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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6/8~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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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英杰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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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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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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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聖經鑰句】 

六月八日 

讀經 約十一 28～57；拉撒路復活 

鑰節 說了這話，就大聲呼叫說：『拉撒路出來！』那死人就出來

了，手腳裹著布，臉上包著手巾。耶穌對他們說：『解開，

叫他走。』 (約十一 43～44) 

禱告 親愛主，我們願意學習「挪開心中的石頭」和「解開一切

的捆綁」，經歷你復活的大能和榮耀。 

詩歌 榮耀之釋放～ YouTube 

六月九日 

讀經 約十二 1～19；伯大尼之家 

鑰節 逾越節前六日，耶穌來到伯大尼，就是祂叫拉撒路從死裏

復活之處。有人在那裏給耶穌豫備筵席。馬大伺候，拉撒

路也在那同耶穌坐席的人中。馬利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真

哪噠香膏，抹耶穌的腳，又用自己頭髮去擦；屋裏就滿了

膏的香氣。 (約十二 1～3) 

禱告 親愛主，願我們的教會生活成為伯大尼之家的見證，使你

能安息和滿足。 

詩歌 主我願單屬你～～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十日 

讀經 約十二 19～50；一粒麥子 

鑰節 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

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約十二 23～24) 

禱告 主啊，我們願成為一粒被埋入泥土的麥子，經歷「由死而

生」的生命之律；幫助我們結出許多子粒來，流露你豐盛

的生命，叫神的榮耀得以彰顯。 

詩歌 耶穌你的愛拴住了我～ YouTube 

六月十一日 

讀經 約十三 1～1；7洗腳 

鑰節 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

當彼此洗腳。 (約十三 14) 

禱告 親愛主，求你使我們的家庭、小組、教會，充滿彼此相

愛，彼此服事，彼此潔淨，彼此供應的見證。 

詩歌 萬物的結局近了～ YouTube 

六月十二日 

讀經 約十三 18～38；彼此相愛 

鑰節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

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

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十三 34～35) 

禱告 親愛主，你愛我們，捨了你自己，並將「愛到底的愛」

分賜在我們生命之中。當我們領受、飽嚐你的大愛時，

願這愛亳無攔阻的也從我們身上流露出去。 

詩歌 我們呼吸天上空氣～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十三日 

讀經 約十四 1～15；道路、真理、生命 

鑰節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

人能到父那裏去。』(約十四 6) 

禱告 主，感謝你，當每次我們想到屬天的福氣，而世上正沒

有甚麼可鼓舞時，讓我們能經歷『你就是道路、真理，

生命。』 

詩歌 今要主自己～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十四日 

讀經 約十四 16～31；聖靈內住 

鑰節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祂永遠與

你們同在。(約十四 16) 

禱告 主啊！我們感謝你永遠與我們同在、同住，願我們的心

天天被你的平安、聖靈的喜樂、天父的慈愛所充滿，而

世界及世界的王完全被趕出。 

詩歌 哦，主耶穌，當你在地～churchinmarlboro.org  

「彼此相愛」【約十三 34】──本節原文所用的「愛」字，都是

指「神聖的愛」(agapao)，也就是「捨己犧牲的愛」。主以「愛

到底的愛」(1 節)命令門徒彼此相愛，使人認出他們是祂的門

徒。「彼此相愛」是基督徒的真正標誌，是教會合一見證的要

訣。然而舊約已有「要愛人如己」(利十九 18)的命令，但人墮落

了，無法達到這個要求。所以主這個「新命令」，是因為祂要將

祂「愛到底的愛」的素質，注入在屬祂的人，使他們能活出「彼

此相愛」。 

【基督徒的秋收】 
人生四季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春夏秋冬，四季循環，生生不息。季

節是神所定規：「地還存留的時候，稼穡、寒暑、冬夏、晝夜就

永不停息了。」(創八 22)洪水之後，挪亞出方舟、築壇並獻燔祭

，神聞那馨香之氣就悅納，與挪亞立約，不再因人的緣故咒詛地

，自此春夏秋冬四季分明。  

人生也有四季，同樣由神定規。春季是人生的少年時期，出生時

間及地點全是神主宰的安排。我們接受神所預備的，就能進到「

春暉」的感覺，不會埋怨神。夏季是青年時期，我們要作一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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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foryou.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ZhhVoSiqw&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b4BNQLj06A&feature=related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69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2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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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決定，例如擇業和擇偶，決定了人生的方向。這個時期所作的

決定，受到春季的預備期所影響。大部分的青年人，經歷過神的

恩典，都能作出正確的人生抉擇，度過這個階段。中年時期是人

生的秋天，乃收穫的季節。人生的夏季是確立方向，而人生的秋

季所作的抉擇，是影響人生的冬季怎樣度過。那麼我們的人生如

何有秋收？如何準備面對晚年─人生的「冬至」？  

沐浴神恩 

我於一九三三年在中國出生，父親在一間國營的機構辦事，母親

出身書香世家，中學畢業後結婚，生了我們七兄弟姊妹，我排行

第四。一九三七年，日本侵華，社會動盪不安，百姓活在水深火

熱之中。我自幼在戰亂中生活，母親時常教導子女要感謝神的保

守和恩典。那段日子我受了啟蒙，雖身處亂世，卻沒有甚麼受苦

或被剝奪的感覺，仍然順服神的主宰及帶領。我感謝父母養育之

恩，並從內心深處感謝「那把我從母腹裡分別出來、又施恩召我

的神。」(加一 15)  

一九四八年，父親因工作變動，舉家由大陸遷往台灣。當時國民

黨和共產黨關係日趨緊張，戰爭一觸即發，人心惶惶。原本與台

灣幾乎斷交的美國，突然派遣軍隊保衛台海，兩岸局勢才由對峙

轉趨和平。感謝神慈愛的保守，讓我們在平安裡度過。在那段黑

暗危難的日子，人沒有甚麼選擇，我就這樣在台灣讀完中學和大

學，其後隨父母移居美國。我在美國的生活順利，與相愛的姊妹

結婚，家庭幸福。雖然神沒有賜給我倆兒女，但是投身在教會中

服事下一代，生命充滿意義。我的人生春夏兩季，就是沐浴在神

的慈愛和帶領中。  

秋收之樂 

我的人生秋季，有很多機會到世界各地訪問教會；早在一九六○

年，已開始接觸香港教會，並為我的將來埋下伏筆。一九八四年

是我人生的分水嶺，我的愛妻確診患癌，而我一直服事的教會，

有帶頭弟兄出現嚴重偏差的行為，要肢體們完全依賴他，叫人感

到不安、受壓。兩年後，愛妻被主接去的打擊，加上孤獨面對教

會的難處，令我對自己在教會的工作失去動力，但餘下日子該如

何？感謝神，我在一九九○年重來香港，是我人生的轉捩點。那

時香港教會對於讀神的話語，有一條新的、可行的路：回到神面

前，從聖經中看見神的旨意和託付，就是基督與教會。  

當時我正經歷保羅的「生產之苦」(加四 19)，在香港教會裡，我

找著同道的弟兄姊妹，幫助我在產道中進到擴大的境界。自此我

常到香港聚會，聖徒也沒有厭棄我，為此感謝神，使我經歷秋收

的喜悅。秋收的時候，不是要為自己收甚麼、藏甚麼；主帶領我

們一生，餘下的日子該如何放在主手裡，才是最重要。主帶領我

度過的人生，從無缺乏，我願意一生在主面前學習，活在神主宰

的手中。讓我們都有寸草心，曉得如何報答主的恩情。  

人生的秋季，代表達到了高峰，冬天將要來臨。若我們在冬天來

臨後才來準備，那就太遲了；身處人生之秋，求主給我們有突破

和擴大。從聖經中我們看見神的旨意，就是基督與教會，這是屬

於所有神的兒女，並非某屬靈人的專利。我們每個人必須親自從

神那裡得著啟示，看見教會的整體性與包容性。回到神的話中，

就能消除一切的錯誤和偏差，看見神的旨意，叫我們生命的度量

被擴大、內心平安，不因別人的緣故而跌倒。盼望弟兄姊妹在年

老的時候，因為有春暉和秋收的經歷，得以過喜樂的晚年。我能

見證此生不但沒有苦毒感，並且滿了喜樂，一生也沒有遺憾，故

被稱為喜樂的老人。――朱永毅弟兄 

【創世記讀經課程】亞伯拉罕葬撒拉 
【讀經】創二十三 1～20。 

【鑰節】【創二十三 20】「從此那塊田，和田間的洞，就藉著赫

人定準，歸與亞伯拉罕作墳地。」 

【鑰字】「墳地」【創二十三 20】──原文是「雙洞」的意思。

後來亞伯拉罕、以撒、利百加、利亞和雅各都被葬于此洞（創二

十五 9，四十九 30～31，五十 13）。神曾應許賜給亞伯拉罕迦南

地為業，但到此時為止，這是他所得到惟一的永久性產業，竟是

一塊用來埋葬死人的「墳地」。這說出我們在地上經營與建造所

能得的，最多不過是一塊「墳地」。因此不要對地上的事物寄予

希望。神所應許賜給亞伯拉罕和我們的產業，並非地上屬物質的

產業，乃是在天上更美的家鄉(來十一 8～16)。 

【重點】第二十三章記載亞伯拉罕買地葬撒拉。撒拉一百二十七

歲死在希伯崙，亞伯拉罕為她哀慟。亞伯拉罕要求赫人賣他一塊

地埋葬死人，他拒絕把撒拉葬在赫人墳地的建議，希望買下麥比

拉洞。麥比拉洞的主人以弗崙開出四百舍客勒的價格，亞伯拉罕

就購買了該洞以及那塊田。這是亞伯拉罕獲得的一塊迦南地產

業，是買來的，而且僅是墳地。此後，亞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

葬在迦南地幔利前的麥比拉田間的洞裡。 

【大綱】 
一、撒拉之死(1～2)――亞伯拉罕喪妻哀慟； 

二、為撒拉購墓地(3～18)： 

三、埋葬撒拉 (19～20)――安葬麥比拉洞。 

【中心思想】在本章我們看見亞伯拉罕買地埋葬撒拉。這是聖經第

一次記下一個女人的去世與埋葬。然而此章的重點卻不是在撒拉的

死與被葬，因亞伯拉罕不僅為了埋葬撒拉，以高價向赫人買下麥比

拉洞和周圍的田地，並且要他的後裔紀念神的聖約，承受神應許之

地。這一塊地產，後來亞伯拉罕、以撒、利百加、利亞和雅各都被

葬于麥比拉洞。按照神的應許而言，所有的迦南地都是屬於亞伯拉

罕的(創十三 14～15；十五 18)；但到此時為止，亞伯拉罕獲所得

的這一塊迦南地產業，是買來的，而且是一塊墳地。在這段記述

中，說明亞伯拉罕買地的態度。亞伯拉罕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創二十三 4)，但他憑著信，領受了神所應許賜給他的產

業，雖然神所應許的尚未一一得著，他仍然篤信不疑，因神已經為

他預備了一座城，乃是在天上一個更美的家鄉(來十一 8～16)。 

【默想】 

(一) 亞伯拉罕認識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4 節；來十一

9，13）。他離開吾珥後，在應許之地作客，並一直住在帳棚

裏到處移棲，有一世紀之久；他首次擁有的一塊地竟是妻子的

墳地。他的盼望在那裡呢？我們生命的歷程是否也有亞伯拉罕

帳棚的生活和在世寄居的經歷呢？ 

(二) 亞伯拉罕買的這一塊墳地，後來成了亞伯拉罕的子孫四百年後

(創十五 14)得迦南地為業的一個標誌。試問我們在地上所經

營，最多能得的是什麼呢？我們是否對地上的事物不寄予任何

希望呢？我們是否憑著信，熱切地期待著等候神所經營所建造

的，就是那從天而降的聖城新耶路撒冷(啟二十一 2)呢？ 

【禱告】親愛的天父，我們願與亞伯拉罕一樣，認識自己在世上

是客旅、是寄居的；憑著信，等候那天上的、更美的家鄉。 

【金句】「從這小小 的一部份地，亞伯拉罕看到了神的全部應許

。神與他所立之約其焦點是一個兒子和塊土地；他已擁有了前者

，現在他又開始擁有了後者。」――史考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