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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 年 12/23~2013 年 1/5 
主日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感恩見證聚會               10:50-12:15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陈宪明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王麗斌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3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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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三十日   

讀經 玛一至二；启二十一 

鑰節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

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啟廿一 10） 

禱告 主啊！當我每想到撒冷，我就切切想要看見你的容顏；我心

盼望我能早日被提升，好使我能早日倚傍你身邊！ 

詩歌 哦，主，撒冷是你所建設- YouTube  

十二月三十一日   

讀經 玛三至四；启二十二 

鑰節 「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阿，

我願祢來！」（啟廿二 20） 

禱告 主啊，祢必再來，求祢快來，我願祢來！ 

詩歌 讓我們重起首- 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一日 

讀經 創一～二；起初神創造天地。 

鑰節 【創一 1】「起初神創造天地。」 

禱告 親愛的天父，感謝祢創造了天地萬物。唯有祢才是宇宙萬有

的來源和意義，離了祢，我們的生命便失去了意義，我們的

生活也會變得毫無目的。 

詩歌 這是天父世界- 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二日 

讀經 創三～五；人的堕落。 

鑰節 【創三 9】「耶和華神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那裏？」 

禱告 感謝神，我的犯罪和退後，未曾叫祢放棄我，祢仍來尋找

我、呼喚我，帶我重回祢的懷抱！ 

詩歌 祂來尋覓，滿了柔情- 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三日 

讀經 創六~八；挪亞造方舟。 

鑰節 【創六 8】「惟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 

禱告 親愛的天父，願我們家中沒有一個人在祢憐憫之門關上時被

摒棄於外。求祢的恩典引領更多人進入平安的方舟。 

詩歌 速興起傳福音- 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四日 

讀經 創九～十；挪亞出方舟之後。 

鑰節 【創九 16】「虹必現在雲彩中，我看見，就要記念我與地

上各樣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約。」 

禱告 感謝神，祢與人類立了永約，祢是信實、不背約的神。無論

我的心靈是多麼的痛苦、憂傷，一想到祢已立約，自然就得

安慰，因祢的應許在基督裏，都是阿們，都是是的。 

詩歌 彩虹下的约定- YouTube 

一月五日 

讀經 創十一～十三；亞伯拉罕蒙召。 

鑰節 【創十三 18】「亞伯蘭就搬了帳棚，來到希伯崙幔利的橡

樹那裏居住，在那裏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 

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願過「帳棚」和「築壇」的生活，享受祢的

同在與賜福；在地上過以祢為滿足的生活。 

詩歌 亞伯拉罕的神- YouTube 

一月六日 

讀經 創十四～十六；亞伯拉罕的得勝與失敗。 

鑰節 【創十五 6】「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 

禱告 親愛的天父，教導我相信祢的應許必要成就；使我順服祢所

命定的旨意；我願在祢的同在中，忍耐等候祢的作為，因祢

能將我所不能的都变成能的。 

詩歌 信而順從- churchinmarlboro.org  

【為什麼要一年讀完一遍聖經？】 
 聖經的啟示是漸進的，任何人要明白神對人的啟示，祂與人的

關係，祂拯救的計劃，和人類的歷史，必須養成讀經的習慣。 

 認識神的全能、基督的恩典、聖靈的奇妙是基督徒一生必學的

功課！藉著讀經，讓我們建立與祂更深、更親密的關係。  

 聖經是一面鏡子，讓我們看到其中人物的生活和他們的結局。

讀聖經中的人物和生平事蹟，一方面幫助我們看見神如何揀神

、帶領和對付他們的方式和經過；另一方面也認識他們蒙神賜

福的原因，因此鼓勵我們過信靠、順服並得勝的生活。 

【瑪波羅教會每日讀經的特點】 
過去這幾年，每天藉著一本聖經，一本詩歌，一部手提電腦

，與渴慕主話的初信弟兄姊妹，一同分享每日的讀經心得，

並盼望幫助聖徒建立天天親近主的生話，并養成持之以恒地

讀經的習慣。所以今年將重新整理這幾年所寫的，願弟兄姊

妹能再從其中得著神的恩典和屬靈的供應，讓聖靈介入我們

的生活，而且靠著主的話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作工得息

。 「每日讀經」的特點是︰  

 「讀經」――幫助你「天天考查聖經」(使十七11) ，將1189

章的整本聖經，逐章逐節讀完一遍。若是覺得一天的經節過

長，可利用清晨與傍晚分開研讀，讓神的話從日出到日落都

與你同在。  

 「重點」――幫助你提綱挈领地領會每日讀經的主題。  

 「鑰節」――幫助你愛慕神的話語，把聖經中主要的經節藏

在心裏(西三16) ，一天至少背一節。  

 「鑰字」――幫助你注意和了解聖經裏這些字的意義。  

 「核心啟示」幫助你明瞭聖經的中心思想，並深入默想所啟

示的內容，學習讓聖經的思想成為你的思想。  

 「默想」――幫助你思想主的話(詩一2) ，學習讓聖經的思想

實際應用於我們的生活。  

【禱告事項】 

◆ 求神預備福音朋友的心，接受福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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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4Ph0Ql_icI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714.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12.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In%20tenderness.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Save%20Soul.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mhV2wDJoz0&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HO_fsM5s5U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rust%20and%20Obe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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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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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歌」幫助你在聖靈的感動中，讚美稱頌神。 

【本週聖經鑰字――「起初」(創一1) 】  
「起初神創造天地。」(創一1) 「起初」意思是指一連串事物的

「首先」、「第一」。本書論到一切事物的起初或作原始。如天

地的起初、 萬物的起初、 人的起初、婚姻、 家庭、 罪惡、 救

贖、家室、兇殺、 文化、手藝、 娛樂、 民族、 呼召和應許等

的起初，并且也特別講到神的子民以色列家的起初，救恩就是從

這家而出（約四22）。本章的第1節肯定了神是宇宙萬有的來源和

意義，也簡單的否定了人類自古以來對神和宇宙所有虛妄的思想

和理論：無神論，多神論，泛神論，宿命論，進化論，和唯物

論。  

「默想」――你盼望建立與祂更深、更親密的「起初」關係嗎？

先從每日讀經開始。  

【家訊信息】讀聖經的生活 
關乎讀經這件事實在太重要了，因為聖經是神的話，是神吹氣

而成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

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三16-

17）。許多時候，我們對於聖經看得不夠重，好像讀也好，不

讀也好，反正我們已經信了主，這個天堂是保險了，讀不讀都

無所謂。但我盼望青年弟兄姊妹記得，聖經是神的話，是神對

我們所說的話。聖經也是我們屬靈的糧食，雖然我們信了主，

有了生命，但是如果我們這個生命，沒有屬靈的糧食來供應

它，我們這個生命就非常軟弱。所以我們要有屬靈的生活，要

屬靈的身量長大，我們對於神的話語，對於聖經，就必須非常

的重視，我盼望年青的弟兄姊妹，在一開始信主的時候，就養

成一個讀經的習慣。  

聖經—好像父親寫給我們的信 

當我還未信主的時候，因為生長在基督教的家庭，所以對於聖

經並不陌生，不過那時候讀聖經，覺得沒有味道，不單沒有味

道，也不懂，好像聖經與我是隔膜的、沒關係的，讀聖經好像

讀歷史故事書一樣，對我沒有甚麼影響。但感謝神！在我信主

的那一天，我記得很清楚，是一九三○年七月三十日，那一天

下午，當我蒙恩後回到房間裡，我打開聖經，剛好是彼得後書

第一章，我在那裡讀的時候，裡面就覺得這好像是我的父親在

那裡向我說話一樣，和從前完全不同，聖經對於我不再是外面

的、與我無關的一本書，乃是像我的父親寫給我的信一樣，一

句一句都非常的親切。  

一年讀經一遍 

那時候，我雖然剛剛得救，但我覺得神的話是實在的、是甘甜

的，能滋潤我的心，供應我的生命。所以從那一天開始，蒙神

的恩典，我就定規要把神的話好好地讀。每天早晨，我是第一

個起來的，我進到一個房間裡，把房門關起來，自己一個人輕

輕的唱詩、禱告、讀經。那時候，我差不多每一天都花一小時

跪在主的面前。有人告訴我，如果一天讀四章聖經，一年就可

以把聖經讀一遍，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每一天讀三章舊約，一

章新約，每一章讀三遍，每章讀完之後就思想，將所讀的回想

一下，好把主的話記住。從得救那一天開始，我就這樣的讀。

雖然中間我也有許多不同的讀法，但是一直到今天，我還是一

天讀四章的聖經。  

要養成讀經的習慣 

我們讀經，需要養成一個習慣，為甚麼呢？因為如果沒有養成

一個習慣，讀到沒有滋味的時候，就容易停止，同時讀經若沒

有次序，今天高興就多讀幾章，明天沒有時間就少讀一點，甚

至不讀，這樣就會患上屬靈的胃病，不久屬靈的胃口就要出毛

病了。所以我們讀聖經一定要每天讀，你必須在主面前定規，

每天要讀多少章，如果沒有讀完就不能睡覺，好像是守律法。

初信主的人，需要有一點律法，你不能太屬靈，你如果太屬

靈，恐怕聖經也不讀了，所以我盼望你們年青的弟兄姊妹，在

主面前好好定規一下，每天要讀多少聖經。你也不要把這個標

準定得太高，如果你定得太高，也許讀了不久，你就灰心了，

你要每天照著你所定規的去做，如果沒有完成，就不睡覺，如

果你這樣做，不久你就養成讀經的習慣，有了這個讀經的習

慣，就容易了，無論怎麼忙，都不會打岔你的讀經，因為你必

定要讀完，每天要完成這個功課，對於年青弟兄姊妹這是非常

重要的。  

我們如果不把全本聖經從頭到末，一遍又一遍的讀，我們對於

神整個的啟示就沒有一個整體的觀念。對於神整個的啟示，我

們需要有一個底子，否則就沒有辦法默想主的話，真正地把主

的話消化在心裡，因為沒有聖經事實的背景。所以我還是要勸

年青的弟兄姊妹，你要下一個決心，靠著主的恩典，把全本聖

經，從頭到末，一遍又一遍的讀。  

我知道大家很忙，在學時期的很忙，出來做事的更忙，你們有

這個困難，但是你要記得一件事，無論你在地上多忙，你不能

忽略你在神面前的生活。你的讀經、你的禱告，不能給地上任

何事物來打岔，這是你最需要的一件東西，你必須看重這一

個，要看它比你的工作，比一切都更重要。你要在神面前決定

甚麼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神呢還是你的工作？是神的話還

是你的工作？是與神的交通還是你的工作？你要為著這個犧牲

任何的東西，如果你有這樣的心志，神會為你成全。  

但以理是當時最大國家的首相，他日理萬機，但是你看見他一

天三次屈膝在神的面前，不單是這樣，他仍讀神的話。他怎麼

知道不久以色列的百姓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這是因為他讀了

耶利米書，他看見耶利米所預言的七十年，那時候他一算，離

開七十年近了，他把神的話、神的應許，帶到神的面前去禱

告。因著他這樣的禱告，神感動古列王的心，讓以色列的百姓

歸回。所以你看見當時猶太的餘民能返回耶路撒冷，重建聖

殿，這一個是但以理因讀神的話而禱告的結果。  

要為著主拼上去 

我最近與幾位年長的弟兄姊妹交通，我們裡面有很深的感覺，

覺得今天的青年人不夠為主擺上。愛主的心有，熱心也有，但

是，為主肯完全擺上的不多。地上一點的東西，一點的壓力，

就放鬆了，不肯把自己完全拼上去。所以我心裡有很重的負

擔，我覺得你們年青的人，神的盼望都在你們身上。我盼望你

們不要虧負主在你們身上的託付，你們在屬靈的事情上要下工

夫，不能隨便、不能馬虎。你們禱告的生活，不能馬虎；你們

讀經的生活，不能馬虎；你們奉獻的生活，不能馬虎；交通的

生活，也不能馬虎。你們要好好的在主面前擺上去，要好好的

為著主拼上去，這樣神的旨意才可以快一點成功，神的國度也

可以快一點降臨。所以我沒有別的話，我只盼望你們年青的弟

兄姊妹在神面前認真，現在不是玩耍的時候，是認真的時候，

我盼望你們好好地在主面前認真。我相信主的恩典是夠你們用

的。你為主擺上多少，主都知道，祂會嘉許你。――江守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