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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6/15~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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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艾东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黄志杰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杨震宇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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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聖經鑰句】 
 

六月十五日 

讀經 約十五 1～17住在主裏面 

鑰節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住在我裏面的，我也住在他裏面，

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約十五

5) 

禱告 親愛主，幫助我們進入更深的屬靈經歷，住在袮裡面；與袮

聯合，就如枝子聯於樹，從樹支取營養，結出果子來。 

詩歌 住在你裏面 Hymn 

六月十六日 

讀經 約十五 18～27 不屬世界 

鑰節 你們若屬世界，世界必愛屬自己的；只因你們不屬世界，乃

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界就恨你們。 (約十五

19) 

禱告 主啊！求袮使我們完全屬袮，不因世人拒絕、恨惡我們，而

與他們同流，走妥協中立的道路 

詩歌 我是屬祂，祂屬我～ churchinmarlboro 

六月十七日 

讀經 約十六 1～15真理的靈 

鑰節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祂要引導你們明白(原文作進入)一切

的真理(原文作實際)。(約十六 13上) 

禱告 主啊，救我們脫離一切的貧窮，叫我們越過越看見甚麼是屬

靈的實際，求袮藉著聖靈帶領我們進入一切屬靈的實際。 

詩歌 哦，主耶穌，當你在地～ churchinmarlboro  

六月十八日 

讀經 約十六 16～33 主裹平安 

鑰節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

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約十六

33) 

禱告 親愛主，求袮賜給我們得勝的平安，叫一切使我們憂傷的變

為喜樂的泉源。 

詩歌 耶穌給你平安～ YouTube 

六月十九日 

讀經 約十七 1～19臨別的禱告 

鑰節 耶穌說了這話，就舉目望天說：『父阿，時候到了。願你

榮耀你的兒子，使兒子也榮耀你。』 (約十七 1) 

禱告 親愛主，願袮的禱告成就在我們身上，將我們帶到一個地

步，不管環境如何，我們都能彰顯袮的榮耀。 

詩歌 聖徒眾心，愛里相系～ churchinmarlboro  

六月二十日 

讀經 約十七 20～26 合而為一 

鑰節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裏面，我在你裏面，使

他們也在我們裏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你所賜給

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

為一。我在他們裏面，你在我裏面，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

而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

我一樣。 (約十七 21～23) 

禱告 主，感謝袮，賜下合一的榜樣及教導，但願地上的教會都

能合而為一地見證袮的名、袮的真理、袮的愛，好使袮得

著榮耀。 

詩歌 聖徒眾心，愛里相系～ churchinmarlboro  

六月二十一日 

讀經 約十八 1～27我就是 

鑰節 他們回答說：『找拿撒勒人耶穌。 』耶穌說：『我就

是。 』賣祂的猶大也同他們站在那裏。耶穌一說：『我就

是。 』他們就退後倒在地上。 (約十八 5～6) 

禱告 親愛主，幫助我們在任何環境中，不退縮，也不強出頭，

但讓我們與袮一同體會『袮就是』。 

詩歌 今要主自己～ churchinmarlboro 

【本週聖經鑰句】――主用「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約十

五 5)來說明我們和主合而為一的關係。主是我們生命的供應者，

因著我們與祂聯合，就能得著源源不斷的愛、能力、喜樂、平安

和一切的供應；而我們是見證主生命的彰顯者，因著住在祂裡

面，就能多結果子，因此就彰顯父。 

【沒有保留 沒有退縮 沒有遺憾 沒有恐懼】 
 二○一二年，朱永毅弟兄確診患上骨癌，最近發現癌細胞擴散

至肺部，但弟兄內心有平安，在神前滿心坦然，知道自己是照在

基督裡永遠的生命來事奉，這有永恆的價值。保羅離世前的榜樣

亦激勵弟兄，因此只將自己交託在主手中，不會接受化療。今年

四月廿七日(主日)，朱弟兄在紐約市教會釋放信息的摘錄： 

永遠的生命 

 過去一段日子，紐約市教會交通了「三提書」(提摩太前、後書

及提多書)，這三本書是保羅在地上職事將近結束時寫的。「三提

書」雖然成書於保羅人生的最後階段，卻是強而有力的，我們讀

的時候都深受激勵，不覺得就此完結，這也是我的負擔──即或

是末了的信息，卻是強而有力的。 

 提多書開首講到「永遠生命的盼望」：「盼望那無謊言的神在

萬古之先所應許的永生。」(一 2)基督徒共有兩次「生」：第一次

「生」是「出生」，即是從父母獲得肉身的生命；第二次「生」

是「重生」，乃是從神那裡得著永遠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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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mnal.net/hymn.php/ch/420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I%20am%20His.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257.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BJrTuLvE04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christian%20heart.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christian%20heart.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imself.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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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彼得說：「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

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

盼望。」(彼前一 3) 這個活潑的盼望，不是我們受造的生命所

給，乃是從神永遠的生命而來。換句話說，我們在肉身活著而有

永遠生命的盼望。 

 受造的生命需要成長，達到成熟，然後就走下坡，這是必經階

段。不管受造生命活得多麼長久，終歸會朽壞、玷污、衰殘。我

們重生後，接受了非受造的生命，就得著盼望，這盼望是一個活

的盼望。活的盼望不是指活得長久，乃是指著非受造的永遠生

命。我們肉身的生命是會朽壞、玷污、衰殘，但我們卻得著了活

的盼望──神永遠的生命，是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

的。 

最後一節課 

 查讀完「三提書」，主就讓我想起一篇文章。六十七年前，還

是初中生的我上英文課時，讀過一篇文章──「最後一節課」。

這篇文章的背景是在十九世紀初的法國，當時法國和德國交界常

有戰爭，戰勝一方就可佔領該處地區。有一個頑皮的小孩，常常

曠課，因為覺得法文課很沉悶，令人打瞌睡。有一天，他本想曠

課去釣魚，後來心意一轉，覺得遲到總比缺課好，終於決定去上

課。 

  上學途中，他覺得氣氛跟平日不一樣，很多人圍著報告板觀

看。到了學校，他就偷偷地溜進課室。當日氣氛特別嚴肅，巿長

和教育局長坐在課室後排。原來法國戰敗了，德國下令這個區域

的所有學校都不可教法文，所以今天是最後一節課。老師說法文

是所有語言中最優美、最準確和最有效率，正當那個小孩的學習

興趣正濃時，下課鐘聲響起，這堂課結束了。老師還有很多話想

說，可惜沒有時間了，最後他只說一句：「法國萬歲！」這篇課

文深深的摸著我，對我的一生有非常正面的影響，叫我認識抓住

時機是十分重要的。 

日子不白過 

 近來我在家中清理東西，發現好些手稿仍然保留。廿六年前我

的愛妻被主接去，那時收到很多信件、電報和慰問卡，我都一直

保存。我快速瀏覽這些舊物，發現其中一份電報載有兩節聖經。

主就藉著這兩節經文，叫我能夠接受之後不好的消息。 

   四月廿一日，我前往覆診，當日照了 X 光及正電子掃描(CAT 

Scan)。醫生看了片子後告訴我，癌症已擴散到肺部，有兩處地方

發現腫瘤，其中一個腫瘤靠近大動脈，無法做手術，化療效果也

不大。我只跟醫生有很短的討論，我對醫生說：「你知道我的信

心，我的生命在主手裡，我不做任何治療。」同時我也告訴醫

生，我跟弟兄姊妹之間的關係，我有很多兄姊的幫助和扶持。醫

生說：「我尊敬你的看法和決定，就像尊敬我的父親一樣。」 

我的經歷，就像摩西在詩篇九十篇所說：「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

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10節)所以他禱告說：「求你指

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12節)我已活了八十歲零八個

月，對我來說，八十歲以後的每一天都是「紅利」。摩西的「紅

利」是四十年，因他活了一百二十歲，並且去世時眼不昏花、力

不衰殘。我覺得主給我八十歲以後的所有日子，都是不打折扣

的。雖不知將來如何，也不知還有多少日子，但我不害怕面對人

生的末了，因為每一天都沒有白過。 

人生四階段 

 現今我的心情，就好像「最後一節課」的老師，有很多話要 

說，只怕時間不多。八年前我往美國西岸主領青年特會，主題是

「人生的優先次序」(Priority in Life)。那幾堂聚會我不講理論，

而是照著聖經的原則及我個人的經歷，為自己所學習的作一個總

結。當年所講的信息，今天還是應時的。 

 主引導我認識人生的優先次序包括四方面，這就成為我人生的

四個階段：立定心思(Mindset)、作出揀選(Choices made)、全速

前進(Full speedahead)、最終無悔(No regret at end)。第一階段的立

定心思最為重要，有了定意，就會作出選擇，然後向著目標全力

衝刺，最後能夠沒有遺憾。 

我們定意和揀選的時候，需要認識神的主宰：我們所擁有的一切

資源，都是神賜與的；我們生在何時何地，都是神預先安排。今

天我們正處於廿一世紀，主給我們的大使命是廣傳福音，作主的

見證。最近紐約市教會在曼克頓區購置新聚會所，我們要與主配

合，沒有退縮，一同往前，開展神的國。 

信心的榜樣 

 教會歷史上有一位名叫威廉波頓(William Borden)的青年弟兄，

他就讀耶魯大學，不但成績優異，並且活出美好的見證。畢業

後，他有負擔要遠赴中國內地向回教徒傳福音。他首先到埃及學

習阿拉伯語，卻患上腦膜炎，不久與世長辭，終年廿五歲。在他

的聖經上，寫著三句話：沒有保留(No Reserves)、沒有退縮(No 

Retreats)、沒有遺憾(No Regrets)。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

服的。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然而，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

要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他一切的忍耐，給後來信他得永生的人作

榜樣。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不能朽壞、不能看見永世的君王、

獨一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提前一 15-17)這三節聖經說

出我的感覺，尤其是「給後來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樣」。我擺在

弟兄姊妹面前的榜樣就是：我所倚靠的，不是肉身的生命，而是

永遠的、非受造的生命。我們得著的是不能朽壞的生命，這是我

們的盼望。威廉波頓的見證是三個「沒有」，我的見證是還要加

上一個「沒有」──「沒有恐懼」(No Fear)。 

復活的盼望 

 最近主讓我看見多年前的電報，那份電報本是安慰我失去愛妻

而寫的，當中有兩處經文叫我深受感動。第一處經文是使徒行傳

十三章 36-37節：「大衛按神的旨意服事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

了，歸到他祖宗那裡，已見朽壞；惟獨神所復活的，他並未見朽

壞。」任何人能按神的旨意服事他那一代的人，就是奇妙的一

生，但還是睡了，見朽壞了，惟獨神所復活的，他並未見朽壞。 

第二處是詩篇十七篇 15節：「至於我，我必在義中見你的面，我

醒了的時候，得見你的形像就心滿意足了。」這個「我」就是我

自己本人，這是我的見證。為甚麼我沒有懼怕？因為這兩處經

文。我們雖然睡了，但還會醒來，所以我不害怕睡了，因為我還

要醒來。 

  感謝主！他已額外給了我八個月時間，我不害怕面對剩下的日

子，不害怕「睡了」，只盼望「醒來」。往後的日子，盼望更多

活在主的同在裡，在義中見主的面。盼望大家了解我在神面前的

願望，不要浪費時間為我求主加添我的日子，在主面前作無謂的

代禱。我是沒有保留，沒有退縮，沒有遺憾，也沒有恐懼，我知

道我會「睡了」，但還會「醒來」。求主叫我繼續不害怕，為了

神的旨意，過一個豐盛的人生。  ――朱永毅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