛。』」 

六月九日 

讀經 代下三十二～三十三；瑪拿西的禱告 

鑰節 【代下三十三 12～13】「他在急難的時候，就懇求耶和華

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極其自卑。他祈禱耶和華，

耶和華就允准他的祈求，垂聽他的禱告，使他歸回耶路撒

冷，仍坐國位。瑪拿西這才知道惟獨耶和華是神。」 

六月十日 

讀經 代下三十四～三十六；猶大國的滅亡 

鑰節 【代下三十六 23】 「波斯王古列如此說：『耶和華天上的

神已將天下萬國賜給我，又囑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他

建造殿宇。你們中間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去，願耶和華

他的神與他同在。』 」 

六月十一日 

讀經 拉一～二；被擄者歸回 

鑰節 【拉一 1～2】「波斯王居魯士元年，耶和華為要應驗藉

耶利米口所說的話，就激動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詔通

告全國說：波斯王古列如此說：『耶和華天上的神已將天

下萬國賜給我，又囑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他建造殿

宇。』」 

「激動」【拉一 1，5】──「激動」的希伯來原文在舊約出現

65 次，除了翻譯成「激動」，有時譯為「興起」，意思是「人的

行動出於神主動的起意」。本章有兩次提到耶和華激動人心

（1，5節）： 

(1) 是神感動波斯王古列的心，如同轉動隴溝的水（箴二十一

1），使他下詔釋放以色列民回歸故里。 

(2) 是神感動以色列人的心，使他們願意離開安逸的生活，甘心

放棄所有，開始漫長艱辛的旅程，歸回耶路撒冷，重建聖

殿。 

神能扭轉世界的局勢，但更重要的是神能改變祂子民的心，使他

們甘心順服神的旨意。因為神復興的工作，都是先從改變祂子民

的心開始。我們是否願意順服神，讓神在我們心裏運行，為要成

就祂的美意呢(腓二 13)？ 

【《以斯拉記》綜覽】──本書的主要內容 ─ 神興起波斯王古

列，恩待以色列人，分別在所羅巴伯和以斯拉等人的率領下，得

以兩次歸回故土。第一次歸回的目的是為著重築祭壇、重建聖

殿，恢復以神為中心的事奉與敬拜；第二次歸回的目的是為著教

導神的話，帶領百姓悔改歸向神，過聖別的生活，包括奉獻、認

罪、對付。本書的主要事實 ─ 第一次神子民的回歸恢復了與神

正常的關係和第二次神子民的回歸帶進了復興與聖潔的生活。本

書的主要人物 ─ 以斯拉。 

【君王救主再來的比喻】 
【讀經】太二十五 1～46。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明白君王救主再來的比喻的內容，目的

和解釋，因而提醒我們應當：(1)及早預備好自己；(2)忠心運用

神的恩賜；(3)善待弟兄。 

【主題】《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的主題說到：(1)童女的比喻(1

～13節)；(2)僕人的比喻(14～30 節)；和(3)綿羊與山羊的比喻

(31～46節)。 

【特點】我們特別看見:本章中三個比喻是緊接二十四章中的預

言，一面有關於主的再來，對基督徒，基督僕人，和世上萬民的

審判；另一面也有關於天國(千年國)的實現，有分於新郎的婚筵

(啟十九 9)，在基督臺前得賞賜的審判(林後五 10，羅十四 10)，

以及萬民進入祂的國。頭兩個比喻，是用「天國好比」來提醒門

徒應當隨時預備好自己迎接主的再來。這兩個比喻的內容很簡

單，但意義很深長。每一個比喻都提到這些人和他們出門去的主

人之間的關係。其次，指出他們所當負的責任。第三個比喻解釋

人能進入祂的國，根據是否善待主的弟兄。 

【鑰節】「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

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

快樂。』」(太二十五 21)主對服事者的國度獎賞，就是與祂同享

喜樂，其根據乃是僕人對所得的機會，是否忠心服事而定。 

「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

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太二十五 40) 本 

節是主解釋，凡恩待祂弟兄中一個最小的，就是恩待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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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參加國殤節福音營的福音朋友禱告。 

◆ 為在病中紐約教會朱永毅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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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這些義人必進入祂的國。     

【鑰字】「『良善』又『忠心』」(太二十五 2)──「良善」是指

好的存心和動機，而「忠心」是指信實，可靠的表現。馬太二十五

21和 23節重複了兩次忠於主所託負的結果。雖然這兩個僕人所得

的恩賜不同，工作的果效也不同，但主的稱許都是一樣的──

「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所得的獎賞也是完全一樣的

──「...我要委派你管理許多事；進到你主人的快樂裏」﹝原文

直譯﹞。這表示主人所看重的是他們的「良善」與「忠心」，而不

是工作成果的多少。所以我們所得的恩賜可以不如別人，但我們的

「良善」與「忠心」卻不能落於人後。因此我們就有責任好好地善

用祂所賜給我們的一切包括時間、金錢、才能、環境、機會和其他

資源，去服事神、幫助人。無論我們多麼忙碌，都不應該找藉口而

埋藏所擁有的。 

【鑰義】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從這三個的比喻，我們可以學習

如何坦然迎接主的再來： 

(一)及早預備自己(1～13節)──要作聰明的童女，應及早預備、隨

時預備提燈和備油，來迎接主(新郎)的再來，並與祂一同坐席，有分

於羔羊的婚筵(啟十九 9)。本段「燈』預表人的靈(箴二十 27)；

「燈」發出的光(五 14～16)是指我們好行為的見證，而歸榮耀給父

神；「油」預表聖靈(賽六十一 1；來一 9；約壹二 20，27)；預備器

皿裡的油就是追求聖靈的充滿，也就是追求更豐盛的靈命。「聰明」

和「愚拙」的童女差別是在乎是否預備油在器皿裡。我們是否天天讓

聖靈充滿並浸透我們的全人？所以，不要等到「半夜」主來時(6

節)，「燈滅了」(8 節)，「門關了」(10 節)時才臨時預備，那就太

晚了。 

倪柝聲弟兄說得好，「就是因著新郎的遲延，才把那十個童女的屬靈

景況顯露出來。我怎樣纔能準備主的再來呢？有些信徒在五年前，是

準備好了迎接主的，但萬一主今天來，他反而沒有準備。要是祂現在

就來，我們最好今天就準備妥當，但如果祂遲延，一直準備著是同樣

要緊的。我們能否在等候中仍然準備不懈呢？有些信徒能夠等候三

天，卻不能等候三年。有的能夠在困難的日子中堅持三年，但主可能

要他們等候三十年，那又如何呢？讓我們思想一下這件事：如果新郎

在半夜之前來了，那麼所有的童女豈不都是聰明的麼？然而就是因著

祂的遲延，才將她們的愚昧顯露出來。願神保守我們，不因著年日的

過去或延長而變成愚昧的。只有一件事能夠保證我們，可以應付時間

的考驗，那就是聖靈的充滿。讓我只知道，時時刻刻被祂的聖靈所充

滿。這樣，當那半夜的大呼聲發出時，我們的燈便不至於缺油了。」 

(二)運用神的恩賜(14～30節)──要作良善與忠心的僕人，得主的

稱讚和天國的獎賞，應殷勤並充分運用主所賜的一切，忠於主所託付

的事，切勿荒廢主所賜給的時間、機會、才能、恩賜、環境和其他資

源。本段「銀子」象徵我們蒙恩得救後，從主所得到的屬靈恩賜(林

前十二 4～11)；「作買賣」象徵我們各人運用主量給的恩賜；「賺

得的銀子」指事奉的结果。每一個僕人都有恩賜，問題在乎是否忠心

作工。所以，問題並不在乎擁有多少，成果大有多少，乃在於我們怎

樣運用神所賜給我們的一切。因為天生我才必有用，人的「無用」，

是因「不用」；「不用」遲早會變成「無用」和「又惡又懶」的僕人

(26，30節)。在國度時期，受到主的懲治。讓我們算一算，按照目

前的情況，我們每天為主做了些什麼﹖做了多少﹖ 

 (三)善待弟兄(31～46 節)──綿羊和山羊的比喻的重點是敘述 

人子降臨後，萬民要聚集在他的面前。祂審判時，乃是將人分別 

成好壞兩類，好像牧羊人分別溫良的綿羊和兇惡的山羊一般 

 (31～33 節)。 

在這個比喻裡：  

(1)綿羊預表義人，因善待主的小弟兄，而承受那創世以來所預

備的國，進到永生的領域裏面(34～40，46節下)； 

(2)山羊預表惡人，因對主的小弟兄缺乏愛心，而進入為魔鬼和

牠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裏，接受永刑(41～46節上)。 

雖然，萬民的審判與我們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卻給我們看見主與

我們聯合的事實。因為人怎樣對待祂最小的弟兄，便是怎樣對待

祂。這給我們何等大的安慰，我們難處就是祂的難處，我們的需

要就是祂的需要。另一面，這一個比喻也激勵我們要積極地以愛

心服事弟兄，因而體認愛弟兄就是愛主。這個比喻雖不難瞭解，

但更重要的是去實行。 

【例證】都爾的馬丁(Martin of Tours)是一位羅馬的兵丁，也是

一位基督徒，在一個寒冷的冬天，當他進城的時候，有一個乞

丐拉住他向他求施捨。馬丁沒有錢，但是乞丐卻凍得渾身發紫

而顫抖，馬丁只能把他所有的給他，他脫下他破舊磨損的軍服

割成兩半，把其中的一半給了求乞的人。那天晚上他做了一個

夢，他看到天堂，和所有的天使，還有耶穌在他們中間，主耶

穌就是穿那半件的羅馬軍服。有一位天使對祂說：「主啊！你

為何要穿上這件破舊的衣服？是誰給你的呢？」主耶穌溫柔地

回答說：「我的僕人馬丁給我的。」 

【默想】 

（一） 十個童女的比喻(1～13 節)注重的是各人儆醒、預備、等

候主再來的情形，指出兩等童女只有二點不同：聰明的帶

油在器皿中，愚拙的沒有帶。我們是智或愚，關鍵在於是

否有及早預備油在器皿裏就是追求被聖靈充滿(弗五

18)。所以，切勿漠不關心靈命追求，以至油盡燈熄！因

為不在乎我們乾等、窮等、苦等主的再來，乃在於是否出

代價，提燈備油，天天讓聖靈充滿並浸透全人。 

（二） 三種僕人的比喻(14～30節)注重的是各人的服事，指出

我們是否忠心，關鍵在於是否有善用神的恩賜。所以，切

勿將一生荒廢在世界裏，以至掘洞埋沒恩賜！因為不在乎

我們擁有多少，乃在於是否積極運用所交付於我們的一

切，作個「又良善又忠心」的好僕人。 

（三） 主在寶座上分別綿羊和山羊(31～32節)指出祂衡量和審

判人的標準。假如主今日來評估我們生命的品質，我們是

否能得著主的肯定和和獎賞嗎？若不然，我們如何調整自

己的生活呢？ 

（四） 綿羊因善待神子民的而得賞賜(33～40節)指出我們在日

常生活中是否與主聯合去照顧弱小和關懷有需要的弟兄

呢？ 

（五） 山羊因輕忽神子民困苦的而被懲罰(41～46節)指出主的

責罸不只是我們「作」了什麼，也是「該作而不作」了什

麼？ 

【金句】「你是否那些自認恩賜少的人嗎？你有沒有盡你所能

的去作呢？你作了什麼？雖然你單獨不能作什麼，不如與人一

起來作，必有所成就。在教會的銀行中作一點點投資，在天國

的企業公司內也可做成一些貿易。你要珍惜那一百兩銀子。你

要知道你有。問主怎樣投資？讓祂支配。如果你只能為收割的

工人送點心，就這樣去作。在小事上就要忠心。」── 邁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