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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年 3/18~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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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艾东弟兄家 

受浸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黄志杰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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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3月 20日(週二晚上 8:30 PM，王艾东弟兄家)福音營服事交通聚會。 

 

 

 
 

 

 
 

【本週讀經】天天讀經、背經、禱告、唱詩 

三月十八日 

讀經 申十二～十三；路三 23-38 

鑰節 「眾百姓都受了洗，耶穌也受了洗，正禱告的時候，天就開

了。」【路三 21】 

禱告 主啊！你是神的兒子，尚且常常禱告，求你教導我們學會

「禱告」的功課。 

詩歌 禱告之時，甘甜之時-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十九日 

讀經 申十四～十六；路四 1-13 

鑰節 「魔鬼用完了各樣的試探，就暫時離開耶穌。」【路四 13】 

禱告 主啊！求你施恩，使我們被聖靈充滿，時刻靠你勝過魔鬼一

切的試探。 

詩歌 耶穌！我愛這名-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二十日 

讀經 申十七～二十；路四 14-30 

鑰節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

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

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路四 18~19】 

禱告 親愛的主，今天仍是你悅納人的時候、拯救人的日子，差遣

我傳你全備的福音，讓我經歷你福音的大能。 

詩歌 獻上感恩的心-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二十一日 

讀經 申二十一～二十三；路四 31-44 

鑰節 「天亮的時候，耶穌出來，走到曠野地方。眾人去找祂，到

了祂那裏，要留住祂，不要祂離開他們。」【路四 42】 

禱告 親愛的主，使我們在忙碌中，不忘保持與你密切的交通。 

詩歌 禱告之時-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二十二日 

讀經 申二十四～二十六；路五 1-16 

鑰節 「他們把兩隻船攏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從了耶穌。」【路

五 11】 

禱告 主啊！我願意撇下一切所有的來跟從你，求你潔淨我、使用

我。 

詩歌 我寧願有耶穌-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二十三日 

讀經 申二十七～二十八；路五 17-39 

鑰節 「他就撇下所有的，起來，跟從了耶穌。」【路五 28】 

禱告 親愛的主，你若來吸引，有誰不跟隨呢？願你深深的吸引我

們，『撇下所有的』，來跟從你。 

詩歌 我今願跟隨耶穌-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廿四日 

讀經 申二十九～三十；路六 1-11 

鑰節 「祂就周圍看著他們眾人，對那人說：『伸出手來。』他把

手一伸，手就復了原。」【路六 10】 

禱告 主啊，求你幫助我勇敢地站出來和伸出手來，經歷你醫治的

大愛和大能。 

詩歌 信而順服- churchinmarlboro.org 

【家訊信息】寶貝與瓦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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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的矛盾生活 

所以今天，我說在這裏，沒有一個基督徒坐在這裏(沒有一個

人)，他的瓦器太瓦了，瓦到一到地步，主的寶貝在他身上不能顯

露。無論你軟弱到甚麼地步，請你記得，主的寶貝要在這裏顯出

來。所以有一個屬靈的矛盾活在保羅身上，有一個屬靈的矛盾活在

我們身上。你知道人家說保羅甚麼？人家說他言語粗俗，說他用心

計牢籠人，說他氣貌不揚，說他起的意念靠不住，是忽是忽非的。

說他寫的信又厲害，又沉重，叫人憂愁。但是矛盾在這裏，就是神

的寶貝擺在這一瓦器裏頂好看。神的寶貝如果沒有瓦器還不好看。

我這樣說，在這裏有一個人，他的的確確是一個人，我們感謝神，

主從他身上照出來，主從他身上衝出來。他不是麻木的人，他有感

覺，但是在憂愁裏他說，我能夠常常喜樂。他不是一直喜樂，一直

憂愁，乃是在憂愁裏一直喜樂。我告訴你們，這就是基督教。基督

教的特點就是在這裏。眼淚在那裏流，臉上又在那裏笑。有許多基

督徒作得比保羅好，這不像。他們只在那裏讚美，他們不像。有許

多基督徒以為說，他能夠作到一個地步，一直不憂愁，不難受。但

是有的人一直在那裏憂愁、難受，這證明說，寶貝在他身上沒有彰

顯。但是在這裏有一個人，主耶穌能夠從他身上經過。我曾看見過

神最好的兒女，你看見他的時候，你立刻知道他這一個人是誰，你

立刻知道他這一個人是甚麼人；但是，同時你也知道他在主裏面是

甚麼種的人。今天我們是盼望看見人的時候，一點看不見他的瓦

器。有時我們的眼睛一直看人家的瓦器。但是認識神的人，看見許

多神最好的兒女的時候，是能看見在這瓦器裏頭的寶貝。 

我願意你們在神面前看見這一件事：神在今天所要求的、所盼望

的，並不是那些抽象的東西。有的弟兄對我說，我不知道甚麼緣故

軟弱得很？我就對他說，軟弱一點不要緊，會剛強的。有一個弟兄

對我說，我作得頂不好，怎麼辦？我說，一點都不成問題，因為問

假去修理這個瓦器，弄出一種腔調，弄出一種樣子來。你們要看

見，一切出乎神的，從你這瓦器裏能夠顯出來。在星期日的時候我

才和執事的弟兄們有一點談話。有許多人，他們對我說，我替我家

事情禱告。我就問他，事情怎樣？他說，我信，我信神要立刻醫治

我的病，我信神定規要救我的兒子，定規要叫我的丈夫得救。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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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5月26~28日的的福音營禱告。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52.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Jesus,%20Thy%20name%20I%20lov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Give%20Thanks.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52.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ave%20Jusus.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ollow%20on.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rust%20and%20Obe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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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得很，定規是這樣，一點疑惑都沒有。但是我告訴你們說，等一

等你要看見他的病還是病，兒子還是不悔改，丈夫還是不悔改，難

處還是存在。甚麼緣故？因為那一個信心是在天使身上的，不是在

瓦器裏面。那一個信心是抽象的，太好了。我能夠說世界上沒有這

麼大的信心。有的弟兄來對我說，我現在學習相信神，我不敢說，

好像是，也許不對，但是對不對我不管他，我還是相信就是。我昨

天已經禱告過，神已經給我應許，我知道神答應我的禱告，但是我

不知道為甚麼緣故，今天早起又疑惑起來，又去禱告，你想怎麼

辦？剛才走來的時候，在路上又疑惑起來，怎麼辦？我就對他說，

你就是疑惑一點也不要緊。真實的信心是疑惑所殺不死的。老實對

你們說，把真實的信心擺在疑惑裏更好看。我知道我所說的是甚麼

話。我願意你們不誤會我，我不是要你們去疑惑。問題在這裏，就

是人的瓦器和神的寶貝連在一起，不只是一個。 

所以我歡喜看見當初的教會聚集替彼得禱告，救他脫離兇惡之人

的手。神聽他們的禱告。彼得回來叩門，他們說，這恐怕是彼得的

魂回來了。你們看見麼？這是信心，真實的信心，神能聽禱告的信

心，但是人的軟弱還擺在裏面，你一點沒有看見人的軟弱藏起來。

今天有的人的信心比馬利亞、馬可那一家人的信心還要大，非常有

把握，相信神定規差遣天使，相信神定規把所有監牢的門都打開，

或者像我這一個星期日說了那兩句話，好像說，風吹一下是彼得叩

門了，雨打一下又是彼得叩門了，他這一個人太相信了，但是，還

不是那麼一回事。我頂直的對你們說，那一種的基督徒只能他自己

作，只能欺騙那一班能欺騙的人。認識神的人要對你說，基督教不

是沒有瓦器，基督教是寶貝顯在瓦器裏。我說人的疑惑的確可恨，

我也承認疑惑是罪。從瓦器所出來的沒有一樣可悅納的。但是問題

不是瓦器，問題是寶貝擺進去。不是改良瓦器，修理瓦器，乃是把

寶貝擺在瓦器裏。我告訴你們，許多時候，我們在那裏禱告；許多

時候，我們覺得很有把握，覺得神聽我的禱告。在那裏信心最剛強

的時候，也就是在那裏疑惑的時候。聽神的聲音最清楚的時候，也

就是聽魔鬼的聲音的時候，但是在這一種情形之下，你說感謝神，

讚美神，這是神所給我的信心。你看見這一個信心是不能改變的，

你看見這一個信心還是在那裏。你在神面前看見說，寶貝在瓦器裏

能夠常常彰顯，是在這裏顯出祂的榮耀來。今天我知道有許多基督

徒的生活，有許多基督徒的行為都是人作的，不是寶貝的顯現。都

是人在那裏作，都是人在那裏為裝，都是行為。一個正常基督徒的

生活，我能夠這樣說，當你在神面前真實有把握的時候，實實在在

有把握的時候，你反而在神面前覺得也許我會錯。你在神面前真實

剛強的時候，你反而同時在裏面覺得我不行。你在神面前真實勇敢

的時候，你在裏面反而覺得懼怕。你在那裏真實頂快樂的時候，你

同時覺得這裏面有事情。這一種的矛盾，就是證明瓦器裏面有寶

貝。 

人的軟弱不能限制神的能力 

末了，讓我這樣說，有一件事我們要特別感謝神的，就是人任

何的軟弱，都不能限制神的能力。我們心裏所想的是甚麼呢？我

們的思想是：有了憂愁，應該就沒有喜樂；流淚應該就不會讚

美；軟弱就應該沒有能力；四面受敵就得被困住，打倒了就該是

死了；疑惑就不能相信。但是，今天晚上，讓我在這裏大聲的

說，沒有這件事。請你們記得，問題就是在這裏，神就是要我們

達到一個地步，給我們看看人所有的一切，不過作神藏寶貝的瓦

器。人所有的一切，不過作神盛寶貝的瓦器。人所有的一切，從

不要灰心。我雖然不能作，讓積極的進來，那一個積極的一進

來，就要顯得更亮，更好，更榮耀。許多時候，我們禱告，我們

疑惑了，我們覺得完結了，如果信心一進來，那一個疑惑雖然還

在那裏，但信心能夠叫寶貝顯得更大，能夠叫寶貝在那裏顯得更

榮耀。我在這裏不是說理想，我知道我所說的話。在所有的瓦器

裏，神的寶貝都能夠彰顯。那一個屬靈的矛盾，是基督徒所寶貝

的地方。就是在這一個屬靈的矛盾裏，我們才能生活。就是在這

一個屬靈的矛盾裏，我們才起首認識神。 

所以，當我們在神面前一天過一天，走這一條路越走越多的時

候，我能夠這樣對你們說，你越過就越要尋找出來你裏面的矛盾

是何等的大。裏面那一個裂開的地方，那一個隔開的深淵，你要

看見越隔越大，裏面的矛盾，越過越厲害，寶貝的彰顯越過越厲

害，但是，你看見瓦器還是瓦器。這是何等的好！你看見一個

人，本來的一個人，神給他忍耐，更過於看見一個人本來是一聲

不響的。更好看見一個人，神把謙卑擺在他裏面，更過於看見一

個人本來是退縮的。更好看見一個人，神把溫柔擺在他裏面，更

的。更好看見一個人現在有

神的能力擺在他裏面，更過於看見一個人是天然剛強的人。我告

訴你們，這裏面不知道分別多大。瓦器，無論甚麼種的瓦器，都

能夠在這裏放寶貝，而這一個瓦器還是瓦器，充滿了瓦器。所有

軟弱的人，自以為說，我這一個瓦器裏面充滿了瓦，我是特別瓦

從主來的，那一個在我們身上還要顯出那一個能力，因為這一個

瓦器要照得更亮，要照得更大。如果是這樣，你看見這一個寶貝

是何等的要緊。 

所以弟兄姊妹們，所有的問題都在那一邊。我再說所有的問題

都在那一邊，所有的問題都是積極的。注意消極的人，是愚昧的

人。主能夠在每一個人身上顯出祂的自己來。當寶貝在你身上的

時候，許多人要知道。―― 倪柝聲《得勝有餘》 

【哥林多後書第一章】賜各樣安慰的神 
重點:本章可分成二部份： 

一. 序言(1~11節) ――苦難的遭遇，使我們認識神，叫自己受益

(詩 119:71)，才能幫助別人蒙恩！ 

二. 保羅的辯白(13~17節)――面對人的毀謗、反對，不靠聰明手

段，靠神恩活出屬神的聖潔和誠實，盼扭轉教會光景！ 

鑰節:「那在基督裏堅固我們和你們，並且膏我們的就是神。祂又

用印印了我們，並賜聖靈在我們心裏作憑據(原文是質)。」（另

譯）【林後一 21~22】 

感想:「膏了我們的乃是神」是講聖靈在我們身上作分別為聖的工

作，使我們得以有新的生活和新的事奉。 

「祂又用印印了我們」，意指使我們成為祂的所有物，我們是屬

於祂的，祂是我們的主；印記也含有刻上形像的意思，聖靈的印

記，使我們成為神的形像。 

「聖靈在我們心裏作憑據」有聖靈在我們裏面，作我們將來必得

著一切屬天福分的憑質和保證。 

這三件事實際是一件事的三方面︰膏使我們得著聖靈的能力(參

徒一 8)，得以在生活和事奉上完成所託付給我們的使命；印使我

們屬神，有神的形像、能彰顯神；『質』使我們享受神是我們的

基業。願我們的生活以聖靈受膏、蓋印和作質為中心。 

默想：面對人生的各種抉擇難題，我們是否不靠聰明手段，只靠信

實的父神、堅固的主和內住的聖靈呢？ 

禱告：親愛的主，叫我們每日享受聖靈的受膏、印記、作質的屬靈

經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