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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3/3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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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麗斌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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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闵永恒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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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三十日 

讀經 路一26～56；蒙大恩女子 

鑰節 馬利亞說：『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

上。』。(路一 38 上) 

禱告 主啊，使我們認識袮的權能和慈愛，讓我們能像馬利亞那樣

的順服，樂意讓袮的旨意成就在我們的身上。 

詩歌 願你為大～土豆网_ 

三月三十一日 

讀經 路一 57～80；清晨日光 

鑰節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要照

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路一 78～79) 

禱告 主啊，我們感謝袮救贖之恩，把我們的腳走引到平安的路

上。 

詩歌 清晨的日光～YouTube 

四月一日 

讀經 路二 1～24；馬槽記號 

鑰節 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裏，那就是記號

了。(路二 12) 

禱告 神啊，我們感謝袮差遣愛子為我們降生，使我們能靠祂得蒙

救贖 

詩歌 哦，來我心中，主耶穌～churchinmarlboro 

四月二日 

讀經 路二25～52；神和人喜愛 

鑰節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身量或作年紀)，並神和人喜愛祂的心，

都一齊增長。(路二 52) 

禱告 主啊，求袮幫助我們在靈性、智慧和身量上都一齊增長。 

詩歌 進深，進深～churchinmarlboro 

四月三日 

讀經 路三1～20；神的話臨到 

鑰節 亞那和該亞法作大祭司，那時，撒迦利亞的兒子約翰在曠

野裏，神的話臨到他。(路三 2) 

禱告 主耶穌，願我成為流通管子，袮的話不但影響我，也能影

響我身邊的人。 

詩歌 復興你工作，主～churchinmarlboro 

四月四日 

讀經 路三21～38；受浸禱告 

鑰節 眾百姓都受了洗，耶穌也受了洗，正禱告的時候，天就開

了，聖靈降臨在祂身上，形狀彷彿鴿子；又有聲音從天上

來，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路三 21～22) 

禱告 主啊！袮是神的兒子，尚且常常禱告，求袮教導我們學會

「禱告」的功課。 

詩歌 求主教我如何禱告～churchinmarlboro  

四月五日 

讀經 路四1～30；勝過試探 

鑰節 魔鬼用完了各樣的試探，就暫時離開耶穌。(路四 13) 

禱告 主啊！求袮施恩，使我們被聖靈充滿，時刻靠袮勝過魔鬼

一切的試探。 

詩歌 耶穌！我愛這名～churchinmarlboro  

【本週聖經鑰句】 

馬利亞說：『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 

(路一 38 上)──馬利亞是一個極其普通的名字，在新約聖經中

就有六個同名者。但這位成為主肉身母親的馬利亞，神揀選她，

使她從聖靈懷孕，藉此應驗神的應許：「必有童女生子，給他取

名叫以馬內利」（賽七 14）豫表基督耶穌為童女所生和「女人

的後裔要傷你的頭」（創三 15）指主耶穌在地上給予魔鬼致命

傷(來二 14；約壹三 8)。而馬利亞所以被揀選為「蒙大恩的女

子」（28 節），是因著她敬虔的心靈、謙卑的順服、無偽的信

靠。然而馬利亞的信心和順服，乃是基於她聽見了天使加百列宣

告：「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你……因為，出

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35、37 節）神話語的能

力在她生命中，產生了極大的功效，即使她可能會犧牲名節，甚

至也可能被石頭打死，她也在所不惜。她被神的權能和慈愛所降

服，因而「情願」讓神的話語成就（38 節），使神救贖的計劃

沒有受到打岔。神的聲音也常常在我們心中，祂的話不會沒有能

力。當我們一知道神對我們說話，讓我們也能回應說：「情願照

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 

【註】「我們主張，拜馬利亞就是拜偶像。但是在我們企圖糾正

羅馬教會過分高舉馬利亞的時候，我們又往往忽略了她，沒有公

平地對待她，以致幾乎遺忘了她。」──《摩根》 
【創世記讀經第十八課 a】割禮之約 

【讀經】創十七 1～27。 

【鑰節】【創十七 11】「你們都要受割禮(受割禮原文作割陽

皮)；這是我與你們立約的證據。」 

【鑰字】「受割禮 (Circumcise)」【創十七 11】――原文意思就

是割陽皮，或稱割包皮(Foreskin)。此乃神與亞伯拉罕立約的證

據。在亞伯拉罕的家人或後裔中，若有任何人拒絕或疏忽了守割

禮，就會被剪除（14 節）。因此，割禮是以色列人世代所遵守

的。割禮的儀式是所有的男孩在生下來的第八日，都要割去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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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dou.com/programs/view/8bCmLcU3mLQ/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g_baPnT7tw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1.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2027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51.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Jesus,%20Thy%20name%20I%20lov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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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皮（創十七 9—14，出四 25～26，路一 59，二 21），表示除

去內體污穢，得以清潔，分別歸神為聖的意思（申十 16）。新

約割禮的屬靈意義就是除去肉體（西二 11），也就是除去

「我」、「己」、「舊人」；受割禮的人最主要的特點是不信靠

肉體（腓三 3）。 

【重點】第十七章記載神再次與亞伯蘭更新所立的約，又稱為

「割禮之約」；神的應許帶來進一步新的啟示，包括新名――全

能的神、亞伯拉罕和撒拉與新記號――割禮。「全能的神」向亞

伯蘭顯現，要他做完全人，就與他立約。神再次應許賜給亞伯蘭

許多後裔，並要將迦南地賜給亞伯蘭的後裔。神更改亞伯蘭名為

亞伯拉罕，立他作為多國的父；改撒萊名為撒拉，並應許她生以

撒。亞伯拉罕遵命受割禮，作立約的證據。 

【大綱】 

（一） 神再次立約(1～8)――因神的全能而作完全人，改名為亞伯

拉罕(多國之父)，再次應許後裔極其繁多，並賜迦南全地為

業； 

（二） 神定立約的證據(9～14))――要他家中所有的男丁施行割

禮； 

（三） 神應許生以撒(15～21)――改撒萊名為撒拉(多國之母)，並

且應許要生兒子以撒； 

（四） 亞伯拉罕遵命受割禮(22～27)――「當日」立刻順服神的吩

咐。 

【中心思想】在本章中，我們看見「割禮之約」的內容重在「要

作你和你後裔的神」(十七 7)，說出神要從亞伯拉罕身上，得著

一班子民，神要做他們的神，他們要做神的子民。在「割禮之

約」，神應許亞伯蘭，一再地說「我必」和「我要」：(1）祂必

賜給亞伯蘭許多的後裔；（2）祂必使國度從他而立，君王從他而

出；（3）祂要向亞伯蘭的後裔堅守這「永遠」的約；（4）祂也要

將迦南地賜給亞伯蘭的後裔永遠為業。神要求亞伯拉罕的後裔都

要受割禮作為與神立約的證據。所以割禮不是約的內容，而是約

的「證據」。神要祂的子民受割禮，乃是要他們藉此對付人天然

的力量、能力，因為祂所要得著的乃是一班單單信靠神，不依靠

肉體(腓三 3)的子民，而屬肉體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歡（羅八

8）。所以我們若要得著信心的祝福，首要之務乃在於對付我們

肉體的力量，不能也不敢靠肉體來成全什麼。因此，學習十字架

的功課，對付肉體(腓三 3)，是基督徒一生的功課。 

在新約之下，人得救不在乎守割禮(羅四 9～10)。按肉體說，我

們不必受割禮（徒十五，22～29 林前七 18～19，加五 6）。因為

我們已在基督裡面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禮，乃是祂使我們脫去

肉體的割禮，並且真割禮在乎靈，不在乎儀文（羅二 28～29）。 

【默想】 

（一） 神向亞伯蘭顯現，啟示祂是「全能的神」(十七 1)。「全能

的神」原文是「伊勒沙代(El～Shaddai)」；「伊勒(El)」的

意思是全能，「沙代(Shaddai)」則是完全的供應和安慰。

故全名可直譯為「全豐全足全有的神」。當神呼召亞伯蘭

作完全人的時候，先要認識祂是「全豐全足的全能者」，

意思是要亞伯蘭讓全能的神來成全一切，靠著祂在神面前

作完全人。我們有位「全豐全足全有的神」，祂樂意為我

們成全一切所應許的，我們還有甚麼不能的呢？ 

（二） 亞伯拉罕在神面前作完全人(創十七 1)的第一件事，帶著全

家人受割禮(創十七 27)。在我們身上是否有「受割禮」(創

十七 11)的屬靈記號――信靠神，不依靠自己天然的力量

和能力呢？ 

（三） 神更改亞伯蘭和撒拉的名。在聖經中，神改人的名字代表

神改變他們的所是和生活。我們蒙恩後，神在我們身上更

新了甚麼？生命是否改變成為新造的人？是否活出新人的

生活（羅六 4)呢？ 

（四） 神清楚應許亞伯拉罕他的妻子撒萊會生兒子之時，亞伯拉

罕為什麼笑(十七 17)呢？他是笑神，還是在那裏笑自己

呢？我們是否懷疑神在聖經中的應許呢？ 

【禱告】親愛的天父，袮是全豐、全足、全有的神。亞伯拉罕在神

面前作完全人並帶著全家人受割禮， 深深打動我， 袮不僅僅

要我一人得救， 袮也要我們一家一家的全體得救， 都能過信

靠袮，不靠自身肉體的生活。 一人得救必全家得救是袮的應

許，很多時候我也像亞伯拉罕那樣地笑， 祈求袮察驗我，堅

固我，在我信心軟弱的時候， 反能高聲讚美稱頌袮， 因為唯

有袮是「全能的神」。我願靠袮的全能活出不依靠肉體，完全

依賴袮的生活，並支取袮全豐、全足、全有的供應，在袮面

前作完全人。 

【詩歌】非我惟主～churchinmarlboro.org 
【金句】「簡單的說，割禮就是除去肉體，就是對付人本來的力量、

人天然的能力。割禮就是神子民的記號。換句話說，神所要得著的

一班子民，應當是沒有肉體的活動的，沒有肉體的能力的，沒有血

氣的力量的。」―― 倪柝聲 

【智慧花束】 

未被駕馭的馬不能騎牠到任何地方，未被管制的水流，不能乘載

任何東西﹔未經掘成通道的尼加拉大瀑布不能轉化成光與能源﹔

未被聚焦、委身與管束的生命不能成熟而偉大。 No horse gets 

anywhere until he is harnessed. No stream drives anything until it 

is confined. No Niagara is ever turned into light and power until it 

is tunneled. No life ever grows great until it is focused, dedicated, 

disciplined. ~Harry Emerson Fosdick 

紀律是一支軍隊的靈魂。它足能以寡服眾，制弱取勝，並贏得眾

望所歸。 Discipline is the soul of an army. It makes small num-

bers formidable; procures success to the weak, and esteem to all. 

~George Washington 

主啊，教導我們忍耐，因為等待通常是比工作還要艱難的操練。  

Teach us, O Lord, the disciplines of patience, for to wait is often 

harder than to work. ~Peter Marshall 

我們從神擊打的杖所學的功課，往往要比從祂安慰的竿學得更

多。 We often learn more of God under the rod that strikes us 

than under the staff that comforts us. ~Stephen Charnock 

屬靈操練所得的益處是一種滿足，有神祝福，多結善果，成為有

用的生命。如果你參與在屬靈的操練中，敬虔所得的祝福將會帶

進永生裡。The present benefit of spiritual discipline is a fulfilled, 

God-blessed, fruitful, and useful life. If you get in-volved in 

spiritual gymnastics, the blessings of godli-ness will carry on into 

eternity. ~John MacArthur 

我兒，你不可輕看耶和華的管教(或作懲治)，也不可厭煩 祂的責

備。因為耶和華所愛的，祂必責備，正如父親責備所喜愛的兒子

~箴 3:11-12 。My son, do not despise the Lord 's discipline and do 

not resent his rebuke, because the Lord disciplines those he loves, 

as a father the son he delights 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