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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2/2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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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艾东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曹振东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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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2 日(週六)福音聚會，請全體出席、參與服事及留意教

會各方面安排。。 

 

 

 

 

 
 

二月二十三日 

讀經 太 27:32-66；甘负十架 

鑰節 兵丁拿苦膽調和的酒，給耶穌喝。祂嘗了，就不肯喝。(太

廿七 34) 

禱告 親愛主，願我阿們你所有的安排，接受你在我身上陶造的

工作。 

詩歌 前那戴荊棘的頭 

二月二十四日 

讀經 太 28榮耀；大使命  

鑰節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

們施浸(或作給他們施浸，歸於父子聖靈的名)。(太廿八

19) 

禱告 親愛主，謝謝你將國度的福音托負教會，要教會去使萬民

作你的門徒。主啊，我們在這裏，請差遣我們。 

詩歌 差遣我 

二月二十五日 

讀經 可1:1-1:20 ；福音起頭 

鑰節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可一 1) 

禱告 親愛主，感謝你，你將福音帶給人類，讓我們更寶貴你自

己。 

詩歌 祂是一切最亲～ YouTube 

二月二十六日 

讀經 可 1:21-1:45 ；事奉榜樣 

鑰節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

那裏禱告。（可一 35） 

禱告 主啊，在忙亂的生活中，面對各方面的挑戰，讓我們能安

靜在你面前，每天從新得力。 

詩歌 禱告之時～ churchinmarlboro.org 

二月二十七日 

讀經 可2:1-2:12；信創神蹟 

鑰節 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小子，你的罪赦 

了。』(可二 5) 

禱告 主啊，求你賜我們一顆愛人的心，讓我們懂得引領我們的

朋友來到你的面前。 

詩歌 信靠耶穌何其甘甜～churchinmarlboro.org  

二月二十八日 

讀經 可2:13-2:28；生命更新 

鑰節 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恐怕酒把皮袋裂開，酒和

皮袋就都壞了；惟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裏。(可二 22) 

禱告 主啊，願你的生命在我們裏面成為力量，天天助我們更

新、變化；在我們身上天天有你新鮮的作為，使我們用新

心新靈來認識你和事奉你。 

詩歌 進深，進深～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一日 

讀經 可3:1-3:19；訓練工人 

鑰節 要他們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們去傳道，並給他們權柄

趕鬼。(可三 14～15 ) 

禱告 主啊，我們願意跟隨你，藉著更多的親近你，領受啟示和

託付，得著權柄和恩膏，與你一起生活、作工。 

詩歌 主領我們何往必去～churchinmarlboro.org 

【本週聖經鑰句】 
「福音」(可一 1) ──是指佳音，喜信，好消息。這個字在本書

出現 9次，帶有音樂、盼望、安慰、歡喜的消息。這個好消息的

主題和內容是耶穌基督。因這「福音」乃是以耶穌基督本身為中

心，以祂為圓周，也以祂為依歸。整本馬可福音書所記載的事

蹟，乃是耶穌基督「福音」(可一 1)的起頭。當主耶穌開始在加

利利傳道，是「宣傳神的福音」(一 14節) ，就是從神而來的好

消息。祂傳福音，不但說「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還加上

「信福音」(一 15節)。接著，祂呼召門徒，不但為祂的緣故，

也為「福音」(可八 35)的緣故，背起十字架來跟從祂。當彼得對

祂說：他們已經撇下所有的來跟從主時，祂回答：人為「為我和

福音」(可十 28)的緣故，撇下財物與親情的，在今世要得著豐滿

的享受和喜樂；在來世要得著永遠生命的福樂。主耶穌特別清楚

的指示門徒，「福音」(可十三 10)必須先傳給萬民。促進這世代

的結束祂主的再來。當馬利亞用香膏膏主耶穌時，祂特別叫人無

論在什麼地方傳這「福音」(可十四 9)，也要述說她所作的一件

美事。最後，他從死裏復活後，吩咐門徒要把「福音」(可十六

15)傳給萬民聽。當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可十六 20)。

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道。 

【為什麼要讀馬可福音？】任何人若想要知道主耶穌如何以神僕

人的身分，來證明祂是神的兒子，同時也是人的救主，而完成了

神救贖人的工作，就必須讀本書。 

【創世記讀經第十五課】亞伯蘭救回羅得 
【讀經】創十四 1～24。 

【鑰節】【創十四 18】「又有撒冷王麥基洗德，帶著餅和酒，出

來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鑰字】「撒冷王麥基洗德」【創十四 18】――「撒冷」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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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2 日福音聚會禱告。 

◆ 為兒童服事禱告。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23&Seq=1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124.html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24&Seq=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kHm3ge40lo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09&M=2&D=25&Seq=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KGuG8SIcj8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09&M=2&D=26&Seq=1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09&M=2&D=27&Seq=1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rust%20In%20Jesus.html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09&M=2&D=28&Seq=1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20273.htm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09&M=3&D=1&Seq=1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Wherever%20He%20Leads%20I'll%20G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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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意是「和平、平安、完美」；「麥基洗德」原文字意是「仁義的

王」。本章我們看見「麥基洗德」幾個特點：(1) 他是至高神的祭

司（18節），帶著餅和酒，出來迎接亞伯蘭；(2)他祝福亞伯蘭，

表明他的地位超越亞伯蘭（19 節）；(3)他讚美「天地的主、至高

的神」，是神把敵人交在亞伯蘭手裡（20節）；(4)亞伯蘭把所得

的十分之一奉獻給他(20節）。《希伯來書》七章 3節提到麥基洗

德「無父、無母、無族譜、無生之始、無命之終」。這段話指出麥

基洗德預表耶穌基督是我們永遠、完美、公義、高過諸天的『尊榮

的大祭司』(來四 14；七 11)，作了更美之約的中保，成就了神與

人之間的和平（詩一百十 4；來七 1～3，22～26）。 

【重點】亞伯蘭對弟兄有愛心，顯出其寬宏的胸懷，為拯救被擄的

羅得而爭戰；對神有信心，經歷了「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把敵人

交在他手裡。本章並記載亞伯蘭以寡敵眾，打了勝仗後，所多瑪王

和撒冷王麥基洗得兩個王出來迎接。亞伯蘭接受了麥基洗德的祝

福，卻拒絕了所多瑪王的財物。 

【大綱】 

(一)羅得被擄 (1～12)： 

(1)  爭戰的背景(1～8)――基大老瑪等四王征討背叛的五王； 

(2)  戰爭的結果(9～12)――所多瑪等五王戰敗逃跑，所多瑪

和蛾摩拉被洗劫一空，羅得和他的家人也被擄去。 

(二)亞伯蘭救回羅得(13～24)： 

(1)  為被擄的羅得爭戰(13～16)――聞訊率家丁追擊，連夜追

趕，殺敗四王，奪回羅得及財物； 

(2)  所多瑪王迎接(17節)――凱旋班師，所多瑪王出來在沙微

谷迎接； 

(3)  受麥基洗德的服事(18～20)――蒙麥基洗德祝福，獻所得

十分之一； 

(4)  拒絕所多瑪王的財物(21～24)――向神起誓，一根線，一

根鞋帶都不拿走。 

【中心思想】本章的高潮是亞伯蘭殺敗基大老瑪和與他同盟的

王，把被擄掠的羅得從敵人手裏奪回來的時候，麥基洗德帶著餅

和酒，出來迎接他。在舊約裡的麥基洗德令我們想起主耶穌 (來

四 14；七 11；詩一百一十 4)。在屬靈的爭戰中，主會用「餅和

酒」(創十四 18)供應我們，餅和酒均預表基督是我們生命的供

應，前者使我們飽足、滋養、恢復、加力，後者使我們舒暢、激

動、奮興。亞伯蘭接受了麥基洗德的祝福後，就把所得的十分之

一給了麥基洗德。我們也應當藉著財物的奉獻，表達我們對祂的

愛及感恩（林後五 14～15，八 1～2）。並且亞伯蘭從麥基洗德

的讚美，認識了「天地的主、至高的神」。這是聖經第一次出現

對神稱為「天地的主」。因為有亞伯蘭在地上得了勝，神開始被

稱為天地的主了！ 

【默想】 

(一) 羅得曾經與亞伯蘭吵架，紛爭，把好地方選去。然而不管羅

得怎樣對待他，亞伯蘭還是認羅得是他的弟兄。因此他不計

前嫌，立刻挺身而出去援救羅得。弟兄乃為患難而生（箴十

七 17），看見弟兄有難，我們是否立即施援手，還是袖手旁

觀呢？ 

(二) 亞伯蘭如何以截然不同的態度對待迎接的所多瑪王和撒冷王

麥基洗德？為什麼？這說明了什麼？ 

(三) 亞伯蘭遇見了麥基洗德之後，他拒絕了從所多瑪王來的財

富；見證了他的富足完全是從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而來。若

是沒有主「餅和酒」(創十四 18)的供應，又有誰能勝過世界

(名聲、財富和權力)的引誘呢？ 

【禱告】親愛的天父，願我們的愛心和信心像亞伯拉罕一樣，是

藉著不斷的試驗和操練而成長。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們也能經常

經歷並見證袮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因聯結於袮的得勝，

每一天我們都能打贏屬靈的仗, 感謝讚美袮！  

【詩歌】有一位神～YouTube 
【金句】「當不敬虔的世界以賄賂前來試探時，讓我們記起神的

名――「天地的主」――這名曾經是亞伯拉罕得勝的憑藉。」―

―邁爾 

   【詩歌介紹】耶穌，你的全勝的愛 
 (一） 耶穌，你的全勝的愛，已經澆灌我心； 

我心就不再會搖擺，就能生根於神。 

（二） 但願聖火今在我心，就已發旺不休； 

燒掉所有卑情下品，並使高山鎔流。 

（三） 你曾賜下祭壇火炭，求你燒掉我罪； 

我向焚燒的靈呼喊，聖靈滿我心內。 

（四） 我心要接鍛煉的火，照亮我魂光耀； 

散佈生命在每角落，並使全人聖潔。 

（五） 搖動的心求你扶掖，使它變成堅崖； 

基督成為我的世界，我的全心成愛。   

這首詩歌(《聖徒詩歌》233首）為查理衛斯理（Charles Wesley, 

1707-1788) 所作。在教會歷史中，他所寫的詩歌不但是為著當時

英國教會的大復興，也是為著以後歷代教會的祝福。他一共寫了

七千至七千五百首的詩歌。直到今天，他的詩歌仍舊充滿了能力

和恩典，做工在歷代聖徒中間，為全世界聖徒所愛唱。 

從這首詩歌中，我們可以看見查理個人對主全勝的愛的認識及聖

靈充滿的經歷，更可以看見神如何使用他所寫的詩歌，帶進了教

會復興的光景。  

這首詩歌的背景是查理看到一隻麻雀，飛入他的房間，尋求庇護

，而寫的。這首詩歌，詩人從內心深處呼喊，讓主這「全勝的愛

」觸摸所有屬祂的人，並抓住我們的心，使我們能「全心成愛」

。     

第一節說出因神的愛是「全勝的愛」，已經澆灌在在我們心裏(羅

五 5)，使我們能應付所面臨的苦難，並且對前途越有把握的盼望

。因此，我們的心就不再會搖擺，就能生根於神。      

第二節說出因這「全勝的愛」如火在我們心中，發旺不休，要燒

掉我們身上所有卑情下品，並使人無法親近主的一切人、事、物

，甚至如同高山，都要銷化淨盡(彼後三 10，12)。      

第三節說出因我們的罪孽和不配，求主曾賜給以賽亞的「祭壇火

炭」(賽六 5)，也燒掉我們的罪，好使我們與神聖潔和榮耀的性情

匹配。並且向「焚燒的靈」呼喊(賽 3)，求主的靈充滿我們心內

。      

第四節說出因我們的舊人和基督他同釘十字架(羅六 6)，如同「鍛

鍊的火」燒絕我們的舊造。因此，主的生命散佈在整個人的每角

落，並使全人聖潔（帖前五 23）。      

第五節說出因這「全勝的愛」使我們搖動的心變成堅崖。因此，

基督成為我們的世界，我們的全心成愛。 

※  若不是神的聖靈日夜澆灌我們，我們早就被周圍不信的環境

往下拉了。―― 戴德生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abLcmHvSJ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