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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 年 1/1~1/7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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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勇弟兄家 

姊妹交通聚會 

 

週六下午 4:00-9:00 PM 

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一) 本週 1 月 7 日(週六)下午 4:00-9:30 PM 有姊妹交通聚會。請邀

請姊妹參加。地點: 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二) 下週 1 月 14 日(週六) 晚上 7:30 PM-9:30 PM) 兒童老師培訓聚

會。請服事者參加。地點: 翁愉心姊妹家。 

(三) 2 月 5 日主日早上詩歌見證聚會，請全體出席、參與服事及留

意教會各方面安排。 

 

 

 

 
 

 

 

【2012 年全教會行事曆】 
月 日 時間 項目 

1 1 主日上午 10:45- 12:15 感恩見證聚會  

1 7 週六下午 4:00 - -9:30 姊妹交通聚會 

1 8 主日上午 10:45- 12:15 全教會特別交通聚會 

1 14 週六晚上 7:30-9:30 兒童老師培訓聚會 

2 5 主日上午 10:45- 12:15 福音詩歌見證聚會 

2 11 週六晚上 6:30-9:30 福音愛筵聚會 

2 18 週六晚上 7:30-9:30 兒童老師培訓聚會 

3 10 週六晚上 6:30-9:30 愛筵特別交通聚會 

3 17 週六晚上 7:30-9:30 兒童老師培訓聚會 

4 7 週六晚上 6:30-9:30 福音愛筵聚會 

4 14 週六晚上 7:30-9:30 兒童老師培訓聚會 

5 12 週六晚上 6:30-9:30 福音營交通聚會 

5 26~28 週六晚上/週一上午 福音營 

6 16 週六晚上 6:30-9:30 愛筵特別交通聚會 

6 24 主日下午 1:30-3:30 兒童服事交通聚會 

7 4 主日上午 11 下午 3  烤肉相調活動 

8 26 主日上午 11 下午 3  全教會烤肉相調活動 

9 10 週六晚上 6:30-9:30 愛筵特別交通聚會 

9 16 主日下午 1:30-3:30 兒童服事交通聚會 

10 13 週六晚上 6:30-9:30 福音愛筵聚會 

11 24~25 週六晚上/主日上午 感恩節特別聚會  

12 15 主日下午 1:30-3:30 兒童服事交通聚會 

12 23 主日上午 10:45- 12:15 年終感恩見證聚會  

【家訊信息】讓我們重起首 
 時光飛逝，轉眼又是新的一年。創世記一章告訴我們，起初神

創造天地，「神說：天上要有光體，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

令、日子、年歲，並要發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這樣成

了。於是神造了兩個大光，大的管晝，小的管夜，又造眾星，就

把這些光擺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晝夜，分別明暗。神看

著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創一 14-19) 年日是 

神所定的，一天過一天，一年過一年，新的一年對我們有何意

義？  

珍惜時光 為主而活 

 為著過往一年主的恩典和保守，我們要獻上感謝讚美，不可忘

記他的一切恩惠。在二○一二年，我們要繼續靠著主恩典，感謝過

每天，同時將新的一年交託給主，接受主帶領，跟隨主腳蹤。  

 此外，我們要有摩西的禱告：「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

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詩九十 12)人的年日窄如手掌(詩

卅九 5)，轉瞬即逝，試問我們在神面前有多少日子是算得數、蒙記

念的？求神賜給我們智慧的心，看見人生短暫，更要珍惜時光，不

要空白過去！在有生之年，我們都要為主而活，這才是有價值的人

生。  

預備主來 得著獎賞 

 二○一一年是動盪不安的一年，自然災禍、政局不穩、金融危

機…影響全球各國。踏入二○一二年，情況只會越來越差，信徒當

如何自處？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

禱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

永生。」(猶 20-21) 對基督徒來說，有四樣事物是不可少的：真

道、禱告、神的愛、主的憐憫。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就當脫

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兵器，天天讀經、禱告，常在神的愛中，

一直仰望主的憐憫，好使我們不失腳，那日能夠無瑕無疵、歡歡喜

喜站在主面前(猶 24)。  

 新的一年，新的開始。「讓我們重起首，奔前路，齊趕快，與

年歲同更始，常努力不停頓，直到主回來。」願那日我們都能蒙主

稱讚、得主獎賞：「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我要把許多事

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現在我們用信心看神，

模糊不清，將來我們要與神面對面，親眼看見神，到那日，我們是

哀哭的人呢？還是歡喜快樂見主面的人？－－香港教會家訊 

【詩歌欣賞】讓我們重起首 
讓我們重起首，奔前路，齊趕快，與年歲同更始， 

常努力不停頓，直等到主回來； 

心專一樂遵從祂旨意、祂領率，千而萬進不止， 

藉愛心的工作和盼望的忍耐，藉愛心的工作和盼望的忍耐。 

這首詩(聖徒詩歌第 714 首)直到今天在基督教中仍然很有名。在

歲末年初時，我們稱之為“儆醒夜”，不知不覺一年又過去了，教

會常在這時有聚會，筆者在以往逢歲末年初也有聚會，藉著通宵

禱告告別去年，為事奉上多少虧欠認罪，為要來這一年獻上自

己，盼望這一年我們能更忠誠更殷勤遵行神的旨意。他們那時也

有這良好習慣，所以查理衛斯理寫一首詩應付教會的需要。 

【瑪波羅教會每日讀經】 
親愛的聖徒，平安! 

2012 年，我們將重新整理過去四年所寫的「每日默想」──舊約

一年一遍和「每日嗎哪」──新約一年一遍，幫助你天天讀經、禱

告、唱詩，將基督的話，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裏(西三 16)。更盼藉著

「每日讀經」，你能從主得著祂豐富的恩典，而且靠著祂的話，使

你日日更新，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作工得安息。 

願我們在每一卷書裏，在每一頁的字里行間，都能看見祂的榮

容，都能聽見祂慈愛的聲音，以致使我們更親近祂、更信祂、更愛

祂、更事奉祂。因此，新的一年，新的開始，讓我們重起首，存著

尋求基督的心再來，研讀一本奇妙的「書」──聖經；認識一位奇

妙的「人」──耶穌基督。 

【禱告事項】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兒童服事禱告。 

◆ 為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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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讀經」的特點是︰ 

一. 「讀經」幫助你「天天考查聖經」(使十七 11)，今年將整本聖

經逐章逐節讀完一遍。 

二. 「重點」幫助你提綱挈领地領會每日讀經的中心思想。 

三. 「鑰節」幫助你把新約主要的經節藏在心裏(西三 16) ，一天至

少背一節。  

四. 「默想」幫助你思想主的話(詩一 2) ，學習讓聖經的思想成為你

的思想。 

五. 「禱告」幫助你打開心扉，將祂的話化成禱告，進入與祂親密

的交通裏。 

六. 「詩歌」幫助你在聖靈的感動中，讚美稱頌神。 

請弟兄姊妹在禱告中記念我們的文字服事，並為我們代禱。―宇 

【本週新約讀經】天天讀經、背經、禱告、唱詩 

一月一日 

讀經 馬太一――王的家譜(太一) 。 

鑰節 「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必

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翻

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太一 22~23） 

禱告 親愛的主，我何等願意每時每刻都享受祢的同在，因祢的同

在是何等的寶貴，祢的幫助又是何等的應時！ 

詩歌 Emmanuel(以馬內利) – YouTube 

一月二日 

讀經 馬太二――耶穌基督的幼年與成長 

鑰節 「他們看見那星，就大大地歡喜，進了房子，看見小孩子和

祂母親馬利亞，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開寶盒，拿黃金、乳

香、沒藥為禮物獻給祂。」(太二: 10~11) 

禱告 親愛的主，當我聽見你柔聲地說： 「為你我捨這些，為我你

捨何情？」願我的心也能回應說：「主！你得著我一生，使

它歸你成為聖。」(《聖徒詩歌》313 首) 

詩歌 主！你得著我一生 - 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三日 

讀經 馬太三――宣告天國近了 

鑰節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馬太三 2) 

禱告 親愛的主，我願讓祢的王權全然掌權于我的心，因著我將心

思時時轉向祢，而天天經歷天國的實際。 

詩歌 轉，轉，我轉向主(演奏曲) - YouTube  

一月四日 

讀經 馬太四――勝過試探的主 

鑰節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太四 4) 

禱告 主耶穌，我願天天支取享用祢的話，讓每天的抉擇，都受祢

的話引領。 

詩歌 你的話- YouTube 

一月五日 

讀經 馬太五：1-20――天國之福 

鑰節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太五 3) 

禱告 親愛的主，賜我天國子民的品格，而活出天國的實際。我願

天天轉向、尋求、親近祢，竭力不斷的追求屬天福氣。 

詩歌 主我願單屬於你- YouTube 

一月六日 

讀經 馬太五：21~48――天國子民的新律法 

鑰節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太五 48) 

禱告 親愛的主，憑著我天然的生命，絕不能胜過文士和法利賽人

的義。求祢使我在一切人際關系上，順從祢的生命活，使我

能活得像天父一樣完全。 

詩歌 哦,我要像你_在线视频观看_土豆网视频赞美诗歌 

一月七日 

讀經 馬太六――信心的生活 

鑰節 「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

一天當就夠了。」(太六 34)「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

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六 33) 

禱告 親愛的主，幫助我從屬地的懮慮中釋放出來，每天先求『你

的國和你的義』 ，讓祢在我的生命中居首位。 

詩歌 先求神的国- YouTube 

【心靈加油站】聖誕訪客 

在馬賽城的一間小鞋店內，有一個手藝精巧的鞋匠馬丁。他的太

太很早就過世，留給他的一個小男孩也得病死了。馬丁受到的打擊

太大了，以致於整個人非常消沉，一天到晚抱個酒瓶喝酒，也不再

好好做鞋子。 

有一天，馬丁的一位老朋友路過，勸告馬丁，要他每一天讀一點

聖經，保證他的生活會重現光明與希望。 

馬丁照這朋友的建議去做，每天睡覺以前，就拿出福音書來唸一

小段。他發現這真是滿有意思的一件事。慢慢地，馬丁的生活有了

些轉變，他不再酗酒，基督的福音也重燃他對生命的新希望。 

聖誕節前夕，馬丁望著窗外的皚皚白雪，心想：「假如明天是第一

個聖誕，耶穌誕生在馬賽城裡，我將送給祂一雙精美的小皮鞋。」

說著便從鞋架上取了一雙小皮鞋，仔細地擦拭灰塵，隨後又喃喃自

語 ：「我真傻，主耶穌怎麼會要我的小禮物？」 

馬丁熄了燈就寢，在睡意正濃時，清楚聽到耶穌對他說：「馬丁，

你很想見我嗎？明天我會到你的鞋店拜訪你。」 

馬丁一早起來，真的相信耶穌要來拜訪。他把店裡上下打掃乾

淨，烤了些麵包，煮了熱咖啡，預備迎接萬王之王耶穌。 

上午耶穌沒來，卻有一個可憐的清道夫手拿掃把，在寒風中凍僵

了身子。馬丁熱誠地招呼他進屋烤火，吃些熱麵包、喝杯熱咖啡，

暖暖身子。 

下午耶穌仍未出現。窗外又來一個窮寡婦，背著一個小孩。婦人

面色蒼白，小孩也凍得小臉通紅。馬丁邀請他們進來，招待他們飲

食和熱水，贈送他們衣物，並把那雙準備送給耶穌的小皮鞋，穿在

小孩腳上，做為聖誕禮物。  

那晚馬丁就寢前，耶穌仍未來訪。「啊！那只是一個夢。」馬丁自

言自語地入睡。 

就在似睡似醒時，鞋店的櫥窗忽然閃亮起來，玻璃窗上顯現出清

道夫、窮寡婦和小孩的臉龐。他們微笑地說：「馬丁，我已經來拜

訪過你了。」  

朦朧中，耶穌仁慈地對馬丁說：「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

子的，就是接待我。因為我餓了，你給我吃；我渴了，你給我喝；

我作客旅，你留我住。我實在告訴你，這些事你既做在我這弟兄中

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 25:35-40)  

這時候，馬丁心裡面洋溢著一股未曾有過的平安與喜樂！  

http://www.youtube.com/watch?v=6hZyvnJn-R4
http://www.google.com/url?sa=t&rct=j&q=%E4%B8%BB%EF%BC%81%E4%BD%A0%E5%BE%97%E8%91%97%E6%88%91%E4%B8%80%E7%94%9F%EF%BC%81&source=web&cd=1&ved=0CB0QFjAA&url=http%3A%2F%2Fwww.churchinmarlboro.org%2Fhymns%2FTake%2520My%2520life.htm&ei=f3D_TsWpM-Ly0gGmm-XiBg&usg=AFQjCNGWrytzgbeKVil9J2ytvdTcn1hnow
http://www.google.com/url?sa=t&rct=j&q=%E8%BD%89%EF%BC%8C%E8%BD%89%EF%BC%8C%E6%88%91%E8%BD%89%E5%90%91%E4%BD%A0&source=video&cd=1&ved=0CDcQtwIwAA&url=http%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PKWX1sgGW0s&ei=4XD_TprEBMHm0QGPna3MAg&usg=AFQjCNFeegrAyy0jDbQrjWyf8f80HrFh_Q
http://www.google.com/url?sa=t&rct=j&q=%E4%BD%A0%E7%9A%84%E8%A9%B1&source=video&cd=1&ved=0CDcQtwIwAA&url=http%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hcISHg49bAo&ei=JHH_Tsm-Ksjc0QGInMCxAg&usg=AFQjCNFdZ2FyAKrSJdpXXlAIKYWiVAQevA
http://www.google.com/url?sa=t&rct=j&q=%E5%93%A6%EF%BC%8C%E6%88%91%E8%A6%81%E5%83%8F%E4%BD%A0&source=video&cd=1&ved=0CDcQtwIwAA&url=http%3A%2F%2Fwww.tudou.com%2Fprograms%2Fview%2FnTnbC8E-Koo%2F&ei=FHX_Ttv-BsT00gHHu-m0Ag&usg=AFQjCNG3NwIRX8BATSeJ5NdfzHa7YMLZbQ
http://www.google.com/url?sa=t&rct=j&q=%E5%93%A6%EF%BC%8C%E6%88%91%E8%A6%81%E5%83%8F%E4%BD%A0&source=video&cd=1&ved=0CDcQtwIwAA&url=http%3A%2F%2Fwww.tudou.com%2Fprograms%2Fview%2FnTnbC8E-Koo%2F&ei=FHX_Ttv-BsT00gHHu-m0Ag&usg=AFQjCNG3NwIRX8BATSeJ5NdfzHa7YMLZbQ
http://www.google.com/url?sa=t&rct=j&q=11.%E5%85%88%E6%B1%82%E7%A5%9E%E7%9A%84%E5%9B%BD%20&source=video&cd=1&ved=0CDgQtwIwAA&url=http%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9OlXdcaeRTM&ei=yHX_TrnyNonn0QGHtMy7Ag&usg=AFQjCNEPKNed6Ai-TlwWPzv-NAj0EHkYs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