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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8/3~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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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任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8:30～9:30 PM   高春華姊妹家 

Woodbridge 愛筵交通聚會 週六晚上 6:30～9:30 PM  杨震宇弟兄家 

 

 

 

 
八月三日 

讀經 徒二十七 27～44；傳遞祝福 

鑰節 因我所屬、所事奉的神，祂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邊，說：

『保羅，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該撒面前；並且與你同船的

人，神都賜給你了。』所以眾位可以放心，我信神祂怎樣對

我說，事情也要怎樣成就。 (徒二十七 23～25) 

禱告 親愛主，袮因保羅的緣故保守與他同船的人；幫助我們也學

會在各樣的景況中，成為別人蒙福的關鍵。 

詩歌 神阿，袮名何等廣大泱漭～churchinmarlboro 

八月四日 

讀經 徒二十八；沒有人禁止 

鑰節 保羅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裏，住了足足兩年。凡來見他的人，

他全都接待。放膽傳講神國的道，將主耶穌基督的事教導

人，並沒有人禁止。 (徒二十八 30～31) 

禱告 親愛主，感謝袮揀選及使用保羅，成為袮的見證人。我們亦

願意獻上自己的一生被袮使用，甘心聽從袮的差遣，延續使

徒行傳。 

詩歌 求主給我一顆心～churchinmarlboro  

八月五日 

讀經 羅一；神的福音 

鑰節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致

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羅一 16上～17) 

禱告 神啊，開啟我們，真正認識袮福音的大能，更放膽去傳揚！ 

詩歌 我愛傳講主福音～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六日 

讀經 羅二；神的恩慈 

鑰節 還是你藐視祂豐富的恩慈、寬容、忍耐，不曉得祂的恩慈是

領你悔改呢？ (羅二 4) 

禱告 感謝神，因袮豐富的恩慈、寬容、忍耐和赦免，我才不至於

被定罪。 

詩歌 憐憫，慈愛～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七日 

讀經 羅三；稱義根據 

鑰節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

顯明神的義； (羅三 25 上) 

禱告 神啊，感謝袮所預備奇妙的救恩，我們竟能靠主的寶血，

憑信來親近袮。 

詩歌 何等奇妙的救主～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八日 

讀經 羅四；信心根據 

鑰節 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神。 

(羅四 17上) 

禱告 神啊，賜我活潑的信心，碓信並經歷你這叫死人復活、使

無變有的神。 

詩歌 信靠耶穌何其甘甜～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九日 

讀經 羅五；恩典作王 

鑰節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樣，恩典也藉著義作王，叫人因我

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羅五 21) 

禱告 主啊，感謝你，我今日成了蒙恩稱義的人，全是你的恩

典。每天的生活中，教導我讓生命在我身上作王。 

詩歌 信的故事～ churchinmarlboro.org  

【本週聖經鑰句】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為

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如經

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羅一 16上～17) ――「福音」

在保羅的書信內，此字共計用了 60次之多，而本書共計用了 12

次。這個字在希臘文裡 euangelion（gospel)，是由 eu 和 angelia 這

兩個字組成的。Eu（good)就是「好」，angelia（message)就是「信

息」。所以「福音」這個字的意思就是關於神方面的「好信息」。在

原文的格式內，此字是單數，表明神獨一的「福音」。 

在第一章保羅形容福音是「神的福音」(1 節)，乃是指「福音」的

源頭是神；內容是關乎神的。「福音」原是神所應許的(2 節) ，因

此「福音」是眾先知預言的應驗(創三 15；廿二 18；加三 16；提後

一 9；多一 2)。「神的福音」：(1)是因神的愛而發起(7節)；(2)是

照神的旨意而安排與成就(10 節)；(3)並且是神的大能(16 節)，而

能夠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使神的義得著彰顯，使人必因信得生。 

「神的福音」叫保羅成為傳揚福音的器皿：(1)他甘心樂意的作

「耶穌基督的奴僕」(1節原文)，所以生活工作乃是完全是照主的

心意，為著主的權益；(2)他「奉召為使徒」(1，5 節)，是因被神

所呼召、被神所差遣，而盡傳福音的職份和託付；(3)他「特派傳

神的福音」(1 節) ，因凡他所作的，都是為著福音的緣故，使別人

也能同得這福音的好處(林前九 23)；(4)他因「受了恩典」(5節原

文) ，就一心一意讓人「信服真道」，使人求告主的名(羅十 13)，

尊主的名為聖(彼前三 15)，並歸入主的名下。保羅的生活是一個傳

福音的生活：(1)他以「萬國」的人為對象(5節)，見證神的福音；

(2)他「在靈裡…事奉」(9節原文)，而活在靈裡，並在靈的新樣

裡，勞苦的拓展福音；(3)他熱切「禱告」，尋求「神的旨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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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sore%20my%20heart.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9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2077.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75.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rust%20In%20Jesus.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stody%20of%20believ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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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節)，為著讓神的福音得以推廣和傳揚出去；(4)他要「得些果

子」(13節) ，所以不因環境的攔阻，而放棄傳福音，領人歸主；

(5)他對人有「欠…債」的感覺(14節) ，乃是在傳福音的事上，

認定自己應盡本分，如同還債的人；(6)他「情願」、「盡力」而為

(15節) ，所以全人甘心樂意地為福音擺上，毫不顧惜和保留；(7)

他「不以福音為恥」(16節)， 因著福音榮耀的內容（提前一

11），所以他就不在意别人的鄙視、譏誚、反對和抵擋。 

【《羅馬書》的影響力】在教會歷史上，《羅馬書》是聖經中最有

影響力的一卷書。此書的重要性可從多位重要人物的傳記中得知，

《羅馬書》是如何激動他們對神的積極信心，因而在個人生活中經

歷了屬靈的復興。現今這封書信仍然能藉著人相信福音，享受基

督，因而經歷生命的改變。 

馬丁路德明白神的義和「義人必因信得生」(羅一 17) 的意思後，

說: 「以往，神的義一語就好像閃電雷轟般擊打我的心。因為在教

庭裏當我讀到『耶和華啊……求你……憑你的公義搭救我』，我只

想到這義是指神可怕的忿怒，是神用來刑罰罪的。當我讀到「神的

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時，我便深深痛恨保羅。但後來，當我

看見經節怎樣繼續寫下去：「義人必因信得生」。我參考聖奧古士

丁的註釋後，就快樂起來，因為我明白了神的義其實是祂的憐憫，

藉此祂看我們為義，也保守我們繼續為義。我因此得著了安慰。」

主後 1520年，路德作了三篇劃時代的論文，一千多年的教會黑暗

時期便告結束，而教會歷史的新時期開幕了！ 

「《羅馬書》是新約主要的一卷書…值得我們每一個基督徒用心逐

字逐句的去研讀。」──馬丁路德 

【抹大拉的馬利亞】 
經文：馬可福音十六章七至十一節；約翰福音廿章十一至十八節 

復活節在北美洲最能使人感到生命的能力，因北美寒冷冰雪的日子

又多又長，不但談雪色變，而且長久悶在密不通風的屋子裏，令人

十分厭倦。但復活節的淩晨，總看見枯樹上已吐出了嫩芽，春天已

悄悄來到，嚴冬再也不能禁閉生命的茁長了。正如第一個復活節，

生命之主從死裏復活了，地大震動，墓石輥開，再堅牢的外殼也不

能不裂碎。生命的光輝從那救恩的晨曦直照到今日！ 

與復活節最有密切關系，最值得我們思想學習的姊妹，莫過於抹大

拉的馬利亞。聖經提及她的名字有十五次之多，六次單獨提她，九

次與其他婦人同提，但都以她為首。她在新約聖經婦女中的地位，

有如彼得在門徒中的地位，顯然極其重要。 

一   愛心追隨 

抹大拉的馬利亞是從加利利跟隨主的。聖經一再提到：主曾從她身

上趕出七個鬼。雖然聖經沒有直接記述這個神跡的經過，但從一再

提到，可見這個神跡是盡人皆知的。認識她的人都聽過她的見證，

一提起她就想到主提出七個鬼的神跡。她自己更加想念主恩，永志

不忘。因從前被七個不同的鬼附身，受盡折磨，苦痛難當，現在蒙

主醫治，得到自由釋放，怎能不永遠追隨主後？她和別的婦女以財

物供給主和他門徒，並服事他們。主原是富足的，因我成為貧窮；

我豈能不以可朽壞的財物，供給主的需要？ 

等到主被捉拿，門徒都四散逃走時，這些可愛的姊妹仍然緊緊跟隨

主後。從十字架到墳墓，她們一步步守著，不能挨近，也遠遠的觀

看，對著墳墓坐著。安息日一過，又買了香膏，在黎明的時候就去

墳墓那裏，要再膏他。她們的愛比門徒更深切。她們忘記自己的利

益，不看主的死為自己美夢的破碎；好忘記自己的安全，毫無顧忌 

地去看安放主的地方。誠如雅歌的詩句：愛情如死之堅強，眾水不

能息滅，大水好不能淹沒。愛就是勇氣，就是力量。 

二   信心增長 

從約翰福音廿章的記載，我們可以看見她的信心一步步的增長。正

如馬可福音八章記載伯賽大的瞎子一樣，第一次他抬頭一看，見人

好像樹木一樣走動；第二次再定睛一看就復原了，樣樣都看得清楚

了。主一次次的按手，慢慢引領他；現在主也慢慢引領抹大拉的馬

利亞，使她信心一步步增長。 

起初，抹大拉的馬利亞看見石頭從墳墓挪開了，就肯定有人把主的

身體好挪走了，趕快跑去告訴彼得和約翰。彼得約翰來證實了墳墓

是空的，就回去了，馬利亞卻仍在墓外哭。哭的時候，低頭往墓裏

看，看見兩個天使，還不覺醒主是復活了，卻回答天使說：我哭，

因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不知道放在那裏。後來看見主自己，仍淚

眼模糊地以為是管園的，又要求說：若是你把他移去了，請告訴

我，我好去取他。 

馬利亞要的只是主的屍體，她好用傳統的方法去膏抹。像門徒一

樣，看見空墳墓仍記不起主說過要復活的話。代表今日的基督徒，

只要肉眼可見的儀式和外表，並不思想神的話語，不明白主的心 

意。這種人怎麼會快樂呢？他們也只是像馬利亞一樣，終日愁眉苦

臉。主親自對他們說話，他們都誤以為是別人；因為他們太專心自

己的要求，不虛心靜聽主的聲音。 

主終於憐憫馬利亞，直呼其名：馬利亞！想必主當日給她身上趕出

七個鬼時，也曾如此呼喚；就像主呼喚拉撒路從墳墓裏出來一樣。

馬利亞！出來吧！從你的懮傷，眼淚，困難中出來！仰望你的復活

主！到底羊認識牧人的聲音，馬利亞就轉過身來，用希伯來話對他

說：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主人的意思，是一個尊稱。她這一

轉身，真是轉懮為喜，轉弱為強。主復活了！何必再管細麻布，香

膏，墓石這一套！我們的主是活的，認定這位復活的主，才有喜

樂，才有光明！ 

馬利亞情不自禁，想上前摸主，或者想抱主的腳拜他。可是主禁止

她說：不要摸我。以後對不信的多馬，主竟自動說：伸過你的指頭

來，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但對愛心追隨的馬

利亞，主要給他更高的信心訓練，要她不再以感情，不再憑眼見，

乃專用信心仰望主。誠如保羅所說：我們雖然憑著外貌認過基督，

如今卻不再這樣認他。（林後五 16） 

三   遵令急傳 

接著，主給了馬利亞一個尊貴的職份，一個讓人羡慕的使命：叫她

去傳復活的信息，給她做使徒中的使徒。她是第一個復活的信息的

人，何等可貴！她一早已經傳了空墳墓的信息，現在她去傳復活主

的信息；空墳墓只帶來疑慮，復活主才帶來喜悅。 

我們看初期教會，使徒所傳的道都以復活主為主題。如果主沒有復

活，我們所信的是枉然，他們所傳的也枉然。惟有主復活了，才給

門徒勇氣和能力，去傳播福音。他們受監禁，迫害，死刑，就是為

了作“主復活”的見證。今日有許多人相信主的教訓，卻不相信他

的復活。真可憐！主若沒有復活，他跟我們有甚麼分別呢？我們又

何必相信兩千年前的古人？惟有他復活了，而且今日仍然活著，他

纔能做我們的救主，纔能每日引導我們。 

馬利亞遵主的命令，急急去告訴門徒她看見主的情形，並主對她說

的話語，她就成了有福的福音使者。今日全世界更加需要復活主的

信息，因這位復活主久不要再來，審判世界。我們當如何學這位姊

妹的榜樣，快快出去，傳揚主交托給我們的大使命！──史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