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瑪波羅教會家訊───「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四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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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1/12~ 1/18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1:45 AM 

信息交通聚會                      10:50-12: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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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宪明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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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 月 25 日(週六晚上 6:30 PM )福音愛筵聚會，請全體出席、

參與服事及留意教會各方面安排。  

(二) 2 月 2 日主日早上詩歌見證聚會，請全體出席、參與服事及

留意教會各方面安排。 

 

 
【 

 

 
 

一月十二日 

讀經 馬太七 1～12；建立與神和與人的正常關係。 

鑰節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

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

給他開門。」(太七 7～8) 

禱告 親愛的主，我迫切地祈求袮，使我不斷操練我的態度，作一

個對的人，每天在地上活出天國的實際。 

詩歌 信靠耶穌，何其甘甜～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十三日 

讀經 馬太七 13～29；正確的抉擇。                         

鑰節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

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太七 21】 

禱告 親愛的主，我願做個徹底順服你旨意的人，求你幫助我放下

自己，天天信靠、順服你，活出天國的實際。 

詩歌 眾人湧進主的國度– YouTube 

一月十四日 

讀經 馬太八 1～13；王的權能——祂肯、祂能！ 

鑰節 「有一個長大痲瘋的來拜祂，說：『主若肯，必能叫我潔淨

了。』】「耶穌伸手摸他，說：『我肯，你潔淨了吧！』他

的大痲瘋立刻就潔淨了。」(太八 2～3) 

禱告 親愛的主，照我本相，無善足稱，我願將自己打開，來讓你

觸摸我靈，醫治我的軟弱。                  

詩歌 祂摸我～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十五日 

讀經 馬太八 14～34 ；彰顯君王的權能！ 

鑰節 「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祂代替我們的軟弱，

擔當我們的疾病。』(太八 17) 

禱告 主阿！每天給我你親口的一句話，使我勝過疾病、魔鬼，引

導我渡過人生的大小風暴。 

詩歌 主昨日今日直到永遠～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十六日 

讀經 馬太九 1～22；主耶穌的事工。                       

鑰節 「耶穌從那裏往前走，看見一個人名叫馬太，坐在稅關上，

就對他說：『你跟從我來。』他就起來跟從了耶穌。」(太

九 9)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以你的大愛激勵我，更堅定地跟隨你、更積

極地傳揚你。 

詩歌 我今願跟隨耶穌～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十七日 

讀經 馬太九 23～38；主所行的三件神蹟。                         

鑰節 「衪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

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

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祂的莊

稼。』」(太九 36～38) 

禱告 親愛的主，每一個時代、每一個地方都充滿困苦流離的人，

求你擴大我們的眼光，讓我們「看見」你所「看見」的；求

你擴大我們的心胸，關心你所關心的，打發我們進入你的禾

場。 

詩歌 你是莊稼的主～ YouTube 

一月十八日 

讀經 馬太十 1～20 ；選立與差遣門徒。 

鑰節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並醫

治各樣的病症。這十二使徒的名：頭一個叫西門(又稱彼

得)，還有他兄弟安得烈，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

約翰，」【太十 1～2】 

禱告 親愛的主啊，我在這裏，請差遣我。 

詩歌 主！使我更愛你～churchinmarlboro.org 

【本週聖經鑰句】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

旨意的人才能進去。」【太七 21】馬太福音整卷書題到「天國」

(原意是諸天之國)有 37 次；「神的國」和「父的國」有 9 次；

「人子的國」3 次；「創世以來所預備的國」一次。馬太福音傳出

新約頭一個福音信息「天國近了」。而這個信息也貫穿了整卷

書，先由主的先鋒施洗約翰傳起(三 2) ，接著主自己傳講(四

17) ，再後是主的門徒(十 7)。五至七章是關于國度、憲法的頒

布、天國子民的素質和生活的准則；還有十三章有關天國奧秘的

七個比喻，二十五章童女和仆人的比喻，都是論及我們今天的生

活和事奉，斷定將來在國度里的賞罰。根據馬太福音，天國是神

國的一部分，包括今天的教會和要來千年國的屬天部分。現今在

教會時代，我們若靈裡貧窮，就是在天國實際裏；在國度時代，

我們將要有分於天國的實現。 

【創世記讀經第十二課】人第四次的墮落 

【重點】人造巴別塔和神變亂人的言語。 

【中心思想】第十章詳細記載閃、含和雅弗的後代；雅弗家族 14

人；含家族 30人；閃家族 26 人，共計 70 個人。我們可以看到神 

【禱告事項】 
◆ 為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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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5 日福音聚會禱告。 

◆ 為兒童服事禱告。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rust%20In%20Jesus.htm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5BYHhgq4ng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e%20touched%20m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95.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ollow%20on.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PGO-WNMa1M&feature=related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More%20Holliness%20Give%20M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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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徒十七 26)，然而人「各隨各

的方言、宗族立國」(創十 5)，產生了語言、地域和種族的觀念，

以致建立自己邦國(創十 32)的權柄，因而人彼此不能交通和不能

和睦相處。而其發生的原因是記載在第十一章 1~9 節。人的言語

原是一樣的，然而人高抬自己，企圖建造城和塔，公然聯合起來

敵擋和背叛神。這是人第四次的墮落。但是神沒有毀滅人，只是

變亂了人的言語，使人分散在全地上，叫人不能建造巴別城和塔

的工作。 

【鑰節】 

【創十 5】「這些人的後裔，將各國的地土、海島，分開居住，各

隨各的方言、宗族立國。」 

【創十一 4】「他們說，來罷，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

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 

【創十一 9】「因為耶和華在那裏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

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別。」 

【鑰字】「巴別」【創十一 9】─—希伯來原文的意思是「混雜或

混亂」，乃為「巴比倫」之原名（創十 10，十一 4，9）。人們造

「巴別」城和塔(創十一 4～5)，用意不善──高抬自己，對抗

神，「塔頂通天」；心態不對──尋求自己的名聲，不榮耀神，

為要傳揚「他們」的名；動機不純──彼此結盟，拒絕神，免得

「他們」被分散在全地上。因此「巴別」是指人有系統的組織，

尋找方法高舉自己，故意背叛神。 

【大綱】【挪亞的後代和人第四次的墮落】 

(一) 挪亞的後代和邦國的由來(十章) ──從一族到邦國，從神治

墮落到人治。 

(二) 人的背叛和神的反應(十一 1～9節)──人造巴別塔，神變亂

人的言語。 

【默想】 

(一) 第十章的家譜教導我們有關神與人的歷史。親愛的，你能否

在這家譜中找到許多人名的意義呢？如「甯錄」原文字意是

「反叛」。 

(二) 自古而今，人的光景都是尋求自我、自高自大，而離棄神、

阻擋神。而歷世歷代人所建造的「巴別」城和塔，都是企圖

以「人定勝天」來對抗神，結果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了。親愛

的，試問有限的人(年限和疆界，徒十七 26) 如何能與無限的

神較量呢？ 

【禱告】主啊，求祢使我們竭力保守那靈的合一，同心傳揚福

音，建造祢的身體(教會) 。 

【詩歌】聖徒眾心，愛里相系～churchinmarlboro.org 
【金句】「巴別這個邪惡不法的意念，也一直出現在各時代。人

罔顧神的計劃，一再的頂撞神，想要把自己建立起來。它的結果

總是紊亂。神從不允許人組織一個將神置於度外的系統，神也絕

不會坐讓這種系統存留。」――摩根 

【感恩見證】是愛的神作我牧人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二○一三年已成歷史。回望過去一

年，聖徒多方經歷神的恩典，無論是在嫩草地場、平靜溪流或死

蔭幽谷，都有神的同在，見證「耶和華是我的牧著，我必不至缺

乏。」(詩廿三 1)以下是部分香港教會弟兄姊妹在年終感恩見證聚

會的分享： 

＊去年六月發現腸道有腫瘤，我將自己交託給主，認識生命氣息

是在主手中。起初醫生以為我患上腸癌，結果在切除的多顆腫瘤

中，找不到癌細胞。手術後我快速康復，而失業多時的丈夫亦找

得工作。感謝主帶領我一家走出困境，榮耀歸給他，也多謝弟兄

姊妹的看望和代禱。 

＊我在二○一一年八月患上胃癌，身、心、靈備受影響。康復之

後，仍要定期檢查，每兩個月驗血一次，卻是常常不合格，不知

何時癌症復發。去年七月，醫生說我的情況並不樂觀，神卻對我

說：「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

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

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林前十 13)因著神的話，我得著

平安，不再懼怕，深信神必為我開出路。 

＊去年我跟隨丈夫移居美國，但在起行前一週，還未找到合適居

所，為此十分煩惱。感謝主奇妙的安排，終於在起行前找得居

所，不用租住昂貴的酒店。主的預備總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他

的恩典「永遠是豐滿有餘，每當我們信靠主。」(簡譜本 370首) 

＊過去一年經歷許多難處，包括：長期失業、兒子未能升學、姐

姐患上鼻咽癌…面對這些困難，我與妻子沒有埋怨主，仍然堅持

讀經、禱告、聚會，並且重新奉獻，願意接受神所安排的環境，

負主的軛，學主的樣式。最終姐姐復康了，我找到工作，兒子也

有了學習的方向。原來難處並非損失，乃是祝福，叫我們學習生

命的功課。 

＊我信主十多年，屬靈光景總是起起伏伏。最近兩年參加了讀經

班，大有裨益，與兄姊一同查經，將神的話藏在心裡，作我隨時

的幫助。有一次讀到哈該書一章 4節：「這殿仍然荒涼，你們自己

還住天花板的房屋麼？」神題醒我不要只顧自己的家，更要顧到

神的家，因此我立志參與服事。 

＊感謝神賜給我一個女兒，分娩過程非常順利，不用拖延良久。

生了孩子後，我十分渴慕聚會，並且每次都能帶著女兒一同赴

會。神也為我預備充足的嬰兒用品，感謝他的保守和供應！ 

＊從前我和丈夫常因吵架而不參加聚會，如今學習在神面前立

約：無論如何，都不可停止聚會。我是一名普通話老師，為了參

加聚會，只好放棄週六及主日的進修機會，主卻使我獲得「最佳

教師獎」，感謝主！ 

＊我是初信主的，第一次來到教會，已感到神與我同在。我經常

失眠，直至有次禱告求主讓我能入睡，當晚我就安然熟睡。主耶

穌何等真實，我要更多追求認識他。 

＊去年我參加了中壯年裝備課程，獲益良多。透過這個課程，主

來陶造我，除去我的驕傲和脾氣，甚至丈夫對我說：「你許久沒有

發脾氣了。」因著主的愛，夫妻關係更加親密。主也幫助我與母

親和好，原本我與母親有許多磨擦，主卻感動我要去愛她，於是

我鼓起勇氣，送給她福音單張，並且對她說：「主耶穌愛你，我也

愛你！」感謝主，自此我倆的關係大為改善。 

＊感謝神垂聽禱告，讓我經歷他是使無變有的神：第一，神將葵

涌聚會所賜給教會；第二，神賜給我一個小孩；第三，神將人數

加給青年聚會，並且青年人有明顯改變，被神陶造，更加像合乎

主用的器皿，願神在葵涌區得著更多青年人。感謝主，榮耀歸

神！ 

＊去年十二月廿五日舉行的兒童大會，充滿神的恩典和祝福。服

事兄姊同心配搭，兒童投入表演，每次彩排均有明顯進步。當日

的話劇不但感動了兒童和家長，服事者也深受感動。願主得著每

個兒童，都喜愛聚會，尊主為大。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christian%20heart.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