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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6/22~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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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麗斌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刘任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张凉姊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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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十二日 

讀經 約十八 25～40；真理的王 

鑰節 彼拉多就對祂說：『這樣，你是王麼？』耶穌回答說：『你說

我是王。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間，特為給真理作見

證。凡屬真理的人，就聽我的話。 』(約十八 37) 

禱告 主啊！求你讓我們虛心追求真理，並尊稱你為主、為王 

詩歌 耶穌我主榮耀王～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二十三日 

讀經 約十九 1～24；祂背十架 

鑰節 他們就把耶穌帶了去。耶穌背著自己的十字架出來，到了一

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希伯來話叫各各他。 (約十九 17) 

禱告 親愛主，謝謝你，你愛我們，為我們受羞辱、受苦害、受鞭

傷，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們願一生為你而活。 

詩歌 近十架～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二十四日 

讀經 約十九 25～42；已成了 

鑰節 耶穌嘗(原文作受)了那醋，就說：『成了。』便低下頭，將

靈魂交付神了。 (約十九 30) 

禱告 親愛主，謝謝你，你說：「已成了！」在一切事上，我們可

以享受你早已完成的。 

詩歌 若沒有祂～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二十五日 

讀經 約二十 1～18；抹大拉馬利亞 

鑰節 抹大拉的馬利亞就去告訴門徒說：『我已經看見了主。 』她

又將主對她說的這話告訴他們。(約二十十 18) 

禱告 主啊，在我們裏面造出一個渴慕，使我們的心單單愛你，完

全屬你。 

詩歌 願我愛你更深～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二十六日 

讀經 約二十 19～31；願你們平安 

鑰節 過了八日，門徒又在屋裏，多馬也和他們同在，門都關

了；耶穌來站在當中說：『願你們平安。 』 (約二十 26) 

禱告 親愛主，你知道我們的軟弱、懼怕、失敗。但你沒有撇

下我們，卻仍向我們顯現。你的平安使我們從恐懼轉為

喜樂，你的同在使我們從無助轉而領受託付 

詩歌 榮耀歸與你～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二十七日 

讀經 約二十一 1～14；主再顯現 

鑰節 耶穌說：『你們來喫早飯。』門徒中沒有一個敢問祂：

『你是誰？』因為知道是主。(約二十一 12) 

禱告 主啊！天天向我們顯現，賜給我們溫暖、新鮮的供應，

教導我們順服你的帶領，活在你的旨意之中。 

詩歌 我有一位奇妙救主～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二十八日 

讀經 約二十一 15～25；你愛我嗎 

鑰節 他們喫完了早飯，耶穌對西門彼得說：『約翰的兒子西

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彼得說：『主阿，是的；你

知道我愛你。 』耶穌對他說：『你餧養我的小羊。 』

(約二十一 15) 

禱告 親愛主，願我們愛你，能超越這一切（愛主過於炭火、

魚、餅…），並且一無反顧的跟從你 

詩歌 主！使我更愛你～ churchinmarlboro.org  

【本週聖經鑰句】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約二十一 15）──主耶穌在溫情中

接納了彼得，現在他要彼得由跌倒，三次否認主的陰影中走出

來。所以主耶穌三次重複問彼得，第一次提到『你愛我比這些更

深嗎？』，之後二次，只說『你愛我嗎﹖』。主在第一、二次主

用 Agape 這個屬神最高級的愛來問彼得，而彼得謙卑、慚愧的卻

以 Phileo這個屬人的愛、友情的愛來回答。彼得意思是說：「主

啊！你知道我愛你，但我的愛何等可憐、何等軟弱、何等有限、

何等靠不住。」主在第三次的詢問中也用了彼得一般情誼之愛

Phileo來問彼得，主耶穌似乎是在告訴彼得『是的，雖然你的愛

有限，但我仍接納，我就在你的有限中接納你。』 

主在愛中接納了彼得，現在祂要彼得由跌倒，三次否認祂的陰影

中走出來。祂給他三次機會，恢復他愛主的心，然後託付他：

「你餧養我的羊」。主這話說出兩面的意思：(1) 餵養並照顧主

的羊，乃是『愛我』的表現；(2) 『愛我』乃是餵養並照顧主羊

的動機和依據。此後，彼得竭盡忠誠服事主，直到他用鮮血帶上

了殉道者的冠冕。主的愛遠超過我們的失敗。所以，不管我們如

何失敗，只要我們仍有颗向主的心，祂的愛便能重燃我們，甚至

再為祂用。。 

【路得——有信心，愛心，盼望的女人】 
壹  路得是誰 

一 是摩押女子——得一 4，申二三 2~3。 

摩押人是亂倫的私生子，他們的子孫，雖過十代，也永不可入

耶和華的會。 

二 是瑪倫的妻子，拿俄米的儿婦——一 4 

三 复歸給波阿斯，生子俄備得——四 13，17 

四 是大衛与主耶穌在肉身的祖先——四 22，太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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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RLEEH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78.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Without%20Him.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20224.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109.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More%20Holliness%20Give%20M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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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投靠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一  婆婆三遣而不返——一 10，14，16~17 

婆婆真誠的三次勸她回到自己的娘家去，也愿耶和華使她在新夫

家中得平安。但是她舍不得她的婆婆。她告訴婆婆：你的國就是

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她是跟定了

她的婆婆，沒有二心。 

二 殷勤作工——二 1~2，7，15，17 

她与婆婆回到伯利恒，正是割大麥的時候。她對婆婆說，容我往

田間去拾取麥穗。婆婆答應了她。她就殷勤的作工，從早晨直到

晚上。 

三 有美名——二 6~7，11，三 11，四 15 

波阿斯第一次看見路得，在他的田間作工，就問，那是誰家的女

子。監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說，是那摩押女子，跟隨拿俄米從摩押

地回來的。她請我們容她跟著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麥穗。

她從早晨直到晚上，除了在屋里坐一會儿，常在這里。波阿斯就

厚待路得，并且說，自從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

离開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認識的民中，這些事人全部告訴我了。 

四  認識恩典——二 10，13 

波阿斯叫路得不要往別人田里拾取麥穗，也不要离開這里，要常

与他的使女在一處…。路得就俯伏在地叩拜，對他說：“我既是

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這樣顧恤我呢？”波阿斯也對她說：

“愿耶和華照你所行的賞賜你。你來投靠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翅膀

下，愿你滿得他的賞賜。”路得說：“我主阿，愿在你眼前蒙

恩。”路得實在是到了她婆婆的國，也經歷了她婆婆的神，處處

都有恩典。 

五  孝順婆婆——二 11，18，三 5~6 

她向她婆婆所行的，人人都稱贊。收割的人把烘了的穗子遞給

她，她吃飽了還有余剩的，就帶回去，給婆婆看，給婆婆吃，也

給婆婆留起來。凡婆婆所吩咐的事，她都遵行。 

三  滿得神的賞賜 

一 嫁給波阿斯——四 9~11 

波阿斯是以利米勒和基連瑪倫的近親，在長老面前，從拿俄米的

手中置買了所有屬他們的地，又娶了瑪倫的妻子摩押女子路得為

妻，好在死人的產業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鄉滅

沒。那些在城門坐著的眾民和長老都為此作見證。于是波阿斯娶

了路得為妻。 

二 滿得祝福——四 11~12 

在城門坐著的眾民和長老都祝福他們：“愿耶和華使進你家的女

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結、利亞二人一樣；又愿你在以法他得

亨通，在伯利恒得名聲。愿耶和華從這少年女子賜你后裔，使你

的家像他瑪從猶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 

三  建立以色列家——四 11，17 

他們蒙神祝福，生了一個儿子，名叫俄備得，得以建立以色列

家。 

四帶進君王和救主——四 22，太一 5 

波阿斯生俄備得，俄備得生耶西，耶西生大衛。馬太一章說，波

阿斯從路得氏生俄備得，俄備得生耶西，耶西生大衛王。耶穌在

肉身，也是由他們的子孫所出。 

肆  路得的豫表——會如何蒙救賜 

一  波阿斯是神福分正統的繼承人 

二  路得是不可入耶和華會的人——申二三 2~4 

路得原是与神無分無關，永不可入耶和華會的人。 

三   路得蒙了救賜——一 4 

路得能蒙救賜，是在于她歸屬了与波阿斯同宗的人。路得的丈夫

瑪倫与波阿斯是同宗的人，她的丈夫死了，她就能嫁給波阿斯。 

四  基督頂替了原來的丈夫——羅七 2~4。 

默想 

（一） 「路得說：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你，你往那裏去，我也往那

裏去，你在那裏住宿，我也在那裏住宿，你的國就是我的

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得一 16）路得對拿俄米的心

願，表明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隨到底的決心。路得雖然是摩

押女子，卻是一個大有信心的人，今天我們是否也願意為主

的名放下一切，無論得失都緊緊跟隨基督？ 

（二） 「於是路得與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處拾取麥穗，直到收完

了大麥和小麥，路得仍與婆婆同住。」（得二 23）路得對

神的信心和對婆婆的愛心，使她在素不認識的民中，見證了

神的榮耀。我們是否也能在這世代中成為神的見證呢？ 

（三） 拿俄米對路得說：「你只管安坐等候。」（得三 18），這不是

一件容易的功課，許多時候當我們交託禱告之後，還像熱鍋

上的螞蟻，無法安坐等候，看事情怎樣成就。巴不得我們能

學習路得的信心和順服。 

（四） 「於是波阿斯娶了路得為妻，與他同房，耶和華使他懷孕生

了一個兒子。」（得四 13）路得記終於有一個美麗而奇妙

的結局，愛神也愛人的路得，經歷了神的恩寵和揀選，雖然

她知道自己原本不配，波阿斯還是娶了路得為妻，路得替他

生了俄備得。她的兒子被神揀選作耶穌的先祖，路得也成為

救世主家譜中的一位母親。這是每一位希伯來婦女所希望得

著的榮幸，卻落在一個外邦女子身上，何等奇妙！ 

【震撼世界的一塊墓碑】 
  在倫敦聞名世界的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地下室的墓碑林中，有

一塊名揚世界的墓碑。在這塊墓碑上，刻著這樣的一段話： 

「當我年輕的時候，我的想像力從未受到過限制，我夢想要改變

這個世界。當我成熟以後，我發現我不能改變這個世界，就將目

光縮短了些，決定只改變我的國家。當我進入暮年後，我發現我

不能改變我的國家，於是我最後的願望僅僅是改變一下我的家

庭。但是，這也不可能。當我躺在床上，行將就木時，我突然意

識到：如果一開始我僅僅去改變我自己，以身作則，成為一個榜

樣，我可能改變我的家庭。在他的啟發和鼓勵下，我可能為國家

做一些事情。然後誰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變這個世界了。」 

註：這段話的原文：When I was young and free and my imagination 

had no limits, I dreamed of changing the world. 
As I grew older and wiser, I discovered the world would not change, 

so I shortened my sights somewhat and decided to change only my 

country. But it, too, seemed immovable. 

As I grew into my twilight years, in one last desperate attempt, I 

settled for changing only my family, those closest to me, but alas, they 

would have none of it. 

And now, as I lie on my deathbed, I suddenly realize: 

If I had only changed myself first, then by example I would have 

changed my family. 

From their inspiration and encouragement, I would then have been 

able to better my country, and who knows, I may have even changed 

the wor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