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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5/25~ 5/31 
福音營 

Tri-State Bible Camp 

福音聚會                          9:00-12:00  AM 

擘餅聚會                          7:00-8: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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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育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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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1 日下午 3:30-5:00 PM 將與紐約教會朱永毅弟兄交通，

如果想去的弟兄去姊妹，请與杨震宇弟兄聯絡。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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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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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二十五日 

讀經 約五 1～30；癱子行走 

鑰節 耶穌對他說：『起來，拿你的褥子，走罷。 』那人立刻痊

愈，就拿起褥子來走了。(約五 8～9) 

禱告 親愛主，幫助我不斷地聽從袮的話，接受袮大能生命的醫

治，生活中不斷地經歷從軟弱變剛強，從受轄制得釋放。 

詩歌 榮耀之釋放～ YouTube 

五月二十六日 

讀經 約五 31～47；讀經之路 

鑰節 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就是

這經。然而你們不肯得生命。(約五 39～40) 

禱告 主啊！在每次閱讀袮的話語時，幫助我遇見袮，更多地得著

袮。 

詩歌 耶穌，我來～ churchinmarlboro 

五月二十七日 

讀經 約六 1～21；五餅二魚 

鑰節 在這裏有一個孩童，帶著五個大麥餅，兩條魚；只是分給這

許多人，還算什麼呢？(約六 9) 

禱告 親愛主，幫助我們更深地認識袮和袮的作為，我們願將現有

的一點點交出，讓袮祝福、擘開，供應眾人的需要，也讓袮

得榮耀。 

詩歌 願主為我擘開生命的餅～churchinmarlboro 

五月二十八日 

讀經 約六 22～40；生命的糧 

鑰節 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

遠不渴。 (約六 35) 

禱告 親愛主，求袮開啟我們的心，使我們不但能明白袮寶貴的

應許，更能進入並享受袮又奧秘又寶貴的應許中 

詩歌 我主耶穌是生命源～ YouTube 

五月二十九日 

讀經 約六 41～71；還歸從誰 

鑰節 西門彼得回答說：『主阿，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

呢？(約六 68】) 

禱告 親愛主，袮有永生之道，我還歸從誰呢﹖幫助我的信心，

對準袮自己，領受袮的道，也領受袮向我所說新鮮的話

語，叫我的生命活過來。 

詩歌 我已經決定～churchinmarlboro 

五月三十日 

讀經 約七 1～36；主的時候 

鑰節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的時候還沒有到；你們的時候常是

方便的。 』 (約七 6) 

禱告 主啊，我們不按自己的意思選擇個人的道路，乃是順從袮

的心意，行袮所喜悅的事。 

詩歌 求你揀選我道路～ churchinmarlboro 

五月三十一日 

讀經 約七 37～52；活水江河 

鑰節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

了，可以到我這裏來喝。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

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約七 37～38) 

禱告 親愛主，袮是活水的泉源，滿足了我們屬靈的飢渴，我們

願袮的豐富從我們身上湧出，好使別人也能從救恩的泉源

歡然取水。 

詩歌 唱一首天上的歌～ churchinmarlboro 

【本週聖經鑰句】 

「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

渴。 (約六 35) ──約翰福音第六章 35 節，主在此向世人宣告，

祂是從天上降下生命的糧，乃是使人得到生命。從這節聖經，我

們看到饑餓的如何得著飽足，乾渴的如何得著解決的過程： 

(一) 認識祂就是『我是』──不是頭腦上的知識，而是在聖靈中

受啟示。約翰福音一共記載了七個眾所熟悉的以『我是』開

始的句子，宣告基督乃是神自己來滿足人一切的需要。而祂

的名字就是「我是」；我們需要什麼祂就是什麼。祂是祂以

自己來滿足我們的一切需要。此節是主七個宣告的第一個，

表明祂能滿足我們至深的飢餓，能供應我們一切所需。 

(二) 到主這裏來──不僅僅是參加教會的活動、例行禱告、讀經

等，乃是建立信靠祂、順服祂、愛祂的關係。所以要存清潔

的心到主面前來，讓祂寶貴的話語感動、光照、引導我們。

主啊，你若來吸引，有誰不跟隨呢(歌一 4)？ 

(三) 相信祂──不僅僅是相信而接受祂，乃是信入而聯於祂的能

力、智慧、引導、保守、供應。基督有如神所開的一張簽了

名的空白支票，而我們只須用信心來支取祂一切的豐富和無

限的祝福。 

親愛的，生活的每一天，我們是否用盡時間精力，只為肉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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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com/watch?v=KUe1i1oGcyA&feature=related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Jesus%20I%20come.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break.htm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JQmsdYB2gg&feature=related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365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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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奔波，還是到主這裏來，為永生的食物勞力呢？ 

【他所需要的就是基督】宣信旅行了一千哩路，到芝加哥慕迪先

生那裏，參加同工退修大會。那天晚上六時，他到達那裏，赴第

一個聚會。他並沒有聽慕迪講甚麼，卻有一位又簡單又熱誠的傳

道士站起來，面帶笑容說：『我來此地，想得到慕迪先生幫助

我。但是昨夜，我看見主耶穌，我一直注目瞻仰祂。我就感覺今

後一生，除主以外，我也無求，我亦無望。』接著他就大聲說：

『阿利路亞！讚美主！』有一句話，立刻感動宣信的心，『你所

需要的，就是耶穌，你到祂那裏就好了。』那晚，他未等到那個

特別聚會結束，就離開芝加哥，搭火車回家去。他到了他的的聚

會處辦公室內，關上門，跪在主前，直到祂來充滿他的心。感謝

神，祂使他高唱：『我已經看見耶穌，我心平安喜樂；我已經看

見耶穌，一切得了供給，我已經看見耶穌，我已心滿意足；以主

作我一切。』這給宣信很清楚地啟示，基督在他裏面，供給他，

作他的一切。他所需要的，就是主耶穌。 

【家訊信息】亞伯拉罕獻以撒為祭 
【讀經】創二十二 1～24。 
【鑰節】【創二十二 1】「這些事以後，神要試驗亞伯拉罕，就呼

叫他說：『亞伯拉罕！』他說：『我在這裏。』」 

【鑰字】「試驗」【創二十二 1】──是聖經裏第一次出現的一

詞。神試驗亞伯拉罕的目的，一方面是要考驗他的信心與順服。因

為我們的信心若經過試驗，就要顯得比金子更为寶貴(彼前一 7) 。

另一方面，使他進入對神更深、更豐富的經歷，而得以認識「耶和

華以勒」（就是「耶和華必預備」) 。在亞伯拉罕的經歷中，祂首

先是「天地的主」(十四 22)，然後是「以利沙代（EL Shaddai) 」

(十七 1)，現在成了「耶和華以勒 (Jehovah-Jireh) 」(二十二 14)。

經過試驗後，神祝福了亞伯拉罕。為此，神指著自己起誓，證明祂

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和祂的應許是可靠的（來六 13，17）。這是聖經

裏第一次提到神指著自己起誓。 

【重點】第二十二章記載亞伯拉罕獻以撒，而經歷耶和華以勒。耶

和華試驗亞伯拉罕，吩咐亞伯拉罕把心愛的獨生子以撒當為燔祭的

祭牲獻上。亞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兒子以撒身上，自己手裡拿

著火與刀，於是二人同行，前往神指示的摩利亞山上。就在亞伯拉

罕舉刀要殺他兒子時，天使阻擋亞伯拉罕，並指示以公羊代替以撒

獻祭。亞伯拉罕將該地取名為耶和華以勒。然後，神便指著自己起

誓，應許賜大福給亞伯拉罕，並使萬國因他的後裔得福。 

【大綱】 

一、神的試驗和指示(1～2)――要亞伯拉罕獻以撒為燔祭，他回

應：「我在這裏」； 

二、亞伯拉罕的順服(3～4)――亞伯拉罕遵命往神所指示的地方； 

三、父子二人的同行(5～6)――以撒背著柴，亞伯拉罕拿著火與

刀； 

四、父子二人的對話(7～8)――燔祭的羊羔在哪，神必自己預備； 

五、神及時攔阻殺以撒(9～12)――我知道你是敬畏神，因為你將

你的兒子留給我； 

六、經歷神的預備(13～14)――耶和華預備公羊代替以撒； 

七、神起誓賜大福(15～19)――亞伯拉罕得神應許祝福而回； 

八、拿鶴的家譜(20～24)――提到利百加，後成為以撒的妻子。 

【中心思想】在本章中，我們看見神試驗亞伯拉罕，要他獻上以

撒為燔祭。亞伯拉罕獻以撒，是他達到了屬靈經歷的最高點。因 

為亞伯拉罕相信神，因此他順服神。信心是順服的根基，順服是

信心的果子。在獻以撒的過程，亞伯拉罕因著信，親身經歷了從

死中得回他的兒子(來十一 17～19)，因為神是那叫死人復活的神 

(羅四 17)。亞伯拉罕因著順服，看見了神及時的介入，因為神為

他預備了一只公羊代替了以撒，因此亞伯拉罕見證了神是耶和華

以勒(就是耶和華必預備的意思)的神 (創二十二 14)。亞伯拉罕因

著信而順服，毫無保留地獻上所摯愛的，而得著了神的起誓(創二

十二 16)和天上的祝福(創二十二 17)，使他的子孫如同天上的

星，海邊的沙那樣多，而且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使萬國都

必因他的後裔得福。這個應許在實質上和屬靈上，都已應驗了。 

【默想】 

（1） 在神試驗獻以撒的過程中，亞伯拉罕是如何答應神的呼召

呢？他的行動是「信而順服」。照樣，「信而順服」是基督

徒生活的原則。神對於我們是可信的嗎？我們是否願意毫無

保留地把所愛的（服事、事業、配偶、子女……）奉獻給祂

嗎？我們是否們渴慕更深、更豐富地經歷祂嗎？我們是否天

天过「信而順服」的生活呢？ 

（2） 當亞伯拉罕完全的順服神，把自己的兒子以撒獻上時，才看

見了神預備的公羊。因為耶和華以勒是與人的順服連在一起

的。歷史歷代直到今日，凡有順服經歷的人，都見證說：「耶

和華以勒」。 

【禱告】主啊，我想要更深地認識祢，更深地經歷祢，但祢要我

「獻上以撒」的時候，我還能「信而順服」麼？祢乃不是要我們

受苦，乃是要我們得著那上好——就是祢自己。求祢帶領我，按

著孩子的力量帶我一步步前行。 

【詩歌】【信而順從】 (《聖徒詩歌》364 首)  

※ 一個真正的信徒，心中沒有「為甚麼」三個字；他的順服，絲

毫沒有疑問。―― 馬丁路德 

※ 如果我們不肯在神大能的手下屈服，而與祂爭論、埋怨、喋喋

不休，我們便是失去了祂在前面為我們預備豐盛的喜樂。――

F.B. Meyer 

※  神不會將祂的聖靈給那些渴望被充滿的人，而只給那些順服

的人。―― 戴德生 

※ 亞伯拉罕每次遵命為神放棄的，神都在事後豐豐富富的償還

他。―― Oswald Sanders 

※ 你若順從神「一時」的激勵，那將會成為你「永遠」的收穫。

─ 梅爾 

※ 我們順服神時，神就賜福給我們。―― 倪柝聲 

※ 只有因愛而住在神裏面的人，纔會將自己的福樂完全交在神的

手中；如果你將自己的快樂交給神，是出於意志的能力，或畏

懼，甚至為了「討祂喜悅」，這些動機太可怕了，太可憐了。

只有「愛」能使一個人將意志降服於神。如果順服不是出於

愛，那麼順服至終會變得很「無情」。─ 蓋恩夫人 

※  我們必須記得，基督所管理的，不只是我們人生的偶發事

件，而是每一件事。因此，我們必須養成經常依賴祂的習慣。

無論何時何地，總是靠在祂身上，不失去祂的同在，並且認定

祂必負你一生的責任。遇到任何難處，祂都會把你帶過去 ─ 

只要你肯依從祂，讓祂掌握你的方向；只要你完全信靠祂，跟

隨祂。─ 宣信《基督的生命》 

※  只有相信的人纔會順從；同時亦只有順從的人纔會相信。─

潘霍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