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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7/13~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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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志杰弟兄家 

Morgan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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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晚上8:3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一)2014 年玛波罗教会门徒造就营，请于 7 月 27日之前报名: 

吴本立(732- 275-2201) 和杨震宇(732-543-5358)弟兄。 
 

七月十三日 

讀經 徒十二切切禱告   

鑰節 彼得被囚在監裏，教會卻為他切切的禱告神。 (徒十二 5) 

禱告 親愛主，幫助我們能切切為那些在難處中的聖徒禱告。 

詩歌 求主教我如何禱告～churchinmarlboro  

七月十四日 

讀經 徒十三 1～22；神國擴展 

鑰節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

掃羅，去作我召他們所作的工。』(徒十三 2) 

禱告 親愛主，教導我們成為合袮心意的教會，為著袮的旨意有

合一的事奉和禱告。 

詩歌 起來，起來為耶穌～churchinmarlboro  

七月十五日 

讀經 徒十三 23～52；聖靈充滿 

鑰節 門徒滿心喜樂，又被聖靈充滿。 (徒十三 52) 

禱告 親愛主，幫助我們經歷『被聖靈充滿』，因袮而滿心喜樂。 

詩歌 充滿我～churchinmarlboro 

七月十六日 

讀經 徒十四；堅固門徒 

鑰節 堅固門徒的心，勸他們恆守所信的道。又說：『我們進入神

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徒十四 22) 

禱告 啊! 幫助教會不怕艱難、心得堅固，並恆守所信的道。 

詩歌 復興袮工作，主～churchinmarlboro 

七月十七日 

讀經 徒十五 1～32；同心定意 

鑰節 所以，我們同心定意，揀選幾個人，差他們同我們所親愛

的巴拿巴和保羅往你們那裏去。 (徒十五 25) 

禱告 親愛主，教導我們在處理教會事務時，能同心合意，按真

理並聖靈的心意而行。 

詩歌 弟兄和睦同居～churchinmarlboro 

七月十八日 

讀經 徒十五 33～41；配搭危機 

鑰節 於是二人起了爭論，甚至彼此分開。巴拿巴帶著馬可，坐

船往居比路去。 (徒十五 39) 

禱告 親愛主，求袮使我珍惜我們的配搭，不讓我們堅持己意以

至與同工分裂。 詩歌 我們呼吸天上空氣～churchinmarlboro 

七月十九日 

讀經 徒十六 1～15；聖靈不許 

鑰節 到了每西亞的邊界，他們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穌的靈卻不

許。 (徒十六 7) 禱告 親愛主，謝謝袮藉著環境、事物、艱難或令人失望的事來

引導我們經歷袮更多。求袮使我們清楚聖靈的引導，也順

服聖靈的禁止和不許。 

詩歌 我今願跟隨耶穌～churchinmarlboro 

【本週聖經鑰句】 
「所以，我們同心定意，揀選幾個人，差他們同我們所親愛的巴

拿巴和保羅往你們那裏去。 (徒十五 25)」――「同心定意」(徒

十五 25)原文直譯「同心合意」。這詞在〈和合本〉用了十次，

分別源自五個不同的希臘文。雖是五個不同的字，但都有其部份

相同的意義。而這詞在《使徒行傳》用過二個不同的希臘字： 

第一個「同心合意」的希臘原文是 symphoneo。這個字首 sym是

說到樂曲裏頭的『和諧』(有如英文 symphony)。這個字在《新

約》使用過六次(太十八 19；太二十 2，13；路五 36；徒五 9；

徒十五 15)。世界上最好聽的音樂便是交響樂。亨得爾彌賽亞中

的「牧人交響曲」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這樣一個偉大的音樂，

若被外行演奏或指揮不善，就不能把它的美妙之處表達出來。一

切樂器都須先把音調校正。對音之後，演奏的人還得時時注意指

揮；音調、時間和抑揚頓挫，都得絲毫不差。這樣樂聲才能和諧

一致，幽雅動聽。雖然樂器有數十或數百種之多，也不致混亂嘈

雜。眾聖徒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禱告，必須個人與神和諧一致，再

與眾聖徒交響一起。 

第二個「同心合意」的字是 homothymadon。這字首 homo 意味著

「同一、一起、共同」(有如英文 homogenous)。在《新約》的原

文用過十一次。除了在羅馬書十五章六節之外， 這字只出現在

《使徒行傳》(一 14；二 1〔欽定本〕；二 46；四 24；五 12；七

57；八 6；十二 20；十五 25；十八 12；十九 29)。Heidland 說：

「這個字指出一群從事外面相同行動的人之間內裡的聯合。」 
【主肉身母親的馬利亞】 

經文：路加福音一章廿六至五十六節 

馬利亞是一個極其普通的名字，聖經中就有六個同名者；但這位

成為主肉身母親的馬利亞，在歷史中是最突出最受尊敬的女子。

文學家、音樂家、藝術家，都為她創作了不朽的傑作；天主教更

尊她為聖母。我們雖認為不該神化她，但卻敬愛她的被選為“蒙

大恩的女子”，願意效法她的一生“尊主為大”的心志。 

聖經中記載她的身世與一般人不同，她的出現是從天使問安開始

的。那兒說：天使加伯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這

城名叫拿撒勒；到一個童女那裏，是已經許配大衛家的一個人，

名叫約瑟；童女的名字叫馬利亞。成為彌賽亞的母親是歷來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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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mmary551.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Stand%20Up%20for%20Jesus.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ill%20Me%20Now.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Revive%20Thy%20Work.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695.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ollow%20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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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女子的美夢，現在一個拿撒勒的農村少女居然被選上了。她

並非靠學識超越，家道豐富；也非靠聰慧過人，美艷出眾蒙選。她

怎能蒙此大恩呢？讓我們細細思想查考她的一生。 

一 虔誠相信 

她的親戚以利沙伯被聖靈充滿，高聲喊著說：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

的！信心最能得神的喜悅，因為相信神就代表尊敬他，認定他；進

而倚靠他，順服他。 

從馬利亞的頌贊，我們可以看出她是熟讀神話語的人。他的詩與哈

拿（撒上二 1~10）的極其相似，兩者都是根據猶太人常用的體裁，

而內容也相仿。她因相信神而愛慕神的話語，因熟讀神的話語而更

加相信神。因此當天使說：“出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

的”，她就立刻回答說：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

上。 

馬利亞跟我們一樣，在信心的道路上有許多不明白的地方。她相信

先知的豫言，說彌賽亞要來到；但她不清楚怎麼個來法。因此她

問：我沒有出嫁，怎麼有這事呢？天使隨即跟她解釋，並用以利沙

伯年老懷孕的例子來證明，神沒有做不到的事。人類的頭腦是有限

的，我們測不透神的智慧。但只要存著謙卑的心求問，神就會一步

一步讓我們看見，使我們經驗他的奇妙而更加信靠他。 

除了不明白以外，信心的道路上還有許多阻礙。馬利亞是個訂了婚

的女子，她怎麼去向未婚夫約瑟解釋呢？這個問題是人無法解決

的。但只要她情願順服在神的旨意之下，神就親自為她解決。主的

使者在約瑟夢中顯現，親自證實馬利亞所懷的胎是從聖靈感孕而來

的（太一 20）。約瑟是個義人，他醒了，起來，就遵主使者的吩

咐，把妻子接過來。馬利亞相信神會顧念他使女的卑微，今天神同

樣顧念我們，使我們在試煉中站立得住。 

信心是神所賜的，每人都可以得著（弗二 8），只要我們肯謙卑下

來，敞開心門來接受。因為神不偏待人，（羅二 2）。但信心正如

神的其他恩賜一樣，要操練要長進。越操練，信心就越堅強；反

之，信心會冷淡，甚至失去。有人說，信心好像茶葉，在滾水中才

會泡出香味來。馬利亞的一生經歷真坎坷，但她默默信靠，從不埋

怨。不明白的事，她只存在心裏，反覆思想。信心使她一開始就經

驗主的同在，直延續到三十三年後的馬可樓上（徒一 14）。由童年

到老年，一生過著信心得勝的生活，何其寶貴！ 

二  尊主為大 

信心自必採取適當的行動。馬利亞相信神揀選了她為彌賽亞的母親

後，就說：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等以利沙

伯被聖靈感動說：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馬利亞就發出她誠摯動

人的心聲：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的救主為樂。她們兩人有相對

唱和，何等快樂蒙恩的會面！ 

我心尊主為大或譯為：我心有寬大的地方為主。也就是以後書信中

所說的：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腓二 5），基督成形在你們心裏

（加四 19），使基督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西一 18）。信他為主，

卻不尊他為主為大，不能算是真心誠意的相信。我們看馬利亞的一

生，真是尊主為大。她是主的母親，但她清楚知道主耶穌是神的兒

子，因此她從不用母親的地位干涉主的工作；決不像天主教那樣認

為向馬利亞禱告，馬利亞就會以母親的資格去跟主耶穌說情。馬利

亞本身都尊主為大，她怎麼會左右主的旨意呢？ 

主耶穌十二歲的時候，馬利亞約瑟按著慣例上耶路撒冷去守節。馬

利亞連接生了雅各、約西、猶大、西門和幾個女兒（可六 3），但

她沒推兒女多、家務忙；她把敬拜神的事看為第一。後來主耶穌 

說：為甚麼找我呢？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麼？她不明白

這話的意思，卻沒罵他大逆不孝，只把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裏，

順服等候將來有一天，就會明白。 

主耶穌行第一件神跡的時候，馬利亞還沒有學習到完全交托的功

課。她主動去提醒耶穌說：他們沒有酒了。耶穌說：母親，我與

你有甚麼相干？我的時候還沒到。馬利亞立刻明白了，隨即對用

人說：他告訴你們甚麼，你們就做甚麼。將主權完全交回，並且

在人前表示（尊主為大）的態度。 

有一次，馬利亞和兒子們去找耶穌，人家告訴耶穌，耶穌卻回答

說：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太十

二 46~50）。馬利亞沒有爭取特殊的待遇和地位，她一定聽到主這

句宣言，她尊主為大，就尊守他的話語。從此，在十字架下，馬

可樓上，我們看見她跟別的弟兄姊妹一樣，完全沒有特殊的顯露

自己。 

可是，主沒有忘記她。在十字架上，主仍然掛念她的老年生活，

交代他最愛的門徒約翰養她。她實在是蒙大恩的女子，後代都稱

她有福。主既然說過，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他的母親；我

們也同樣可以蒙恩蒙福。――史祈生《新約中的婦女》 

【邁向悲慘人生的十條捷徑】The Ten Routes to Misery 
(一) 談論你自己，把〝我〞放進每一次的會話。Talk only about 

yourself， drop 〝I〞into every conversation。 

(二) 千萬別擔負責任。Don't assume any responsibilities。 

(三) 在每一件事上堅持你的看法。Insist your own views on every 

issue. 

(四) 從不饒恕別人的批評，絕不忘記任何的輕視。Never forgive a 

criticism, remember every slights. 

(五) 培養疑心、仇恨、惡毒、嫉妒。Cultivate suspicion, hate, 

bitterness and jealousy。 

(六) 強求別人的賞識。Demand people's appreciation。 

(七) 不要相信神，只信靠自己。Don't believe in God, trust only 

yourself 。 

(八) 任何場合，要求享受特權。Ask for special privilege in every 

occasion。 

(九) 不要為他人，做任何事。Don't do anything for other people。 

(十) 以消極的想法來看別人如何對待你。Think negatively about 

how people treat you。──飛揚網站 

【雖死仍講話】 

 基督徒近代史上的殉道者很多，其中最感人的一位，即德國年輕

的牧師暨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1905~1945)。他生前力

勸基督徒兩件事：(一)要效法基督，做一個受苦的僕人；(二)沒有

自己，只有全然委身給基督和別人的生命。當希特勒在三十年代

統治德國時，他便加入反納粹陣營，策動推翻暴政。雖然他的好

友將他偷運到美國，但不久他又回去，他說：「我的呼召是和我的

同胞在一起。」一九四三年他終於被捕。由於受他的話的感動，

獄卒暗中安排他向那群絕望的囚犯傳福音。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

正是主日，他照常帶領他們做禮拜，那天他傳講耶穌所受的鞭傷

使我們得醫治(賽五十三章)。他祝禱未畢，兩個便衣走進來說：

「潘霍華，跟我們走！」眾人向他道別，他對身邊的一位英籍犯

人說：「這是事件之結束，但在我卻是生命的開始。」次日他被處

絞刑。潘霍華殉道時才四十歲，但他所寫的書卻使許多教會及信

徒得到激勵，尤其是《獄中書簡》及《追隨基督》兩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