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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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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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5/11~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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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宪明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邓育明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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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请将國殤節福音營报名表送交陈宪明和王艾东。 

（二） 5 月 13日(週二晚上 8:30-9:30 PM，陈宪明弟兄家)福音營交

通聚會，請參與服事的弟兄姊妹出席。 

（三） 6 月 1 日溫哥華謝德建夫婦與香港梁啟漢夫婦訪問。主日早

上特別聚會，將由弟兄們釋放信息。 

（四） 6 月 1 日(主日下午 1:00 -3:00PM，翁愉心姊妹家) 姊妹成全

聚会，請姊妹出席。 

 

 

 

 

 

 
五月十一日 

讀經 路二十二 1～23當記念主 

鑰節 又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說：『這是我的

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路二十二 19) 

禱告 主啊，我們願照袮的吩咐，常常藉擘餅喝杯來記念袮，並學

習等候袮來。 

詩歌 我們照你恩惠話語～churchinmarlboro 

五月十二日 

讀經 路二十二 24～46主的祈求 

鑰節 主又說：『西門，西門，撒但想要得著你們，好篩你們，像

篩麥子一樣。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你

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路二十二 31～32) 

禱告 主啊，撒但藉著『篩』我們，叫我們軟弱、失敗。謝謝袮，

袮滿了體恤和同情，天天為我們祈求。也謝謝袮的保證，凡

靠著袮進到神面前的人，袮都能拯救到底(來七 25) 。 

詩歌 我有一救主，在天為我祈求～churchinmarlboro  

五月十三日 

讀經 路二十二 47～71彼得不認主 

鑰節 彼得說：『你這個人，我不曉得你說的是甚麼。』正說話之

間，雞就叫了。主轉過身來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對他所說

的話：『今日雞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他就出去痛

哭。(路二十二 60～62) 

禱告 主啊，雖然我們會失敗，讓我們學習常常想起你對我們所說

的話，被袮的話摸著，心裏憂傷痛悔，從失敗中回轉過來。 

詩歌 我們雖然時常搖動～churchinmarlboro  

五月十四日 

讀經 路二十三 1～25代罪羔羊 

鑰節 彼拉多對祭司長和眾人說：『我查不出這人有甚麼罪

來。』(路二十三 4) 

禱告 主啊，我們愛袮，因袮的鞭傷，我們得了醫治，因袮所受

的刑罰，我們得了平安。 

詩歌 咒詛祂受，祝福我享～YouTube  

五月十五日 

讀經 路二十三 26～56因愛跟隨 

鑰節 還有一切與耶穌熟識的人，和從加利利跟著祂來的婦女

們，都遠遠的站著，看這些事。(路二十三 49 ) 

禱告 主啊，袮為我們死，我們願為袮而活。 

詩歌 我今願跟隨耶穌～churchinmarlboro 

五月十六日 

讀經 路二十四 1～32主話給力 

鑰節 他們的眼睛明亮了，這才認出祂來。忽然耶穌不見了。

他們彼此說：『在路上，祂和我們說話，給我們講解聖經

的時候，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麼？』(路二十四 31～

32 節) 

禱告 主啊，我們願與袮同住，與袮交談。求袮開我們心竅，

以致我們能更明瞭聖經，更認識袮，也更愛袮。 

詩歌 吸引我近，更近，親愛主～churchinmarlboro 

五月十七日 

讀經 路二十四 33～53升天的主 

鑰節 耶穌領他們到伯大尼的對面，就舉手給他們祝福，正祝

福的時候，祂就離開他們，被帶到天上去了。(路二十四

50～51) 

禱告 主啊，感謝袮將屬天的生命賜給我，保守我常活在屬天

的境界。 

詩歌 從前那戴荊棘的頭～churchinmarlboro 

【本週聖經鑰句】 

祂就離開他們，被帶到天上去了 (路二十四 51) 。在我們研讀路

加福音時，有七個重點啟示了神救恩的內容和中心： 

(一) 祂的奇妙降生(路一 26～56) ──路加在他的福音書中提供

了最詳盡的記載。他特別從人的角度講到那位榮耀尊貴的

神，如何藉著聖靈讓耶穌能在童女馬利亞身上成孕，作了我

們的救主。 

(二) 祂的受浸(路三 21、22) ──路加提及耶穌在受浸時，開啟

的天，降下的聖靈以及父神的聲音，都見證這位基督是上神

的愛子，是祂所喜悅的，宣告祂在地上盡職事的開始。 

(三) 祂受試探(四 1～13) ──祂是以「人」的身份勝過撒但的各

樣試探。主耶穌完全得勝的秘訣是因祂向神完全的順服。 

(四) 祂變化形象（路九 28-36）──當主變像時，是祂本身的榮

耀，從遮蓋祂的幔子透射出來，使得祂所穿戴的衣服都發亮

放光。主的變像不是由於外來的榮耀降在祂身上，而是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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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译弟兄的父親，紐約教會朱永

毅弟兄和台灣陳佳琪姊妹(杨震宇弟兄的弟妹)禱告。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687.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595.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hough%20We%20May%20Waver.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eWo0SJxN4w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ollow%20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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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內在榮耀的向外發射。正如約翰後來所見證的︰「我們也

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一 14） 

(五) 祂被釘十字架（路二三 42～43）──路加福音其實是繞著

兩個主題在發展的。我們的主，以祂的「生」來尋找失喪的

人，而以祂的「死」來拯救失喪的人（路十九 10）。祂的死

乃是完成神的救贖。 

(六) 祂的復活(二十二四 1～49) ──勝過了死亡的權勢，釋放

人類因罪而受的轄制。因祂的復活，我們得著復活的生命，

成為新造的人，在地上過著屬天的生活。 

(七) 祂的升天(二十二四 50～53) ──是代表主完全實現了神對

人的旨意，也完全成就了神救贖墮落人類的目的。神高舉

祂，立祂為主為基督了（徒二 36），因此人可以靠著祂得

救。並且主的升天開啟了聖靈的時代，主將聖靈的恩賜澆灌

在那些等候的門徒身上（徒二 4，17～18）。門徒得著聖靈

的能力是為了作主的見証人，這是路加進一步寫行傳時所記

的。 

【家訊信息】亞伯拉罕生以撒 

【讀經】創二十一 1～34。 

【鑰節】「就對亞伯拉罕說：『你把這使女和她兒子趕出去！因為

這使女的兒子，不可與我的兒子以撒，一同承受產業。』」【創二

十一 10】 

【鑰字】「趕出去」【創二十一 10】──撒拉看見以實瑪利在以

撒斷奶的席上嘲笑（mocking）以撒，就要亞伯拉罕把夏甲和她兒

子「趕出去」。這次撒拉傳遞神的話，正說出神揀選的旨意。保羅

在加拉太書第四章第 21節至 31 節詮釋這件事。因使女所生的，是

按血氣生的，自主婦人所生的，是憑著應許生的，而屬血氣的不能

承受屬靈的產業。以實瑪利的嫉妒之心和輕看，譏笑年幼以撒的態

度，是他被「趕出去」的原因。加拉太書四章 29節給我們看見，

以實瑪利的戲笑預表那屬血氣的逼迫屬靈的。在我們的經歷中，在

跟隨神的路上，我們的天然生命，我們的肉體，常常逼迫我們裡面

屬靈的生命，叫我們隨從肉體，而不順從靈。所以唯有把我們身上

的血氣、肉體、天然、舊人、自己都「趕出去」，靈命才能長大。 

【重點】第二十一章記載亞伯拉罕生以撒和趕出以實瑪利，並亞比

米勒立約。耶和華眷顧撒拉，在亞伯拉罕年一百歲時生了以撒（意

即喜笑的意思）。以撒斷奶時，以實瑪利戲笑以撒，於是撒拉讓亞

伯拉罕把以夏甲和以實瑪利趕走。然而神也要亞伯拉罕聽從撒拉的

話，於是他打發夏甲和以實瑪利離開。神再一次眷顧夏甲和以實瑪

利；也保佑以實瑪利，後成家立業。然後，亞伯拉罕與亞比米勒巴

立了互不侵犯的誓約。他也在別是巴那裡，求告耶和華永活神的

名。 

【大綱】 

（一） 以撒照應許出生(1～7)――到神所說的日子，以撒出生，第

八日行割禮； 

（二） 以實瑪利被逐(8～16)――因戲笑以撒，亞伯拉罕聽從撒拉的

話，打發他離開； 

（三） 神保守以實瑪利(17～21)――安慰夏甲，聽見童子的聲音並

保佑他； 

（四） 與亞比米勒立約(22～34)――別是巴井被歸還，亞伯拉罕在

那裡求告耶和華的名。 

【中心思想】在本章中，我們看見撒拉生以撒和以實瑪利被趕出家 

門。神不誤事，到了神所說的日期，撒拉生了以撒，正是亞伯拉

罕年一百歲的時候。神必須等到「一百歲」(創二十一 5) ──天

然生命被完全對付，血氣的能力完全枯竭了，才會在我們身上成

就不可能的事。就如夏甲輕看主母撒拉一樣，以實瑪利也戲笑以

撒，於是撒拉讓亞伯拉罕把夏甲和以實瑪利趕出去。聖經告訴我

們以實瑪利人與以色列人為敵，也與神為敵（詩八十三 6）。保羅

引證這一段，講到以實瑪利是按著血氣（肉體）生，他逼迫那憑

著應許生的以撒（加四 23、29）。因此，我們按著聖靈生的，在

基督裡的人，應當把律法（使女夏甲）和靠血氣守律法的行為

（以實瑪利）都趕出去。等到亞伯拉罕把以實瑪利趕出之後，那

個時候，連亞比米勒都要與他立約。 

【默想】 

（一） 亞伯拉罕生以撒的時候，乃是在他年一百歲的時候。這個

應許應驗，離亞伯拉罕出哈蘭已經過了二十五年。神不誤

事，即使過了二十五年還是「神所說的日期」(2節)。神

作事有祂的時間表，到合適的時候，事就成了；我們若認

識這一個法則，就必須全然信靠祂，學習忍耐等候祂的應

許成就。 

（二） 由於以實瑪利嫉妒之心，他就譏笑年幼的以撒(9節)。屬

靈的意思是『那按著血氣生的，逼迫了那按著靈生的』(加

四 29)，也說出屬靈的與屬肉體的相爭(加五 16～17)。我

們是否靠著聖靈的大能，能把屬肉體的「趕出去」，而結

出聖靈的果子呢？ 

（三） 亞伯拉罕聽從撒拉的要求，將夏甲和以實瑪利子趕出去，

好讓以撒承受父親的產業(10 節)。這行動有什麽屬靈的意

義？ 

（四） 當夏甲與以實瑪利面臨絕境之際，耶和華的使者向們顯

現，安慰母子二人 (17 節) 。「以實瑪利」的意思是「神

聽見」。這名字提醒我們，很多時候我們覺得神漠不關心，

其實祂是信實的，時常「聽見」和「看見」我們的苦情。 

（五） 亞比米勒看到亞伯拉罕一切所行的事都得到神的祝福，凡

事亨通(22節)，就要與他立約。我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上

是否為神作了美好的見證，讓人在我們身上看見神恩典的

作為呢？ 

【禱告】親愛的主，求你長在我們心，使我們裡面那按著血氣生

的都被「趕出去」，讓我們順著聖靈而行， 單靠袮得勝。 

 我們對生命的態度，決定了生命對我們的態度。 Our attitude 

toward life determines life's attitude to-wards us. ~John N. 

Mitchell 

 無人可回到過去重新開始，但任何人都可開始新的今天， 創

造一個未來的新結局。 Nobody can go back and start a new 

beginning, but anyone can start today and make a new ending. 

~Maria Robinson 

 生命的價值不在於活了多少天，而在於我們如何利用這些 日

子。 The value of life lies not in the length of days, but in the 

use we make of them. ~Michel de Montaigne 

 人的生命如同故事，其價值不在於長短，而在於內容。As is a 

tale, so is life, not how long it is, but how good it is, is what 

matters. ~Lucius Seneca 

 人生就像一張白紙，每個人都可在上面寫下自己的歷史。Life 

is a leaf of paper white, thereon each of us may write his word 

or two. ~Amy Lowe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