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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二十一 33-46 

33「你們再聽一個比喻：有個家主栽了一個葡萄園，周圍圈上籬笆，

裏面挖了一個壓酒池，蓋了一座樓，租給園戶，就往外國去了。 

34 收果子的時候近了，就打發僕人到園戶那裏去收果子。 

35 園戶拿住僕人，打了一個，殺了一個，用石頭打死一個。 

36 主人又打發別的僕人去，比先前更多；園戶還是照樣待他們。 

37 後來打發他的兒子到他們那裏去，意思說：『他們必尊敬我的兒

子。』 

38 不料，園戶看見他兒子，就彼此說：『這是承受產業的。來吧，我

們殺他，佔他的產業！』 

39 他們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園外，殺了。 

40 園主來的時候要怎樣處治這些園戶呢？」 

41 他們說：「要下毒手除滅那些惡人，將葡萄園另租給那按著時候交果

子的園戶。」 

42 耶穌說：「經上寫著：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這

是主所做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這經你們沒有念過嗎？  



43 所以我告訴你們，神的國必從你們奪去，賜給那能結果子的百姓。

44 誰掉在這石頭上，必要跌碎；這石頭掉在誰的身上，就要把誰砸得

稀爛。」 

45 祭司長和法利賽人聽見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著他們說的。 

46 他們想要捉拿他，只是怕眾人，因為眾人以他為先知。 

 

反省 

你的生命的意義是甚麼？當耶穌介入你的生命時，你是趕他走，抑或

欣然讓耶穌基督掌管？ 

你有沒有為耶穌去結果子？ 

 

禱告 

主，感謝祢愛我們，將祢的獨生子耶穌基督賜給我們，藉祂在十字架

上的受死、復活，成了我們的房角石。求祢提醒我們要時常反省自己

所想所行的，是否合乎祢的旨意，好讓祢的旨意藉我們成就，祢的心

意在我們身上得以完全。 

 

詩歌 

《In Christ Alone》 

曲、詞：Keith Getty & Stuart Townend   譯詞：廖忠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ZYpjBeM0To 

In Christ alone my hope is found He is my light, my strength, my song 

this corner stone, this solid ground firm through the fiercest drought and storm 

What heights of love, what depths of peace when fears are stilled, when strivings cease 

My comforter, my all in all Here in the love of Christ I stand 

在基督裡，我得盼望，祂是亮光、力量詩歌；這房角石，堅固磐石，



不怕乾旱、兇猛風暴。無比慈愛，何等平安，懼怕消逝，爭戰平息；

我的安慰，我的一切，因主的愛，我得站立。 

There in the ground His body lay Light of the world by darkness slain 

then, bursting forth in glorious day up from the grave He rose again 

And as He stands in victory sin’s curse has lost its grip on me 

for I am His and He is mine bought with the precious blood of Christ 

惟有基督，道成肉身，完全的神，成為人子；帶來公義，恩典禮物，

祂來拯救，卻被棄絕。直到耶穌，十架受死，神的憤怒，得以停息；

所有罪孽，祂全承擔，因主受死，我得生命。 

No guilt in life, no fear in death this is the pow’r of Christ in me 

from life’s first cry to final breath Jesus commands my destiny 

No pow’r of hell, no scheme of man can ever pluck me from His hand 

’til He returns or calls me home here in the pow’r of Christ I’ll stand 

勝過罪惡，不懼死亡，基督大能，今護庇我；從我誕生，直到離世，

我的生命，在主手裡。沒有邪惡，或是權謀，能使我們，與神隔絕；

直到主來，或歸天家，因主大能，我得站立。 

I find my strength, I find my hope I find my help in Christ alone 

When fear assails, when darkness falls I find my peace in Christ alone 

I give my life, I give my all I sing my song to Christ alone 

The King of kings, the Lord I love All heaven sings to Christ alone 

祂的身體，在洞穴裡，世上之光，在黑暗裡；直到那日，榮耀清晨，

從墳墓裡，祂又復活。當祂勝過，罪惡權勢，死亡毒勾，不再害我；

我屬於祂，祂屬於我，因主寶血，我得救贖。 

Til He returns or calls me home Here in the power of Christ I’ll stand 

Here in the power of Christ we stand 



直到主來，或歸天家，因主大能，我得站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