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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年 3/1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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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英杰弟兄家 

Morganville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李勇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Woodbridge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本週讀經】天天讀經、背經、禱告、唱詩 

三月十一日 

讀經 民三十二～三十三；可十六 

鑰節 「祂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裏，請看安放祂的地方。」(可十

六 6) 

禱告 哈利路亞，讚美主，因為你已經復活了。主啊！你今天仍

然活著，你今天仍舊作王，願你今天在全地上作王，得著

你當得的大榮耀。阿門！ 

詩歌 榮耀歸與你-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十二日 

讀經 民三十四～三十六；路一 1-23 

鑰節 「這些事我既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就定意要按著次序寫給

你。使你知道所學之道都是確實的。」（路一 3，4） 

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我們願每天學習「不住禱告」，經歷「被聖

靈充滿」，知道我所信的都是確實的。 

詩歌 我真不知神的奇恩-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十三日 

讀經 申一～二；路一 24-56 

鑰節 「馬利亞說：『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

上。』天使就離開她去了。」【路一 38節】 

禱告 親愛的主，使我們認識你的權能和慈愛，讓們我能像馬利亞

那樣的順服，樂意讓你的旨意成就在我們的身上。 

詩歌 願你為大-土豆网 

三月十四日 

讀經 申三～四；路一 57-80 

鑰節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要

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

上。」【路一 78～79】 

禱告 主啊，我們感謝你救贖之恩，你的憐憫如清晨日光，從高天

臨到我們，並引我們的腳走到平安的路上。 

詩歌 清晨的日光- YouTube 

三月十五日 

讀經 申五～六；路二 1-20 

鑰節 「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裏，那就是記號

了。」【路二 12】 

禱告 神啊，我們感謝你差遣愛子為我們降生，我們的心雖然像馬

槽一樣的卑微、污穢，但你樂意住在我們心裏，使我們能靠 

 你得蒙救贖 

詩歌 离弃宝座撇下王冕- YouTube   

三月十六日 

讀經 申七～八；路二 21-52 

鑰節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身量或作年紀)，並神和人喜愛祂的

心，都一齊增長。」【路二 52】 

禱告 主啊，求你幫助我們在靈性、智慧和身量上都一齊增長。 

詩歌 信而順服-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十七日 

讀經 申九～十一；路三 1-22 

鑰節 「亞那和該亞法作大祭司，那時，撒迦利亞的兒子約翰在

曠野裏，神的話臨到他。」【路三 2】 

禱告 主耶穌，求你賜下寶貴的話，也賜下悔改的心給這世代。 

詩歌 復興你工作，主- churchinmarlboro.org 

【家訊信息】寶貝與瓦器(上) 
讀經：林後一 8~9，17；林後二 2首句，3上，4；林後三 1，5；

林後四 7~10；林後五 4，16上；林後六 8~10 ；林後七 5~6；林後

十 1上，8，10~11；林後十一 5~6；林後十二 7~9，10下；林後十

4) 

我們如果在神面前好好的讀哥林多後書這一本書，就自然而然

的會看見，好像有兩個人在這本書裏面，一面你看見保羅自己，

另一面也看見在基督裏面的那一位保羅，你如果從第一章一直讀

到第十三章，你看見他所說的事都是一樣的，都是一個原則。我

們如果用幾個字來包括保羅在這一本書裏面所提起的事，就是四

章裏所說，「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這句話，就包括了一

切。在第一章裏，你看見是這寶貝放在這瓦器裏。從三章一直到

末了一章，一面給我們看見瓦器，另一面給我們看見寶貝。我們

在神面前讀過這一句話之後，當神用祂的光來照亮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自然而然看見一件事，就是瓦器不會攔阻寶貝的照亮，瓦

器沒有法子埋藏寶貝的力量。 

你在這裏所看見的這一個人，像我從前對你們已經說過的，就

是全部新約裏，沒有第二本書像哥林多後書那樣個人的。許多書

信你看見都是道理，都是真理，都是啟示。許多書信你看見都是

從神那一邊一直到我們這一邊來的，但是哥林多後書，你看見是

全部新約唯一的一本書，它給我們看見神所用來傳遞祂自己啟示

的人，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如果沒有哥林多後書，我們永遠不

能認識保羅這個人，我們只知道他所成功的事，我們永遠不會認

識這一個職事，因為有哥林多後書我們才能夠看見他的職事，我

們認識這一個職事，也認識這一個人。在這裏我們看見他是一個

瓦器。 

【寶貝從瓦器裏顯明出來】當我才起首作基督徒的時候，在我頭

腦裏有一個理想的基督徒，我自己就按著我所理想的那一個基督

徒盡力的去追求。我以為我如果能達到我所理想的那一個基督徒

的樣子，我就是一個完全的人。我盼望作一個完全的人，但是，

我有一個理想的完全的人，理想的基督徒的標準。我想我如果能

夠達到那一個理想的標準，我就是一個完全的人。我想一個基督

徒如果是完全的人，他應當一天到晚笑。如果有一個時候他在那

裏流淚，我說他不得勝，他大失敗，他不對。我想一個基督徒如

果是完全的，他的膽子定規大得很，在無論甚麼事情上都不怕，

在無論甚麼事情上都有膽量。如果他在甚麼事情上怕，我就說，

他沒有信心，他不依靠主，他這個人不完全。諸如此類，有許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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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109.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I%20know%20whom%20I%20believed.htm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8bCmLcU3mLQ/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g_baPnT7t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g_baPnT7tw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rust%20and%20Obey.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Revive%20Thy%20Work.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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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可以提起。或者說，如果一個人是一個完全的基督徒，我想他

應當一點不憂愁。他如果憂愁，我就疑惑他是不是一個完全的人。

像這一類的事，我想不必對你們多說，我相信有許多少年的弟兄姊

妹，在你們的頭腦裏，都有你們所理想的那一種基督徒。我一點不

怪你們，因為我自己也這樣想過。 

有一天我讀到哥林多後書，我讀到保羅說心裏憂愁；我說，唉，

保羅也憂愁麼？我讀到他說多多的流淚；我說，哼，保羅也哭了

麼？我讀到他說心裏難過痛苦；我說，保羅也難過麼？保羅也痛苦

麼？我讀到他說被壓太重，力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也沒有

了；我說保羅也絕望麼？我再讀下去，我就看見在這裏，有許多的

地方，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我從來沒有想過像保羅那樣的人還有

這樣的事。我起首看見基督徒不是另外一類的天使。神沒有把這一

類的天使擺在地上說，這個叫作基督徒。我就起首看見一件事，就

是保羅離我們很近，他沒有離開我們那麼遠。保羅是我所認識的保

羅，保羅不是我所不認識的人。我認識他，我看見保羅是一個人。 

許多人在他的頭腦裏，都有一個理想的基督徒。請你記得，那一

個是你製造的，不是神所創造的。那一個基督徒不存在，並且神也

不要那一個。在這裏我們遇見那一個瓦器。但是特別的點就是有寶

貝擺在這一個瓦器裏。這寶貝遮蓋了瓦器，這寶貝從瓦器裏面顯出

來。這一個叫作基督教，這一個叫作基督徒。你看見在這裏有一個

人，他在那裏怕，但是他又在那裏剛強。他在那裏心裏作難，但是

他在那裏仰望。他在那裏是四面受敵，但是他卻不被困住。他雖然

遭逼迫，但是他還不以為是被丟棄，被棄絕。看他的樣子是被打倒

了，但他卻不至於死亡。你看見他軟弱，但是他說，我軟弱的時候

就剛強了。你看見他身上帶著耶穌的死，但是他說，耶穌的生也顯

明在我身上。你看見他有惡名，他也有美名；他似乎是誘惑人的，

卻是誠實的；他似乎不為人所知，卻是人所共知的；他似乎要死，

卻是活著的；他似乎受責罰；卻是不至喪命的；他以乎憂愁，卻是

常快樂的；他似乎貧窮，卻是叫許多人富足的；他似乎一無所有，

卻是樣樣都有的。我告訴你們，這個叫作基督徒。 

甚麼叫作基督徒？就是在他身上有一個根本調和的矛盾，那個叫

作基督徒。基督徒有一個生命，在那一個生命裏面包括了一個名明

其妙的屬靈的矛盾。這一個矛盾是神所賜給我們的。有一班人，以

為沒有瓦器，只有寶貝。另一班的人，以為如果有瓦器就一點辦法

都沒有。人的思想是在這兩個極端裏面。要就都是寶貝，是理想的

好。如果在事實上有了瓦器，就以為一點辦法都沒有。但是我們在

神面前所看見的，是寶貝擺在瓦器裏，不是瓦器被消滅。也不是說

有瓦器，就一點辦法都沒有，乃是說寶貝在瓦器裏面。 

【神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出來】使徒在這裏說，在他肉身上有一

根刺。我不知道這根刺是甚麼，不過我知道這根刺是叫保羅軟弱

的。他為著這件事，曾三次求過主，盼望主把這一根刺替他挪開。

但是主對他說，我的恩典是夠你用的。主的意思是這一根叫你軟弱

的刺在你身上，但是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主的能力

怎樣在軟弱的人身上顯得完全呢？他說我的能力覆庇了，或說我的

能力蔭庇了你的軟弱，遮蓋了你的軟弱。我告訴你這個叫作基督

教。基督教不是除去軟弱，基督教不是光要主的能力，基督教是主

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彰顯出來。基督不是在地上造出一個新種類的

天使，莫名其妙的天使來；基督教乃是在人的軟弱裏能夠顯出神的

能力來。 

我引一個比喻：我有一次生了很厲害的病，兩個月之內，我照過

三次愛克司光，三次的報告都很不好。我禱告，我也相信，我也盼

望神醫治我的病。有一天我念聖經，念到哥林多後書，又念到這一

章，說到保羅為著那一根刺三次求主，主不肯，主不作，但是主 

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為著刺的存在，主就加增恩典，為著軟

弱的存在，主就加增能力。我看見這是基督教。我躺在床上的時

候，我就求神給我看見更清楚一點。我裏面就有這一個意思，好

像在這裏有一隻船，吃水要吃十尺，要有十尺深的水，才能駛得

過去。在這裏有一塊礁石，它從江的底凸出來五尺高。我就求神

說，主若肯，求你把這塊石頭給我挪去，讓這吃十尺水的船駛得

過去。但是在我裏面有一個問題，是把石頭挪去好呢，或者是讓

神來替我們把水長高五尺好呢？神問我一句話，是把礁石挪掉

好，或者是把水長高五尺好？我說水長高五尺好。從那一天起，

我承認，許多的事情都過去。我不敢說不受試探，但是感謝神，

在那一件事上我尋找出來，神能夠另外給你所需要的，這是基督

教。我再說，基督教不是把瞧石挪掉，基督教是多長五尺的水。

這是基督教。有難處麼？有，我們都有我們的難處。有試煉麼？

有，我們都有我們的試煉。有軟弱麼？有，我們都有我們的軟

弱。但是請你記得，主今天在我們身上所作的事，不是在消極方

面除去我們的軟弱，也不是在積極方面憑空給我們能力。請你記

得，祂所有的能力都是顯在軟弱裏，像我們所有的寶貝都是擺在

瓦器裏。―― 倪柝聲《得勝有餘》 

【心靈加油站】你是耶穌嗎？ 

一群推銷員趕去開一場銷售會議。 大家約定， 讓每人的另一半知

道， 他們會準時回家晚餐。 不巧， 會議拖了一點時間， 他們到達

機場稍晚， 大家手拿機票搶進航廈， 在遊廊中奔跑。  

一名推銷員，無意中撞倒一條賣蘋果的長凳，蘋果掉落，散了一

地。由於時間緊湊，闖禍者沒有留下來收拾殘局。 他們一夥人，趕

著繼續奔跑，終於登上了飛機。 當一夥人全都上了飛機，唯獨只缺

了一個人。  

其中有一人停了下來，他回頭看一眼那被撞倒的長凳﹐深深呼了

一口氣， 並對那條蘋果長凳的女主人感到一些同情。 他告訴夥伴

們不必等他， 儘管去趕飛機，只請他們到達時，通知自己的太太一

聲，他會乘下一班飛機回家。  

他往回走回航廈， 發現所有的蘋果都掉在地上。 使他大吃一驚的

是， 賣蘋果的小販， 是一個瞎眼的小女孩。 她正在哭，手摸地

板，淚流滿面，想找蘋果，卻一無所得。 機場裡人群川流不息，誰

也不停留，更不關心發生了什麼事。  

那個推銷員在女孩身旁蹲下， 把蘋果一個個撿回籃子裡， 並幫她

把長凳架好。 這時他才看到， 許多蘋果已經跌爛了。 幫完了忙

後， 他從錢夾取出錢對女孩說： 「請把這一百歐元拿去， 當作我

們給妳造成的損失賠償。 妳沒事吧？」  

女孩哭著點點頭。 推銷員繼續說： 「我希望沒有浪費妳的一

天。」說完就移步走開。 女孩卻大聲喊道：「先生…」那人駐足，

轉身， 女孩問說：「你是耶穌嗎？」那人停下，注視女孩有目無珠

的雙眼。一會兒身不由己，動彈不得。然後他緩緩回過身，走向登

機門，心中卻火一般地延燒著那一句「大聲問」：「你是耶穌

嗎？」  

曾經有人以為你是基督嗎？ 其實，這是我們做人的目標。 盡量活

出基督，使人看不出我們與基督之間有何差別。 如果我們想認識主

耶穌，必須活得，作得，像祂一樣才行。 我們要開始活一個相稱於

祂付出的這一代價的生活！ 今天就開始！ 慈愛的天父， 請把你的

靈賜給我們， 讓聖靈幫助我們， 效法你的聖子耶穌， 耶穌是 你的

歡愉、喜樂、快慰。默想： 

1. 你能否在那些最小的弟兄身上看見主耶穌呢？ 

2. 別人又能否在我的身上看見主耶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