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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6/29~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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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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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江文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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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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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六日 

讀經 徒八 1～25；福音開展 

鑰節 於是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徒八 4原文) 

禱告 親愛主，但願袮的教會不因環境艱難而停止傳福音的工

作，好叫袮的旨意不受攔阻。 

詩歌 前進!基督精兵～churchinmarlboro.org 

七月七日 

讀經 徒八 26～40；順服聖靈 

鑰節 聖靈對腓利說，你去貼近那車走！ (徒八 29) 

禱告 主阿！使我們聽見袮的聲音，並跟隨袮的引導而行。 

詩歌 主領我何往必去～churchinmarlboro 

七月八日 

讀經 徒九 1～30；保羅悔改 

鑰節 他說：『主阿，你是誰？』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

穌。』(徒九 5) 

禱告 親愛主，光照我們，使我們認識『袮是誰？』主啊！袮是

我們的『救主』。我們把我們的一生交託給袮，讓袮來帶領

我們。 

詩歌 認識祢，耶穌～churchinmarlboro  

七月九日 

讀經 徒九 31～43；教會增長 

鑰節 那時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各處的教會都得平安，被

建立；凡事敬畏主，蒙聖靈的安慰，人數就增多了。(徒九

31) 

禱告 主啊! 幫助今天的教會增長和建立；眾聖徒凡事敬畏主，

經歷聖靈的安慰，人數增多 

詩歌 復興袮工作，主～churchinmarlboro 

七月十日 

讀經 徒十 1～23；禱告鋪路 

鑰節 天使說：『你的禱告，和你的賙濟，達到神面前已蒙記念

了。』(徒十 4 下) 

禱告 親愛主，我們願作禱告的人，叫袮的計劃快快達成。 

詩歌 求主教我如何禱告～churchinmarlboro  

七月十一日 

讀經 徒十 24～48；聖靈有路 

鑰節 聖靈降在一切聽道的人身上。 (徒十 44) 

禱告 親愛主，垂聽我們的禱告，使救恩臨到我們所有的家人和

鄰舍身上，如同當日臨到哥尼流一家一樣 

詩歌 充滿我～churchinmarlboro 

七月十二日 

讀經 徒十一；真基督徒 

鑰節 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首。(徒十一 26下) 

禱告 親愛主，求袮使我們學習安提阿教會，跟隨基督、活出基

督，好叫人在我們身上看見袮 

詩歌 聖徒眾心，愛里相系～churchinmarlboro  

【本週聖經鑰句】 
「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首。」(徒十一 26下)――基

督徒」是安提阿的外邦人給信奉基督的人所起的綽號，因為這些

人常講論基督，於是稱他們為「基督徒」，意思是與基督一夥或

一黨的人。可見「基督徒」這個名稱在初代教會中，並不怎麼受

歡迎的，因為它代表了受苦、逼迫、危險。後來直到第二世紀才

開始稱信徒為「基督徒」，並且逐漸由綽號變成正式的名稱，由

不受歡迎的罪名，成為榮耀無比的稱謂。 

讓我們重新認識『基督徒』這個名稱： 

（一） 『基督徒』的字意――『基督徒』一詞的原文字尾 iani 表示

屬於 xx 幫；例如當時猶太人稱呼羅馬皇帝的走狗作

Caesariani，意思是屬於該撒幫(黨)。而『基督徒』正是安

提阿的外邦人給信奉基督的人所起的綽號，因為這些人常講

論基督，於是稱他們為『基督徒』，意思是與基督一夥或一

黨的人。起初這個名稱可能含有嘲諷的成分，但無論如何，

對「屬基督的人」而言，這是恰當不過的稱呼了。 

（二） 『基督徒』的意義――『基督徒』不是指基督的門徒，乃是

指『基督人』或『基督族』；表明那些跟隨基督，屬基督的

人。這原是一個輕蔑的綽號，但由千萬歷代的聖徒，用自己

的生命和鮮血堆砌而成的的稱謂，如今這個名稱，已成為信

徒榮耀的標誌。因此，『基督徒』真正的意思是一個願意跟

隨基督的門徒，一個屬於基督的人，一個獻身、委身、投身

在福音事工上的人 

（三） 『基督徒』的含意―― 

（1） 『基督』這名乃是超乎萬名之上的名(腓二 9)，因此能與基

督這名沾上關係乃是無上的光榮； 

（2） 『基督徒』表明自己是屬於基督的，基督乃是萬主之主，一

切信徒都樂意向祂奉獻所有； 

（3） 『基督徒』這名表明裏面充滿基督，外面彰顯基督的人； 

（4） 『基督徒』不但口裏稱呼基督，並且行事以基督的心意為心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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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mmary494.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Wherever%20He%20Leads%20I'll%20Go.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knowing%20jesus.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51.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ill%20Me%20Now.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christian%20hea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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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拿】蒙受恩典的母親 
壹 哈拿是誰 

一 是以法蓮人以利加拿的妻子——撒上一 1~2 

二 是撒母耳的母親——一 20 

貳 哈拿的環境 

一丈夫愛她——一 5 

以利加拿有兩妻，一名哈拿，一名毗尼拿。每逢獻祭的日子，

以利加拿將祭肉分給他的妻毗尼拿，和毗尼拿所生的儿女，給

哈拿的卻是雙分，因為他愛哈拿。 

二丈夫的另一個妻子常激動她——一 6~7，11 

毗尼拿見哈拿不生育，就作她的對頭，大大激動，要使她生

气，以致她哭泣不吃飯。她向耶和華許愿說：“万軍之耶和華

阿，你若垂顧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賜我一個儿子，我

必使他終身歸与耶和華，不用剃頭刀剃他的頭。” 

三 后向神求來撒母耳——一 20 

耶和華顧念哈拿，哈拿怀孕，日期滿足生了一個儿子，給他起

名叫撒母耳，說，這是我從耶和華那里求來的。 

四 后來又生了三個儿子，兩個女儿——二 21 

三 哈拿對神 

一  每年跟隨丈夫去示羅祭祀耶和華——一 3~5，二 19 

以利加拿每年從本城上到示羅，敬拜祭祀万軍之耶和華，兩個

妻子都和他一同上去。當哈拿生了撒母耳，在家里乳養儿子時

沒有上去。等孩子斷了奶，哈拿就把他帶上示羅，領孩子到祭

司以利面前，將孩子歸与耶和華，而且是終身歸与耶和華。以

利加拿全家回家去了，那孩子就在以利面前事奉耶和華。從那

以后，哈拿每年仍是同著丈夫上示羅祭祀耶和華，同時也每年

作一件小外袍帶去給他。 

二  將心中的愁苦向神傾吐——一 10，15 

她心里愁苦時，就痛痛哭泣，祈禱耶和華。因她知道只有神能

听見她的愁苦，所以向神傾心吐意。 

三 祈禱耶和華——一 10，12~13，16，二 1~10 

哈拿祈禱耶和華，在耶和華面前不住的禱告，由于只動嘴唇，

不出聲音，以致祭司以利以為她喝醉了。她一直祈求到以利對

她說，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因為這對她是一件大事，只有

不住的禱告，祈求到主垂听。而當撒母耳斷了奶，她把他領到

以利面前，將他終身歸与耶和華時，她又禱告頌贊耶和華。 

四 信神的話——一 18 

當祭司以利對她說：“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

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她相信神的話是永不落空的，就向以利

說：“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回去吃飯，面上再不帶愁

容了。 

五  認識神的主權——二 6~8 

她向神禱告并頌贊說：“耶和華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陰

間，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貧窮，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

使人高貴；他從灰塵里抬舉貧寒人，從糞堆中提拔窮乏人。” 

六  還向神所許的愿，并敬拜耶和華——一 28，二 11，三 20，

七 15，十一 15，十六 1，12~13 

孩子既斷了奶，她就把孩子帶上示羅，領到以利面前，將孩 

子終身歸与耶和華，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華。以利加拿帶哈拿

往拉瑪回家去了。那孩子就留在祭司以利面前事奉耶和華。以

后耶和華立撒母耳為先知，撒母耳平生也作以色列的士師，眾

百姓隨撒母耳往吉甲去，在耶和華面前立掃羅為王。但因掃羅

違背了耶和華的命令，耶和華后悔立他為王。耶和華又差遣撒

母耳到伯利恒人耶西那里，豫定了一個最小的儿子大衛作王，

并且也膏了他。 

【我若有一個兒子】——一個母親的心願 
我若有一個兒子，我要他正直高大如棕櫚樹，只在幫助朋友時俯

身，在原則上永不遷就妥協。 

我要從他出世的策一天開始，就教遵他成為上帝的朋友，好讓他

可以自然快樂地與上帝交談，我不會將教導他靈性的工作委諸別

人，也不會擱延，靈性的饑餓會殺害心靈。 

我會要我的兒子以同情心愛他的同胞，永遠以溫柔對待兒童及老

年人，因為兒童會遭受許多傷害及情感上的創傷；老年人則曾忍

受過各種苦難。他們都需要人以仁慈對待。 

我會向我的兒子說明忍耐的優點。忍耐的人就甚麼都得著了。這

句話雖或有些誇張，但是凡等候耶和華的必不致失望。上帝會賜

力量攀登挑戰的高山，但卻不是人所誇大的小丘。 

我會鼓勵他培植那會提拔人的嗜好，並用積極的行動向我的兒子

表明，一項創造性的嗜好何等有益。我會盼望他喜歡讀書，擅於

文詞。一個人雖然獨處，若是有書籍那樣愉快的伴侶，何會寂

寞！我的兒子要用他自己的言詞建造他自己的高塔，隨自己的意

思寫作，他能運用想像力，會見國王、奴隸、名人、或創造他自

己的人物。他會往文學中從事頭腦戰爭，用準確的言詞殺死競爭

的巨人，他永遠記得，他說過的，永無法收回，正像他不能回到

一個他從未到過的地方一樣。 

我的兒子會學到，無論他已獲得如何高深的教育，無論他已攀登

到何等高的梯級，總還有人比他更高。我願求上帝讓他在他可以

優於他人的領域內獲得誇獎，不將他在地上的短暫時間浪費在抗

議上。他掃地掃得乾淨為人所紀念，也勝於人想到他在抗議中的

喊聲。總之，他若非使用榔頭不可，就讓他建造吧。 

我會像耶穌一樣，邀請我的兒子『來……到曠野地方去歇一

歇。』花時問到野外大自然去。許多岩石乃是美麗的珍寶。我們

在享受孤獨寂靜時，就會去尋找它們。並非他可以尋得絕對的靜

寂．因為大自然中仍充滿了聲音。栗鼠在爭吵、琢木鳥在拍發電

報、溪水在嘮嘮叨叨。但是，不知怎麼，這些聲音會洗淨疲憊心

靈的一切皺紋，這樣，我的兒子，就能再回到文明中面對忙碌的

生活。 

我會警告我的兒子，要慎誡世俗的欲望。盼望他不要為獲得那些

轉眼即逝約滿足，浪費他的精力。 

願我的兒子若能學會許多種外國語言，能用各種語言表達自已，

並總是對人講到耶穌，其樂必無窮。 

最後，我要強調說，一個空虛的心靈，一個經常需要外來娛樂款

待的心靈，正是在宣傳自己心靈破產。正像嬰兒完全要靠賴別人

為他準備食物一樣，那無助的心靈，若被剝奪了心靈的奶瓶，就

必餓死。 

我願我的兒子因用思想腦中磨起繭來，但卻永遠保持一顆柔軟的

心。── 佚名《喻道小品》 

※ 養育下一代是人生最大的責任。也是最大的特權。─ C. Koop  
※ 不要對你的孩子太失望。你在施恩座前流淚最多的孩子，可能

給你最大的喜樂。─ Cuyl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