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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6/1~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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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成全聚会 主日下午 1:30 -3:00PM    翁愉心姊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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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振东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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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6 月 8 日(主日晚上 6:00 -9:00PM)，愛筵交通聚會在黄新宇

弟兄家，請年長弟兄姊妹出席。 

 

 

 

 

 
 

六月一日 

讀經 約八 1～30；不要再犯罪 

鑰節 她說：『主阿，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

罷；從此不要再犯罪了。』(約八 11) 

禱告 親愛主，謝謝袮的赦免，袮的恩典，使我們脫離罪惡黑

暗，也指引我們行走光明的路。 

詩歌 你的大愛～churchinmarlboro 

六月二日 

讀經 約八 31～59；偉大的我是 

鑰節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

了我。』 (約八 58) 

禱告 主啊！使我們逐日認識袮更深，更多經歷、享受袮的所是。 

詩歌 基督就是我的世界～churchinmarlboro 

六月三日 

讀經 約九 1～12；瞎眼得看見 

鑰節 耶穌回答說：『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約九 3) 

禱告 主啊，袮己使我們親身體驗出黑暗、入光明。親愛主，幫

助我們活在光明中，時時與袮交通，天天榮上加榮。 

詩歌 主活我裡面～ churchinmarlboro 

六月四日 

讀經 約九 13～41；為主作見証 

鑰節 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見了。 (約

九 25) 

禱告 親愛主，不論要出任何代價，求袮開我們屬靈的心眼，使

我們能真認識自己生命的殘缺，更清楚地認識袮。 

詩歌 驚人恩典～ YouTube 

六月五日 

讀經 約十 1～21；好牧人 

鑰節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約十 11) 

禱告 親愛主，袮來了為要叫我們得生命，且得的更豐盛。幫助

我們堵住生命的各項破口，好叫袮的豐盛生命，不被仇敵

偷竊，使我們能更豐盛的活在你面前。 

詩歌 輕輕聽～ churchinmarlboro 

六月六日 

讀經 約十 22～42；永不滅亡 

鑰節 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

他們奪去。 (約十 28) 

禱告 主啊！我們感謝袮，是袮尋找我們這迷失的羊，並賜我們

永生，使我們永不滅亡，我們願跟隨袮到底。 

詩歌 有福的確據～ churchinmarlboro  

六月七日 

讀經 約十一 1～27；主是復活 

鑰節 耶穌對她說，我就是那復活，就是那生命；信入我的人，

雖然死了，也必（復活）活著。﹝原文直譯﹞ (約十一

25) 

禱告 親愛主，我們信袮是神的兒子，是生命，是復活。袮自己

死裡復活，使我們得永活生命。 

詩歌 榮耀歸與你～ churchinmarlboro  

【本週聖經鑰句】 
「耶穌對她說，我就是那復活和那生命」（約十一 25）──主是

一切，祂自己就是「復活」，就是。所以，復活和生命並不是一

種在祂之外的事物。祂的「復活」是能經過死，而不被死所拘禁 

(啟一 17～18) ；祂的「生命」能吞滅死亡(林後五 4) 。所以，

這位復活之主能叫拉撒路死裡復活，因為祂自己也從死裡復活，

敗壞了死亡的權柄，釋放人因罪被死所受的轄制。因此，甚麼時

候我們靠主活著，甚麼時候我們就活在復活和屬天生命的境界

裏。 

【默想】：主與馬大的對話(17～27節)指出死亡的事實不能限制

祂，祂就是復活和生命。我們有了主，就能經歷復活和生命的大

能，也就能安然面對人生的生、老、病、死！ 

【福音营主题】圣经与正确的人生观 
【引言】人无论有多显赫的成就，都必须面对俩大人生问题： 

(1)人毕生劳碌，活著为什么？ 

(2)人一生不断地付出，最终想得到什么？ 

这俩个问题若无答案，人的心便不能踏实和安息。圣经是世上最

奇特和流传最广的书，它为人类提供客观并正确的人生观。时至

今日，它已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它可以说是「人生手册」，同时

也是「人生幸福指南」。 

因此，用一个週末的时间，离开喧嚣的都市、繁杂的工作，来听

听圣经的启示和基督徒美妙人生的见證，并来亲身感悟和经历什

麽是正确的人生观，实在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第一堂信息】我们活着为什么？ 

【引言】：人毕生劳碌，活着为什么？这是一个很普通但却很难答

的问题。人的一生，有人或许快快乐乐地活，有人却整天忧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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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20178.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428.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Christ%20Liveth%20In%20Me.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RHrJ-WOUr8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0/1-10-10%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blessed%20assuranc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1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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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地活；有人生活过的很充实，也有人过的很空虚。这次教会的负

担，乃是盼望能藉着圣经所启示和人的经历，来探讨人究竟活着为

什么。也盼望  神开启我们， 如何能认清一个人活着的真谛 

实意！ 

一 神的心意。 圣经在创世记里就清楚的告诉我们， 

 人是神所創造的(創二 7)──是神最大的杰作，是神造物

计划的中心 

 神造人的目的有三(创一 26)── 

(1) 像神形象，活神样式！ 

(2) 与神同在，与神交通！ 

(3) 为神管理。 

二 人的光景 

 圣经在创世记里又告诉我们，人无论有多显赫的成就，都必

须面对人生的俩大问题： 

(1) 我到底是谁？ 

(2) 我活著为什么？ 

 人为什么常有失落，无助和虚空的感觉？因为(创三 8~9)： 

(1) 离开了神！ 

(2) 离开了神造人的旨意和目的。 

(3) 离开了神为人预备的地方。 

 人毕生劳碌，得着许多，但所得的一切，都不能叫我们满足。 

三 基督徒的经历和见证 

基督徒的生活和常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生老病死；更有

人生的起起伏伏。但我们： 

 生活充实喜乐！ 

 人生有目标，有方向！ 

 知道自己是谁和为什么活著，因为我们是：   

(1) 神所創造──「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詩一百卅九 13) 

(2) 神所寶愛──「因為我看你為寶為尊，又因為我愛你。」

(賽四十三 4)    (賽四十三 4) 

(3) 神所引導──「用慈繩愛索來牽引我們。」（何十一 4) 

(4) 神所保護──「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 (申三十二 10) 

四 我们如何解决人生的俩大问题? 

 要谦卑，相信接受神的话──放下自己的骄傲，来寻求那创

造宇宙万物的神！ 求主开我们的心，赐给我们寻求的心。 

 要恢复和神的交通──就是祷告，因神已亲自来找你我。 

 要赶快回到神的心意所在，得着神做你我的一切！ 

【第二堂信息】我们要什么? 

读经：约一 35~39， 51 

一 我们要什么? 

 来美国留学为什么？──学位？ 

 有了学位还要什么？──工作？ 

 有了工作还要什么？──多赚钱？ 

 多赚钱为什么？  买车子，买房子，去游乐？ 

 有了学位工作还要什么？ 成就，地位， 贡献？ 

 金钱，财富，名利，权力？ 

 朋友，终身的伴侣，美满的家庭（儿子，女儿）？ 

 身体健康?  

二 为什么主问这个问题? 

这跟人的生和起头有很大的关系： 

 头起的好，后面的路就好走。 

 基础要打的好，正如小时的喂养和教育，对长大后的学业，

事业，为人，成就，和对社会的贡献有很大的影响。 

 不光人的一生需要好的开始，我们每天的生活也是如此。 

 人生在世，必须知道我们到底要什么？ 

 但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并不清楚我要什么！ 

那我们到底要什么？ 

 你的人生有什么目标？──真，善，美？ 

 你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平安和喜乐？ 

 你想做什么？──永远的生命？ 

 在你人生的路途中，有否找到你所要的？──那我们如何去

得着？ 

三 今天我们所听所见的 

人生目标的行成，和我们所处的环境，平时所听所见到很有关

系。 

 今天这个世界可听可看的太多了，但却不是我们该听该看

的： 

 今天的新闻，充满暴力，色情，金钱，不道德的事件。 

 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并不帮助我们得到我们真正所需要

的！ 

 如何才能确定我们所寻求的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 

四 那我们如何去得着？ 

 约翰福音第一章这里有三班人： 

(1) 见证人──竭力的作见证。 

(2) 寻求的人──听见了，就跟。 

(3) 救主基督──纳，带领，祝福。 

 如何才能得着：听见, 跟从,来看, 同住 

 求神开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听见，能看见，我们人生最需要

的乃是主耶稣；最美的祝福乃是能得着神自己。 

【第三堂信息】我们如何活出一个正确的人生？ 

一 神造人的心意与目的 

 彰显神──创 1:26 

 盛装神──罗 9:23-24 上 

二、人里面真实的光景 

 原是死在罪和过犯之中──弗 2:1 

 立志为善，但行不出来──罗 7:18 

三 认识神全备的救恩 

 认识耶稣是誰？──宇宙中唯一一个真正正确的人 

 是神、是神的话 (约翰福音 1:1) 

 是神的话成了肉身 (约翰福音 1:14上) 

 是神的羔羊 (约翰福音 1:29 下) 

 是神的独生子、永远的生命。 (约翰福音 3:16) 

 是神的一粒麦子 (约翰福音 12:24) 

四 我们如何进入并享受这位耶稣基督？ 

(1) 相信、接受祂（约翰福音 1:12） 

(2) 重生(约翰福音 3:5） 

(3) 口里承认:耶稣是主（罗马书 10:8-9） 

(4) 心里相信(罗马书 10:9) 

(5) 呼求主名罗马书 10:12） 

(6) 信而受浸(马可福音 16:16） 

(7) 同过教会生活（哥林多前书 12: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