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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4/27~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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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營交通聚會 主日晚上 7:30-9:00 PM     陈宪明弟兄家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陈宪明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王麗斌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萬江文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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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请将國殤節福音營报名表于 5 月 4 日之前送交陈宪明和王艾

东。 

 

 

 

 

 

 

四月二十七日 

讀經 路十五 1～10神尋找人 

鑰節 或是一個婦人，有十塊錢，若失落一塊，豈不點上燈，打掃

屋子，細細的找，直到找著麼？(路十五 8 

禱告 主啊！求袮感動我們，能體會袮渴望人悔改的心。讓我們与

袮同心同行，去尋找失喪的靈魂。 

詩歌 祂來尋覓，滿了柔情～churchinmarlboro 

四月二十八日 

讀經 路十五 11～32 復得之樂 

鑰節 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復得的。他們就快樂起

來。(路十五 14) 

禱告 主啊，赦免我們的刻變時翻， 

詩歌 主，我要回家―土豆网视频赞美诗歌 

四月二十九日 

讀經 路十六 1～18投資永恆 

鑰節 我又告訴你們：要藉著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到了錢財

無用的時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裏去。(路十六

9) 

禱告 主啊，給我理財的智慧，讓我看見投資永恆的價值。 

詩歌 收我此生作奉獻～churchinmarlboro  

四月三十日 

讀經 路十六 19～31 預備永恆 

鑰節 他在陰間受痛苦，舉目遠遠的望見亞伯拉罕，又望見拉撒路

在他懷裏。(路十六 23) 

禱告 主啊，提醒我們，好好在今生預備永恆。 

詩歌 若沒有祂～churchinmarlboro  

五月一日 

讀經 路十七 1～19向主感恩 

鑰節 耶穌說：『潔淨了的不是十個人嗎？那九個在哪裏呢？除了 

這外族人，再沒有別人回來歸榮耀與神嗎？』(路十七 17～

18) 

禱告 主啊！袮不但樂意施恩，袮更樂於與人同在，保守我更多親

近袮。 

詩歌 哦，願我有千萬舌頭～churchinmarlboro 

五月二日 

讀經 路十七 20～37 被提呼召 

鑰節 我對你們說，當那一夜，兩個人在一個床上，要取去一個，

撇下一個。兩個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兩個人在田裏，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路十七 34～36) 

禱告 主啊，除去我們心中的偶像，讓袮成為我們獨一的至寶 

詩歌 吸引我近，更近，親愛主 ～churchinmarlboro.org 

五月三日 

讀經 路十八 1～17常常禱告 

鑰節 耶穌設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路十八 1) 

禱告 主啊！讓我緊記袮的話語，更多學習信心的禱告。 

詩歌 何等朋友我主耶穌～YouTube 

【本週聖經鑰句】 

耶穌設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路十八 1) ── 

『灰心』是禱告的最大致命傷，因為灰心生失望，失望生不信，不

信生失敗，以致失去了禱告的勇氣。所以禱告時要仰望主，千萬不

要看環境、看自己，否則會灰心喪志。神不一定按照我們所指定的

時候答應我們，但祂的答應若有耽延，也是為著我們的益處。 

【武器展覽】有故事說，撒但的國中開了一次武器展覽會，想通過

這次展覽會來總結經驗，評比最先進武器，更有力的打擊基督徒。

撒但所用的武器有「引誘」，「逼迫」，「宴樂」，「女色」，

「貪婪」等等。每樣武器各有長短，效果不一，經過證比，最佳武

器是「灰心」。講解員說：「每逢戰爭發生，只要利用「灰心」這

件精良的武器，必使人頹靡沮喪，心灰意冷，然后自暴自棄，不求

長進，終于乖乖作了俘虜。」眾鬼聽了，無不欽佩；信徒聽了，當

要剛強！ 

【默想】我們是否無助受欺嗎？勝過灰心，勇敢來伸冤罷！      

【家訊信息】獻給基督和教會 

讀經: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

來，叫他們歸於神。(啟五 9)  

  從甚麼時候起，我們才算是一個基督徒呢？乃是當你相信基督，

信他的救贖，把他接受進來的時候。因著你信，你的靈就得著重

生，你也因著受浸，和基督同死同葬同復活，就不再屬於亞當，乃

屬於基督，你的基督徒生活從此開始。 

奉獻給主 

 你一開始你的基督徒生活，對於基督就滿了感激之心，以為我這

不堪不配的人，主竟然為我上了十字架，為我捨命、流血。有許多

人因著這個，心不住的感謝，眼不住的流淚，存著一個無以為報的

心，不住的向主感謝、敬拜、愛戴。 

 這時候，很自然就會產生一種反應，向主許願說，主啊，你這種

為我流血、捨命的愛，我無法報答，只有把我的一生獻上給你，我

的一切永遠歸給你。這種光景的基督徒，最為幸福，因為心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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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在病中鲍贤珍姊妹和李景译父親禱告。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In%20tenderness.htm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JXTbW7jgcVY/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31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Without%20Him.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66.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ID1QI7FZ-4&feature=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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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並且充滿平安喜樂，常懷著感激的心。主耶穌在地上的時

候，有個原本犯罪的女人，因感激主耶穌的赦免，帶了一玉瓶極

其貴重的香膏，倒在主的腳上，並且用自己的頭髮，把它擦乾，

這膏的香氣，就充滿了房屋。每當一個感戴主愛主恩的人，把自

己獻給主的時候，都有香氣發出來，使主悅納，也叫別人因之讚

美神。 

 一個基督徒，願把自己奉獻給主的心情，不是一次就完。人在

主面前還要長進，人向主的奉獻也跟著長進。我們發現我們不僅

是因著愛主，把自己獻給主；我們還有個當把自己獻給主的義

務，若我們不把自己給主，乃是不盡義務，是一個不法之徒。 

神的贖價  

 原來主為我們付出流血的代價，不光是滿足神公義的要求，使

我們的罪全部赦免，更是把我們這個人買了來歸向神。這筆血的

重價，一面是贖我們，一面又是買我們。哥林多前書六章二十節

說，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羅

馬書十四章八節說，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啟示錄第五章

九節說，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

來，叫他們歸於神。從這些聖經節中，我們知道我們還是主付出

重價買來的，我們的主權不當歸自己，乃在於主。 

 舊約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時候，法老轄制他們，不放他們走出埃

及去事奉神。神就為他們預備了逾越節，好使他們脫離法老的

手，離開埃及。他們殺了羔羊，把羔羊的血塗在自己房屋的門框

上和門媚上，他們一家都聚在房屋裡面，吃羔羊的肉。那天晚

上，有滅命的天使巡行全埃及，把門上沒有塗血的房子裡，一切

頭生的，不論是人是牲畜，都擊殺了。那天晚上，以色列家都平

安無事，埃及人家連法老在內，無不死一個人。結果法老放走以

色列人，讓他們走出埃及。 

 我們知道羔羊是預表主耶穌，因他被殺，流了血，代替我們死

了，我們就得蒙救贖。但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後，神又告訴以

色列人說，以色列中凡頭生的，無論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為

甚麼以色列中的頭生的，不論是人是牲畜都是神的呢？神憑著甚

麼說，頭生的都是他的？以色列中的長子和頭生的牲畜，若不是

那隻羊羔代替，在逾越節的晚上，也是該死的。那些該死的而沒

有死，所以這些頭生的，應該歸給神，歸給神才合法合理。從那

時起，以色列中的長子，都是神的人，要歸給神。頭生的牛、

羊，都當作祭牲獻給神。因此在法理上，每個以色列中長子，都

是屬於神的，一定要歸給神。 

 我們在神眼中，也如同以色列中的長子，我們是神用重價買來

的，所以我們的主權屬於神。我們不知道的時候，是照著自己的

意思行動，十分自由。有一天，我們知道我們乃是以重價買來

的，主權不當在自己手中，應當歸給神。我們就再把自己獻在主

的手中說，主，我甘願把一生，把前途，把我所有的、所能的，

都交給你。無論前途是福是苦，是平坦是崎嶇，是高是低，都由

你定奪，由你作主。 

奉獻給教會 

 有了這一種的奉獻，神的旨意和計劃，就能從這一班人身上快

速地進行；沒有這一種奉獻，人仍舊以自己為中心，所求所想所

打算的，不外乎為自己。到這時，他就脫離開他的自我中心，明

白神還有個計劃，他有個工作，需要我們的配合。我們就從自己

轉向神，開始把一切為著神的旨意。 

 

神就啟示我們，知道他拯救我們，固然是使我們脫離罪惡和死亡，

更重要的，是要我們為著神的旨意，像主耶穌在地上，不僅是醫

病、趕鬼、說恩言、行善事，其實他來是為著神的旨意。他不但要

完成救贖之功，並且還有更重要的，就是要建立教會。他要把蒙救

贖之人建立在一起，成為一個給神居住的屬靈的房屋，這房屋又是

基督的身體，而基督就是頭，是元首。教會還是基督的新婦、羔羊

的妻，也是將來的新耶路撒冷。人有了這個啟示，就不但把自己獻

給基督，也同樣的把自己獻給教會，這一生就為教會而活，一切為

著教會建立。 

 第一班跟隨基督的使徒們，留下了很好的榜樣。不但馬太、彼

得、雅各、約翰等等如此，就是比他們年青的一班，如司提反、保

羅、西拉、巴拿巴、提摩太、提多，還有許許多多聖徒，都把自己

的主權、一生奉獻給主和教會。兩千年來，教會能以建立，神的旨

意得以通行，都是因為有這一種人，絕對向著主，把自己獻上給基

督，也為著教會。今天主還要呼召，要得著這樣的人。─真理號聲 

【詩歌介紹】我們呼吸天上空氣 

這首詩歌(《聖徒詩歌》693 首）是一首寶愛教會生活的詩歌 。作

者：佚名  

詩歌感想 

第一節說，「我們呼吸天上空氣，香味從天而來，但願每魂脫離

肉體，每靈都充滿愛。」在教會生活裡﹐我們和聖徒們一同接受

主的分賜﹐享受主的甘甜﹐經歷主的豐富﹐這就是呼吸天上的空

氣。當我們一同活出基督﹐見證基督的時候﹐別人從我們中間就

仿彿聞到「香味」了﹐這就是屬天的基督馨香之氣。  

第二節說，「主使我們心心相聯，滿有聖潔情意，」我盼望弟兄

姊妹在一起的時候，要學習心心相聯，但又不是在肉體裡彼此喜

歡。盼望我們心心相聯，滿了聖潔情意。下一句說，「不至有日

彼此改變，不愛你或你的。」這裡的「你」就是主自己；「你

的」就是聖徒。所以我們要一同來愛主，也要一同彼此相愛。   

第三節說，「只受你的十架指引，服你所有旨意，能以彼此更為

親近，能以更親近你。」換句話說，我們在基督身體裡一切的交

通是在十字架的原則裡的，也是只受主十字架指引的。在這裡沒

有肉體的關係，沒有個性、喜好的關係。我們能在一起配搭、相

親相愛，是因著主的十字架在我們身上的工作。一面來說，這一

首詩歌非常簡單；但是另一面來說，我們初期愛主的時候，我們

和弟兄姊妹應該建立這樣的關係，這樣我們在屬靈上就會健康。

這首詩歌很甜美，唱這樣的詩歌會叫你覺得非常舒暢。摘自──

唱詩歌專題追求 

唱詩歌和點詩歌 

詩歌是我們基督徒生活裡的一個寶貝。詩歌叫我們的心敞開﹐靈

敞開﹐進而帶我們摸著主﹐摸著靈﹐帶我們進入對主的享受裡。

一個基督徒不會享受詩歌，很難長得好。很少有一個愛主、屬靈

的人，是不會唱詩的。我們要花時間學習操練唱詩歌。你詩歌唱

得越好，你就越會享受，你就長得越好。 

▲ 個人的唱詩歌和團體的唱詩歌在操練上有所不同  

▲ 個人的唱詩重在親近主﹑享受主﹔團體的唱詩重在彼此供應﹑ 

建造教會  

▲ 點詩歌要照著靈裡的感覺和引導﹐配合聚會的靈 

▲ 唱詩歌的要訣﹕全人投入﹑敞開用靈﹔進入詩歌的感覺﹑進入

詩歌的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