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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3/23~ 3/29 

主日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交通聚會                  10:5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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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宪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国华姊妹家 

 

 

 

 
 

 

三月二十三日 

讀經 可十四 1～26；一件美事 

鑰節 我實在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無論在甚麼地方傳這福音，

也要述說這女人所作的以為記念。 (可十四 9) 

禱告 主啊，我們願愛袮更深，全然為袮花費。 

詩歌 祂的臉面，祂的天使常看見～churchinmarlboro  

三月二十四日 

讀經 可十四 27～52；跟主代價 

鑰節 有一個少年人，赤身披著一塊麻布，跟隨耶穌，眾人就捉拿

他。 (可十四 51) 

禱告 主阿！幫助我們靠著袮的恩典和能力，作袮的真門徒，專心

一致地愛袮和跟從袮。 

詩歌 我們雖然時常搖動～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二十五日 

讀經 可十四 53～72；主被審問 

鑰節 耶穌說：『我是；你們必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

駕著天上的雲降臨。』(可十四 62) 

禱告 親愛的主阿！袮是基督，是神的兒子，是那位將要再來的君

王，審判全地的主。讓我們在袮面前再次俯伏敬拜袮！ 

詩歌 我有一位奇妙救主～churchinmarlboro 

三月二十六日 

讀經 可十五 1～20；釘十字架 

鑰節 戲弄完了，就給祂脫了紫袍，仍穿上祂自己的衣服，帶祂出

去，要釘十字架。(可十五 20) 

禱告 主啊，袮既為我們捨命，願這愛常激勵我們，為袮而活！ 

詩歌 從前那戴荊棘的頭～churchinmarlboro 

三月二十七日 

讀經 可十五 21～47；十架功效 

鑰節 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 (可十五 38) 

禱告 主啊，靜念這十架，只能低頭敬拜，只有讚嘆和感謝！ 

詩歌 我已得佳美信息～YouTube 

三月二十八日 

讀經 可十六 1～20 ； 主復活了 

鑰節 祂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裏，請看安放祂的地方。 (可十六

6) 

禱告 主啊，感謝袮活在我們裏面，成為我們榮耀的盼望。 

詩歌 榮耀歸與袮～churchinmarlboro 

三月二十九日 

讀經 路一 1～25；所學確實 

鑰節 這些事我既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就定意要按著次序寫給

你。使你知道所學之道都是確實的。(路一 3～4) 

禱告 主啊，我願提升讀經的深度，以致加深對袮的認識。 

詩歌 我真不知神的奇恩～churchinmarlboro  

【本週聖經鑰句】 
「祂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裏，請看安放祂的地方。」(可十六 6) 

──基督的復活是新約聖經中最重要的真理，它總共被提到約有

150次。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釘死在十字架上，被埋在約瑟的

墓中，第三天從死裡復活，這是歷史的事實，也是全部的福音。

歷世歷代以來，撒但的勢力總是要人否認這個事實，利用各種理

論和方法來證明死人復活是不可信的。然而所有相信基督，傳揚

基督的人，卻天天在經歷主復活的大能。基督若沒有復活，我們

所信和所傳的便都是枉然(林前十五 14)，因為： 

(一)主藉著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羅一 4)。 

(二)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

(羅四 25)。 

(三)基督若沒有復活，我們便仍舊在罪裏(林前十五 17)。 

(四)基督是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基督既已復活，照樣，在基督

裏的眾人也都要復活(林前十五 20~23)。 

(五)信徒若不復活，就只在今生有指望，因此算是比世人更可憐

(林前十五 19)。  

(六)「祂不在這裡」是的，主不在墳墓中，死亡是無法拘禁祂

的，祂藉著死亡來敗壞死亡，祂更藉著復活來勝過死亡。 

而我們如何見證主耶穌已經復活呢？主復活後，吩咐門徒要往普

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可十六 15)，主應許必有神蹟隨著他

們證實所傳的道。弟兄姊妹！主的吩咐何等迫切，世上沒有一個

地方可以不去，地上也沒有一個靈魂可以不顧。所以我們準備今

年帶誰歸主？讓我們在禱告中向主立志，使我們身邊的親友也經

歷主復活的大能！ 

【創世記讀經第十八課】神的朋友亞伯拉罕 

【讀經】創十八 1～33。 

【鑰節】【創十八 17】「耶和華說：我所要做的事豈可瞞著亞伯

拉罕呢？」 

【鑰字】「豈可瞞著」【創十八 17】――當亞伯拉罕送耶和華

時，如同密友陪祂走一段路，耶和華就不能不向他推心置腹，而

「豈可瞞著」祂要毀滅所多瑪之事。並且耶和華既「眷顧」（19

節，在原文含有認識、照管之意)亞伯拉罕，和他立約，便把自

己即將要執行的審判，讓亞伯拉罕知道，好讓他為侄兒羅得一家

人代禱。亞伯拉罕與神親密和熟悉的關係，說出他是「神的朋

友」（賽四十一 8；雅二 23），而神也以對待朋友的態度對待

他。他與神交通並同行，得著神的啟示，得知神的心意。所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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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國殤節福音營(五月 25～27 日禱告。 

◆ 為兒童服事禱告。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37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95.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124.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i9Ql0i3fuU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I%20know%20whom%20I%20believe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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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親近神的人，就越能得知神隱藏在祂心裡的秘密。 

【重點】第十八章記載亞伯拉罕為羅得向神祈求。亞伯拉罕真誠

地款待耶和華，而神應許撒拉生子，並且告訴審判所多瑪、蛾摩

拉的計畫。因此，亞伯拉罕恒切祈求，一次又一次和神討價還

價，求神施恩。結果神答應所多瑪城內有十個義人，就不滅城。 

【大綱】 

（一） 亞伯拉罕接待耶和華和祂的使者(1～8)――跑去迎接，盛

情款待，神人同樂； 

（二） 神再次應許撒拉生子(9～15)――撒拉暗笑，但「耶和華豈

有難成的事」； 

（三） 神預告所多瑪的滅亡(16～21)――亞伯拉罕與神同行，得

知神的心意； 

（四） 亞伯拉罕為羅得祈求(22～33)――一次又一次的「問」和

「求」，蒙神聽允。 

【中心思想】在本章中，我們可以看見神與亞伯拉罕為友： 

（一） 亞伯拉罕謙卑、誠摯、熱情地接待耶和華和祂的使者的態

度，值得我們注意：(1)坐（1節），(2)俯伏（2 節），

(3)跑（7 節），(3)在旁邊（8節），95)與他們同行（16

節），(6)站在耶和華面前（22節），(7)近前來（23

節）。亞伯拉罕先與神有親密的交通來往，並與神同行，

得知祂的心意，作神的朋友。照樣，我們也可以樂意接待

祂，親近祂，把最好的獻給祂，與祂成為好朋友。 

（二） 亞伯拉罕為羅得代禱的經歷，讓我們明白基督徒最大的權

利就是可以像朋友一樣，與神說話(禱告)，同時祂肯聽我

們的說話，也向我們說話。在亞伯拉罕與神的對話中，顯

然他想到他的侄兒羅得，希望神因羅得的緣故而使所多瑪

城可以倖免於難。亞伯拉罕為羅得向神的禱告值得我們學

習：他是以「問」代「求」，他的「問」就是他的

「求」。亞伯拉罕的「問」停止在十個義人，神卻實行不

使義人和惡人一同滅亡的原則，而搭救了羅得。這裏給我

們一個非常明顯的原則：我們的禱告不會改變神的心意，

但是經由「求」、「問」的過程，可以與祂彼此互吐心

意；並且祂使我們的祈求，得著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默想】 

（一） 亞伯拉罕盛情款待耶和華和祂的使者的態度，給我們什麽提醒

及榜樣？我們是否常常單獨親近神，與祂有親密的來往，而成

為良朋密友呢？  

（二） 神已經跟亞伯拉罕說了生以撒的應許，然而二十四年的苦等，

叫撒拉在帳棚門口暗笑。「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嗎？」問題不

在於事情的難易，問題乃在我們是否信靠沒有任何事能難倒的

神（伯四十二 2；耶三十二 17；太十九 26）。在我們的生命

中，神怎樣成就我們以為難成的事呢？ 

（三） 亞伯拉與神同行，以致於祂不肯向亞伯拉罕隱瞞祂所要作的

事。神將祂心中的秘密告訴了祂最親密的人。我們是否常與神

深交，藉禱告與神同工而得知知神的心意呢？ 

（四） 亞伯拉罕為他侄兒羅得則不斷向神討價還價，先五個的減少，

後來連續三次，十個、十個的減少，但神卻一次又一次的回

應。這裡亞伯拉罕清楚神既公義又有憐憫，因祂的慈愛絕不把

義人如羅得毀滅。我們是否認識神作事的法則，而按神的心意

為別人代禱呢？ 

【禱告】親愛的天父，感謝祢，賜給我禱告權利，讓我來到祢的

施恩寶座面前，與祢彼此互吐心意。我願向祢傾吐我的喜樂、羨

慕、痛苦、憂慮、軟弱、疑惑……；求祢向我啟示祢的旨意，祢

所要作的事，也告訴我當如何行。 

【詩歌】【何等朋友我主耶穌】(《聖徒詩歌》550 首第 1節) 

【金句】 

※ 「亞伯拉罕與神交通並同行，就是作神的朋友，而神也以對

待朋友的態度對待亞伯拉罕，使他知道了人所不能知道的旨

意。神的旨意只給與神同行的人知道。所以，與神同行的寶

貴，就是能認識神。也就是說，與神交通的結果，就產生了

認識神的知識。」―― 倪柝聲 

※ 「 亞伯拉罕所關切的，乃是神的榮耀。因為在他看來，當神

審判惡人的時候，如果義人也遭受其害，那麼神的義就受到

了破壞。基於這個關切，他與神理論，從五十個義人一直減

到十個義人，神每一次都答應了。亞伯拉罕停止在十個義

人，神卻實行不使義人和惡人一滅亡的原則，而搭救了羅

得。這裏給我們一個非常明顯的教訓：如果我們關心祂的榮

耀，祂願意照著我們信心的程度引領我們，並且以祂的信實

為保證，使我們得著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摩根 

【神留我禱告】 
有個姊妹，十三歲得救，活到一百零三歲去世。當她一百歲時，

有個弟兄前去見她，問她為何神留她在地上這麼長久。她安安靜

靜的回答說﹕“神留我在這裏，再禱告一回，再禱告一回。”

哦，她是一個豐富的人，她在那裏不斷的用禱告供應教會。 

【妻子的讚美】 

美國大文豪霍桑，未成名前是個海關的小職員。有一天，他垂頭

喪氣地回家對妻子說，自己被炒魷魚了。他妻子蘇菲亞聽了不僅

沒有不滿的表情，反而興奮地叫起來：「這樣你就可以專心寫書

了！你寫書的能力那麼強，你在寫作方面肯定能獲得更大的成

功。」 

霍桑一臉苦笑地答道：「我光寫書不幹活，我們靠什麼吃飯

呀？」這時，蘇菲亞打開抽屜，拿出一疊數目不菲的美鈔。 

「這錢從哪裡來的？」霍桑吃驚地問。 

「我一直相信你有寫作的才華。」蘇菲亞解釋道，「我相信你總

有一天會寫出一部出色的名著，所以每個星期我都從家庭費用中

儉省一點兒，積攢下來。現在，這些錢夠我們生活一年了。」 

在蘇菲亞的信任和鼓勵下，1850 年，霍桑完成了美國文學史上的

巨著─《紅字》。 

霍桑的妻子也是一聰明而能幹的妻子。她在丈夫失業的時候，並

不抱怨或發牢騷，而是從丈夫的長處上來表達對他進一步的期

待。在蘇菲亞的支持和鼓勵下，霍桑埋頭寫作，終於獲得了成

功。 

聖經告訴我們，一位有才德的妻子能讓她的丈夫心裡倚靠她，不

缺少利益；她一生將使丈夫有益無損。(參箴 31:10-12)可見妻子

扮演何等重要的角色。 

妻子的讚美能增加丈夫的自信。在生活中，男性面對的壓力和競

爭非常大，當丈夫遇到困難和挫折時，妻子要理解他，讚美他的

優點，鼓勵他繼續追求自己的理想。 

任何時候，丈夫都非常需要妻子的肯定。妻子的讚美是丈夫最深

信不疑的評價，有了妻子讚美，丈夫會有更大的勇氣來面對生活

的壓力，跨越困難，走向成功。――飛揚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