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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 年 2/19~2/25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2:00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王艾东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曹振东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闵永恒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下午 4:00-8:00 PM       盛國華姊妹家 

 

 

 

 

 
 

 

 

【本週讀經】天天讀經、背經、禱告、唱詩 

二月十九日 

讀經 利十七至十九：14；可 四：21－41 

鑰節 「他們就大大的懼怕，彼此說：『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也

聽從祂了。』」【可四 41】 

禱告 親愛的主，讚美你，你是平靜風浪的主，天天率領我們在人

生旅程中乘風破浪，使我們這苦難的世界上經歷得勝有餘。 

詩歌 愛救了我――YouTube  

二月二十日 

讀經 利十九：15 至二十；可 五：1－20 

鑰節 「那人就走了，在低加波利，傳揚耶穌為他作了何等大的

事，眾人就都希奇。」(可五 20) 

禱告 親愛的主，讓我們被你的大能充滿，放膽地去見證你的作

為，並靠你的名釋放一切被擄的人。 

詩歌 荣耀释放――YouTube  

二月二十一日 

讀經 利廿一至廿二；可 五：21－43 

鑰節 「意思說：『我只摸祂的衣裳，就必痊愈。』」【可五 28】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今天也要用信來摸你，用信來支取你生命的

治療能力。求你改變我和周圍的人，好使生命不在消耗枯

萎，讓你得著榮耀。 

詩歌 昨日今日直到永遠――YouTube  

 二月二十二日 

讀經 利二十三至二十四; 可 六:1-29 

鑰節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差遣他們兩個兩個的出去；也賜

給他們權柄，制伏污鬼。」(可六 7)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裝備我們，差遣我們与你同工，使人認識

你，信從你。 

詩歌 愛救了我――YouTube  

二月二十三日 

讀經 利二十五至二十六:1-13; 可 六:30-56 

鑰節 「祂就說：『你們來同我暗暗的到曠野地方去歇一歇。』」

【可六 31】 

禱告 主啊，我們願意與你一起生活、作工、休息。 

詩歌 耶穌我來就你 YouTube  

二月二十四日 

讀經 利二十六:14 至 二十七:34; 可七:1-30 

鑰節 「這一切的惡，都是從裡面出來，且能污穢人。」（可

七 23）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幫助我們遠離虛假和謊言（箴卅 8) ，

在生活和事奉中活出敬虔的實際。 

詩歌 哦主！求你長在我心 YouTube  

二月二十五日 

讀經 民一至二; 可七:31 至 八:26 

鑰節 「耶穌看出來，就說：『你們為甚麼因為沒有餅就議論

呢？你們還不省悟，還不明白麼？你們的心還是愚頑

麼？你們有眼睛，看不見麼？有耳朵，聽不見麼？也不

記得麼？』」【可八 17~18】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是多麼的無知和閉塞，但是你沒有放棄

我們。主啊，開啟我屬靈的竅，叫我們更多的經歷你的

所是和所作，明白你的心意，並看重你所看重的。 

詩歌 吸引我近，更近，親愛主 churchinmarlboro.org  

【家訊信息】脫離錢財捆綁 

主耶穌在世上活出了完美人性的生活，其實我們有了主生命的

人，也可以活出這樣的生活。我們一信主就有成聖的地位，但成

聖的經歷是要經過漫漫的長夜，因有太多事情攔阻並影響我們彰

顯神的生命，其中最大的難處和誘惑就是錢財。故此主在路加福

音，說了以下三個有關錢財的故事。  

不要事奉瑪門 

 路加褔音題到四個財主的故事(十二 15-21，十六 19-28，十八

18-23，十九 1-9)，說出在這末世，錢財是我們事奉主的最大攔

阻，許多人不能從這個網羅裡得釋放。  

主耶穌說：「一個僕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

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路十六

13)保羅也告訴我們，在末世人是貪愛錢財、不愛神(提後三 1-

4)。  

神和瑪門(財利、財物)是對立的，我們不是事奉神，就是事奉瑪

門。縱然我們已蒙恩得救，都是神的兒女，但可能沒有以神為

神，反而以金錢、財寶、瑪門為神。我們必須小心謹慎，不要事

奉瑪門，要事奉神。 

勿被瑪門霸佔 

「那落在荊棘裡的，就是人聽了道，走開以後，被今生的思慮、

錢財、宴樂擠住了，便結不出成熟的子粒來。」(路八 14)「成熟

的子粒」原文的意思是「有目標的計劃」。  

在撒種的比喻裡，主說出一件很嚴肅的事情，就是一個信徒聽過

主的道，可能會被今生的思慮、錢財、宴樂擠住(霸佔)，以致結

不出成熟的子粒來。換言之，主的話不能在我們裡面生長，不能

結出生命的果子。仇敵利用金錢、財利，使我們憂心、掛慮，不

能從其中得到釋放，活出一個有目標、有計劃的生活，這是我們

的難處。  

不要陷入網羅 

「你們要謹慎，恐怕因貪食、醉酒，並今生的思慮累住你們的

心，那日子就如同網羅忽然臨到你們；因為那日子要這樣臨到全

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們要時時儆醒，常常祈求，使你們能逃避

這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路廿一 34-36)  

 主題醒我們要時時儆醒，常常禱告，好逃避一些事情；我們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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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EHh8-dvlt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Ue1i1oGcyA&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Y5WQGOMDP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EHh8-dvlt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dp_TvUy28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RomPeROxM0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I%20am%20thin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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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逃避，當主來的時候，就不能站立在他面前，不能成為得勝 

者，不能蒙神悅納。  

 這些要逃避的事情，就是貪食醉酒(大吃大喝)，並今生的思慮。

人因著貪食醉酒，金錢掛帥，就滿了今生的思慮，因而落在撒但

的網羅裡，這是仇敵的工作。 

你還缺少一件 

 我們能否勝過錢財的思慮、支配和霸佔？主說：「在人這是不

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太十九 26；參可十 27；路十八 27)意思

是：在「人」─包括在「你」在「我」都不能，而只有一位能，

就是「神」。這句話的背景是：一個少年財主來問耶穌有關永生

的事，所以這話是對一個富足的人說的，也是對當時周圍的人和

門徒說的。我們要從三卷福音書，來看這件事情(太十九 20-27；

可十 21-27；路十八 18-27)。  

 這個少年人是財主又是仕進，有財富和地位，也有心志。他很

謙卑、誠懇，對主很尊敬，要走主的道路。這個少年的官跑來見

主，跪在主面前，說明他有一個需要，他對主說：「良善的夫

子，我當作甚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換言之，錢財和地位都不

能滿足他，他想得到永遠的生命。這個少年的官是猶太人，從小

就遵守神的誡命，又孝敬父母，並得主的喜愛，但主對他說：

「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

上；你還要來跟隨我。」(可十 21)  

作完全人進神國 

 主說這句話，是要帶出以下兩個重點：第一，進神國的條件。

若少年的官變賣他所有的，分給窮人，就有財寶在天上，但這不

是說要變賣所有才能得永生。我們承受永生是白白的恩典，毋須

付上任何代價；變賣所有，乃為著進神的國，能夠積財在天上，

同時還要跟隨主。  

第二，成為完全人的條件。「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以善事問我

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進入永生，就當遵守誡命。他說：

甚麼誡命？耶穌說：就是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

作假見證；當孝敬父母，又當愛人如己。那少年人說：這一切我

都遵守了，還缺少甚麼呢？耶穌說：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

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

我。」(太十九 20-21)主一方面顯露這個少年人的缺點，就是驕傲

─他自以為從小就遵守了神一切的誡命，自覺沒有任何缺點，已

經足夠了、完備了。另一方面，主揭示成為完全人的條件。這的

「完全」，原文的意思包括：長大、成熟、有目標的計劃。變賣

財物，不是得永生的條件，而是成為完全人的條件。  

主耶穌看這個少年人很可愛，既年輕又能守誡命，但不要以為這

就夠了。他仍缺少一件，這件事若能作得好，他就完全了、成熟

了、達到目標了。這個目標，不是人的目標，乃是神的目標。主

對這個有心志的少年人發出清晰的要求，將一條達到目標的道路

指示他，說明他可作完全人。然而，他聽見這話，臉上就變了

色，憂憂愁愁的走了，因為他很富足(太十九 22；可十 22；路十

八 23)。  

 這個少年的官有很多產業，錢財成為他的命根，牢牢地霸佔了

他。若要變賣他所有的分給窮人，他實在做不到，只好憂憂愁愁

的走了。這事以後，主耶穌說：「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的

難哪！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路十八 25)

主兩次題到「神的國」，說出人若貪愛錢財，被錢財霸佔、控

制、支配，成為錢財的奴僕，結果不能進入神的國。只有得勝

者，就是活出耶穌完美人性的聖徒，才能進入神的國。  

在神凡事都能 

 路加福音十八章題到少年的財主，接著十九章就記載另一個財

主撒該的見證，說明「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卻能。」(路十八

27)「耶穌進了耶利哥，正經過的時候，有一個人名叫撒該，作

稅吏長，是個財主。他要看看耶穌是怎樣的人；只因人多，他的

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見，就跑到前頭，爬上桑樹，要看耶穌，

因為耶穌必從那裡經過。耶穌到了那裡，抬頭一看，對他說：撒

該，快下來！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裡。他就急忙下來，歡歡喜喜的

接待耶穌。眾人看見，都私下議論說：他竟到罪人家裡去住宿。

撒該站著對主說：主阿，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我若訛詐了

誰，就還他四倍。耶穌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因為他也是亞伯

拉罕的子孫。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路十九 1-

10)  

 撒該是個貪財的大財主，他用不法手段騙取別人的金錢；他愛

錢如命的光景，比少年財主更厲害。感謝神，當他遇見主耶穌的

時候，不是變了臉色，乃是急急忙忙、歡歡喜喜的接待耶穌。兩

個財主，面對同一位的耶穌，一個變了臉色，憂憂愁愁的走了；

一個是歡歡喜喜的，把主接到家裡，還把他所有的一半分給窮

人，甚至以前訛詐了別人的金錢，要以四倍償還。霎時間，撒該

的人生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這是因為他遇見一位「能」的神─

我們的主耶穌。  

 主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換言之，救恩就是主耶穌。撒

該能從錢財的霸佔中被釋放出來，乃因主耶穌住在他心裡─這活

的救恩到了這個家。撒該的見證，如同一隻大駱駝穿過針的眼。

感謝神，在人是不能的，但在神凡事都能。讓我們都靠著主脫離

錢財的捆綁，作完全人，活出神的生命，彰顯耶穌完美的人性。 

――謝德建弟兄 

【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我們都要改變! 
摘要：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是全部聖經論及復活最詳細的一章。

保羅寫本章的主要原因，是處理哥林多教會教會有關復活的兩個

問題：「怎麼在你們中間，有人說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呢？」（林

前十五12）和「死人怎樣復活？是帶著什麼身體而來？」（林前

十五35）。 

本章上半段論到復活的教導，可分成四部份：(1) 復活的確據

(1~11節) ；(2) 復活的重要(12~19節)；(3) 復活的結果(20~28

節)；(4) 復活的影響(29~34節)。本章下半段論到如何復活和何

時復活，可分成三部份：(1) 復活的身體35~49節；(3) 復活的

盼望(50~53節)；復活的頌讚(54~57節)。 

鑰節：：「我如今把一件奧祕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

覺，乃是都要改變，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

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

【林前十五 51~52】 

感想：在 1728年，年輕的班•富蘭克林為自己撰寫了墓誌銘：

「印刷商班•富蘭克林的身體，如同舊書的封面，內頁已經破

損，字句裝飾都已剝落，躺在這裡作蟲蟻的食物。但其工作的果

效不會消失，因為他相信有一天這本書會以更新更美的形式再

現，即經過神校對和修正過的新版本。」 

默想：基督徒對死亡的正確觀點，就是死亡後面的必要復活。 

禱告：親愛的主，感謝你，你己經過了死而復活又進到榮耀裏

去，所以幫助我們，不看人和人今日所有的，只叫我們定睛在你

身上。主啊，讓我們充滿信心和喜樂，盼望你快來！當那日子來

臨時，你要結束地上的一切，把我們帶進榮耀裏，與你同享榮

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