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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3/2~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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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成全聚会 主日下午 1:00 -2:00PM        曹波姊妹家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王麗斌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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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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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二日 

讀經 可三20～35屬靈家人 

鑰節 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了。 (可三 35) 

禱告 親愛主，我們願意遵行神的旨意，也愛神給我們的屬靈家人。 

詩歌 我們成為一家人～YouTube  

三月三日 

讀經 可四1～29生命成長 

鑰節 地生五穀是出於自然的；先發苗，後長穗，再後穗上結成飽滿的

子粒。穀既熟了，就用鐮刀去割，因為收成的時候到了。 (可四

28～29) 

禱告 親愛主，教導我們活在你裏面，除掉一切妨礙生命成長的事物，

好讓它能漸漸地長大。 

詩歌 哦主！求你長在我們心～YouTube  

三月四日 

讀經 可四30～41到底是誰？ 

鑰節 他們就大大的懼怕，彼此說：『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也聽從祂

了。』 (可四 41) 

禱告 親愛主，除去我們的小信，詔識你是平靜風浪的主，讓我們在逆

境中更多投靠你。 

詩歌 我們願更多認識基督～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五日 

讀經 可五1～20傳揚大事 

鑰節 那人就走了，在低加波利，傳揚耶穌為他作了何等大的事，眾人

就都希奇。」(可五 20) 

禱告 親愛主，我們不可忘記你救贖大恩，讓我們更多為你作見証！ 

詩歌 我們愛傳講主福音～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六日 

讀經 可五 21～43信心接觸  

鑰節 意思說：『我們只摸祂的衣裳，就必痊愈。』於是她血漏的源

頭，立刻乾了；她便覺得身上的災病好了。 (可五 28～29) 

禱告 主啊，你知我們的需要，讓我們更多用信心支取你的應許和能

力。 

詩歌 昨日今日直到永遠～YouTube 

三月七日 

讀經 可六 1～29受主差遣  

鑰節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差遣他們兩個兩個的出去；也賜給他們

權柄，制伏污鬼。(可六 7)  

禱告 親愛主，求你裝備我們，差遣我們興你同工，使人認識你，信從

你。 

詩歌 要忠心～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八日 

讀經 可六30～56與主同歇 

鑰節 祂就說：『你們來同我們暗暗的到曠野地方去歇一歇。』(可六

31) 

禱告 主啊，我們願意與你一起生活、作工、休息。 

詩歌 耶穌我們來就你～YouTube 

【本週聖經鑰句】 
「到曠野地方去歇一歇」(可六 31) ――主帶領門徒暗暗的到偏

僻的地方去休息。因為祂知道這些人疲倦了，於是祂說，「你們

來同我暗暗的到曠野地方去歇一歇」(31節)。主這樣作，是使

他們得安息。但我們如何把工作放到一旁去休息呢？就我是們和

祂一同去休息。與主同在的休息，遠勝過我們自己單獨的休息，

不但使我們得著甜美的安息，並且使我們重新得力。我們事奉

主，殷勤作工固然要緊，但有時候不可忽略與主一同去「歇一

歇」。所以，我們應學習在百忙中，還能常常回到深處，與主同

享安息。 

【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有個朋友去日本京都的時候，偶然

進了一家店，他說因為坐在隔壁桌的人講的話實在太有趣了，所

以就不知不覺聽了起來。他們談的是養殖小鰤魚的事。鰤魚是養

在架在海裡的四方形網裡，小鰤魚會在網裡繞圈圈的游來游去，

養殖的人讓魚充分的環游，並不斷餵食，讓魚長大。可是有一

天，那位坐在隔壁桌的人，也就是從事養殖小鰤魚業的老先生一

看網裡，卻發現網的四個角落竟然有偷懶不游的小鰤魚，這些魚

要是不游就不會長大。所以，他就想了個辦法，既然四方形網的

角落會讓魚躲在那裡偷懶，乾脆架成圓形的網算了。他的構想的

確很有效果，小鰤魚果然找不到休息的地方，只能在圓形的網裡

環游，可是問題卻發生了，架起圓形網的數個月後，小鰤魚全都

死光了， 因為游的太累而累死了。結果，他再一次架起四方形

的網，然後往養魚網裡面看，他這次發現偷懶不游的並非特定的

魚群，而是互相輪流，原來魚兒們都是適度的休息後再游的。 

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別給自己太大的壓力。我們要懂得同

主到曠野歇一下，別太累了！ 

【家訊信息】同心合意 興旺福音 
讀經：腓立比書一章 3-6、27-30節 

傳福音的教會 

聖經中的腓立比教會，是一個傳福音的教會，成為我們同心合意

興旺福音的榜樣。保羅每逢想到腓立比教會愛神、同心合意、廣

傳福音的光景，就感謝神，表明神也感到心滿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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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com/watch?v=XgyktTjEGkM&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wzPWobCMKQ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277.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93.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Y5WQGOMDPY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Be%20Faithful.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dp_TvUy2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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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當時保羅在羅馬被囚，但每次為腓立比聖徒祈禱，不是憂憂

愁愁，而是歡歡喜喜，因為他們一直同心興旺福音。這顯明神的

心腸：「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這樣

為他歡喜。」(路十五 10)當福音興旺、罪人悔改，天上就歡樂。

我們願意神歡喜快樂、心滿意足嗎？那麼就要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帶領迷羊回到神的家。 

一同有分於福音 

「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腓一

5)「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原文是「一同有分於福音」。自從保

羅在腓立比傳福音後，直至在羅馬寫腓立比書，已相隔十多年，

但聖徒仍然同心興旺福音，在傳福音上一同有分。腓立比教會的

「頭一天」，可追溯至使徒行傳十六章。「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

羅。有一個馬其頓人站著求他說：請你過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

保羅既看見這異象，我們隨即想要往馬其頓去，以為神召我們傳

福音給那裡的人聽。」(徒十六 9-10)因著馬其頓的異象，保羅來

到腓立比，就是馬其頓的頭一個城，也是羅馬的駐防城。 

當安息日，保羅到了河邊，就對那裡聚會的婦女講道。其中有一

個賣紫色布疋的婦人，名叫呂底亞，是推雅推喇城的人，素來敬

拜神。主開導她的心，叫她留心聽保羅所講的話，她就接受福音

，全家受浸，並且接待保羅，保羅便住在她的家。神在腓立比首

先得著呂底亞一家，日後腓立比聖徒就在她的家中開始聚會。 

後來保羅從一個使女身上趕出巫鬼，令她的主人失去得利的指望

，保羅和西拉因此被誣告下監。約在半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

詩讚美神。忽然地大震動，甚至監牢的地基都搖動了，監門立刻

全開，眾囚犯的鎖鍊也都鬆開了。禁卒一醒，看見監門全開，以

為囚犯已經逃走，就拔刀要自殺，卻遭保羅勸止。禁卒問保羅和

西拉：「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他們說：「當信主耶穌，你

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當夜，禁卒和全家都信了主，並且受浸。

翌日，保羅和西拉便離開腓立比。 

為福音受苦 

腓立比教會的建立，是由呂底亞和禁卒這兩個家庭開始，十多年

之後，已成為一個頗具規模的教會，不但有眾聖徒，也有諸位監

督和執事(腓一 2)。為何腓立比教會如此興旺？因為他們從頭一天

開始，就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雖然荊棘阻道、蒺藜滿徑，正如

保羅說：「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這是證明他們沉淪，你們得救

都是出於神。 

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他受苦。你們的爭戰

，就與你們在我身上從前所看見、現在所聽見的一樣。」(腓一

28-30)腓立比聖徒不但信服主，並且為主的福音受苦。若不傳福

音，就不用受苦；若要傳福音，必定受苦，遭受敵人的恐嚇，這

正是保羅的親身經歷。 

保羅首次將福音由亞洲傳到歐洲，第一站就是腓立比，撒但自然

多方攻擊，藉著誣告、毒打、監禁來攔阻他。保羅在腓立比只能

傳福音給兩個家庭，然後要離去。當時這兩個家庭傳福音，同樣

面對艱難和壓力，因為四周的人都是拜偶像，信耶穌等於背叛自

己的傳統、宗教和家族。這情況就如十九世紀的西教士，來到清

朝的中國宣教；當時百姓十分抗拒基督教，結果傳了七年，才有

第一個中國人信主。 

我們是否願意像先聖一樣為福音受苦？或是因著對方的一個眼神

、一句說話，就不敢傳福音？與先聖比較，今天我們傳福音可謂

容易得多了；昔日聖徒傳福音，是要付上性命代價的。主說：「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

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

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太五 11-12)若我們傳福音

遭受逼迫，不要灰心、悶悶不樂，反而應當歡喜快樂，因為我們

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願我們都靠著主放開膽量，傳揚福音。 

體貼主心腸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

的日子。」(腓一 6)初信的時候，神已在我們心裡動了善工，感動

我們要傳揚福音，故此初信的聖徒特別熱衷傳福音，但信主年日

久了，反而漸漸對福音冷淡，甚至覺得傳福音是傳道人的責任，

不是自己的責任。求神再來題醒我們，無論是少年人、青年人、

中壯年人或老年人，只要是信主的人，都應與聖靈同工，持續傳

福音，直到主回來。 

 神已完成創造和救贖的工作，今天將傳福音的工作交給我們。

「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提前二 4)神的意願是萬人得救

，包括所有的人，誰能滿足他的心？讓我們都體貼主的心腸，願

都尊父的名為聖。當聖靈在我們心裡動善工，催促我們傳福音，

我們就要順服聖靈，不消滅聖靈的感動。聖靈叫我們想起未信的

親友，我們就要為他們代禱，聖靈就要工作，引領人歸向主。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

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所

記：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十 14-15)

願我們都是報福音、傳喜信的人，將祝福帶給人。 

為福音齊心努力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叫我或來見你們，或不

在你們那裡，可以聽見你們的景況，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

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腓一 27)「同有一個心志」

的原文是「在一個靈裡」，「齊心努力」的原文是「齊魂努力」

。腓立比聖徒的特點，就是為福音齊心努力，人人同心、同靈(在

靈裡共鳴)、同魂(有相同的心思)，所以即使遇到困難，仍然站立

得穩，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腓一 28)，這也是初期教會的光景。 

真正的同心合意，就是人人有分、人人參與福音的行動，具體實

行包括以下三點： 

第一，人人禱告。我們要為福音朋友禱告，為六場佈道會的各方

面禱告，求神拯救每一位出席的親友。佈道會當日，我們也可參

與即場禱告，以禱告扶持聚會。 

第二，人人邀請。我們要善用各種媒介，例如：電話、電郵、短

訊、即時通訊軟件…邀請人參加佈道會。我們也可在社交網站上

張貼福音單張，與人分享福音，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 

第三，人人出席。即使沒有邀請人，也要出席福音佈道會，一同

唱詩來扶持整個聚會。呼召的時候，若看見鄰座有福音朋友，可

以鼓勵他們起來決志。許多親友在聽道時已經深受感動，卻不好

意思站起來表示信主；只要稍微一勸，他們就欣然接受主「這的

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太廿四

14)神的心意是要人人聽見福音，即或我們未能對萬民作見證，但

也要傳福音給身邊的人。雖然有些親友十分剛硬，但我們不可放

棄他們，因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有些硬心的人在佈道會裡沒有

決志，但有一天他們遇到人生挫折時，就會想起曾經聽過的福音

。無論如何，總要讓親友聽見福音。 

為著福音佈道會，我們要在禱告、邀請、出席這三方面一同配合

，人人有分在其中。――香港教會家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