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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年 3/2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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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春明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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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一. 4月 8日(主日早上 10 AM) 詩歌敬拜聚會，請全體準時出席。 

二. 5月 26~28日的的福音營請向陳憲明和王艾東弟兄報名。 

 

 

 
 

 

 
 

【本週讀經】天天讀經、背經、禱告、唱詩 

三月廿五日 

讀經 申三十一～三十二；路六 12-49 

鑰節 「你們為甚麼稱呼我『主啊，主啊，』卻不遵我的話行

呢？」【路六 46】 

禱告 主啊！求你賜我力量，讓我到你面前，聽你的話，並且能付

代價遵行你的話。 

詩歌 眾人湧進主的國度- YouTube   

三月廿六日 

讀經 申三十三～三十四；路七 1-23 

鑰節 「主看見那寡婦，就憐憫她，對她說：『不要哭。』」(路七

13】 

禱告 主啊！我們所有的悲傷、苦難，你都知道並且看見了，教導

我們把自己交託給你，讓你的慈愛與憐憫臨到我們的身上。 

詩歌 我有一位奇妙救主-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廿七日 

讀經 書一～二；路七 24-50 

鑰節 「所以我告訴你，她許多的罪都赦免了，因為她的愛多；但

那赦免少的，他的愛就少。」【路七 47】 

禱告 主啊！願我們的心單單屬你，讓我們用愛的行動來回應你的

恩典。 

詩歌 主啊我深愛你-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廿八日 

讀經 書三～四；路八 1-25 

鑰節 「那落在好土裏的，就是人聽了道，持守在誠實、善良的心

裏，並且忍耐著結實。」【路八 15】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願作有耳可聽的人，讓你的話在我們心中結

實累累。 

詩歌 照我本相- YouTube   

三月廿九日 

讀經 書五～六；路八 26-56 

鑰節 「耶穌聽見就對他說：『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兒就必得

救。』」【路八 50】 

禱告 主啊！我願在『不要怕』的信心中不斷更新、成長。 

詩歌 來罷，憂傷的人-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三十日 

讀經 書七～八；路九 1-17 

鑰節 「耶穌說：『你們說我是誰？』彼得回答說：『是神所立的

基督。』」【路九 20】 

禱告 主耶穌，求你在我們裹面創造一顆飢渴慕義的心，願一生竭

力地追求認識、體驗你。 

詩歌 認識祢，耶穌-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三十一日 

讀經 書九～十；路九 18-36  

鑰節 「耶穌轉身責備兩個門徒說：『你們的心如何，你們並不知

道。(有古卷本節只有首句“耶穌轉身責備兩個門徒”) 人

子來不是要滅人的性命(性命或作靈魂下同)，是要救人的性

命。』說著就往別的村莊去了」【路九 55~56】 

禱告 主啊，求你幫助我們明白你的心意，叫我們與你同心，同行

十架道路。 

詩歌 哦,我要像你―土豆网视频赞美诗歌 

【家訊信息】苦難中的頌讚 
在林後一 3-11節，這一段經文裡，保羅講到他受苦的種種經歷，

主要的歷史背景記載在使徒行傳第 19章，就是保羅在以弗所受逼

迫的事。保羅經過大苦難之後，在這裡回憶受苦的經歷，說出他

在受苦中所得到的益處，這證明他實實在在的承認詩人所說的

話：「我受苦是與我有益」。有許多基督徒常常在口頭上和理智

上知道受苦是與他有益，可是在受苦之中，他還是有許多怨言，

這些怨言表明他還沒有真看出受苦是與他有益。要不然，他就不

會發怨言了。所以，在這一段經文裡，保羅給基督徒很好的教

訓，因為我們在世界上，難免有各樣的苦難，主耶穌也曾經說

過：「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約

16:33）所以，我們對苦難抱甚麼樣的態度，實在對我們靈性生

活、人生的態度，有很大的影響。 

苦難使我們認識神的慈悲（1:3） 

沒有苦難，我們不知道神是發慈悲的，父因為我們沒有苦難，我

們無法親身體驗，神怎樣在各種絕境險境中向我們發慈悲，給我

們合時的幫助。但當我們經歷痛苦，甚至生命垂危的時候，得到

神的搭救，我們就真知道，神是發慈悲的父了。 

苦難本身就是神的「慈悲」（1:3） 

苦難就好像一個雕刻家要雕刻一塊木頭的時候，必須要用各種刻

刀，在木頭上削去該削的部分，劃出各種痕跡，才能雕刻出各種

圖案。在他完成雕刻後，那塊木頭便成為美妙偉大的藝術品。而

在還沒有完成作品之前，他劃下的每一刀，刻下的每一個圖案，

或是每一線條，都是他的一種「慈悲」，是他對這塊木頭的好

意。 

同樣，神也藉著各種患難，使我們成為祂的傑作；不單是我們成

為祂的傑作以後，祂才是慈悲的，就是在祂讓我們受苦的時候，

祂也是慈悲的。每一種苦難，就好像每一道刀痕；這些刀痕雖然

叫我們的心靈、身體或錢財遭受各樣的痛苦和損失，但是，它們

都是神的慈悲。因為沒有這些打擊、挫折、患難和管教，在我們

的經歷裡面，或我們的屬靈生命裡面，就不會有這種屬靈的痕

跡，如同那位藝術家留在那藝術品上的美妙圖案和線條，我們就

不能夠成為神的「傑作」，顯不出祂在我們身上的奇妙作為。所

以保羅在經過苦難以後，他稱頌神「是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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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com/watch?v=rg_baPnT7tw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I%20love%20Thee.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g_baPnT7tw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506.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knowing%20jesus.htm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nTnbC8E-K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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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 

苦難使我們得著各種的安慰（1:4-5）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我們」，這是保羅自己親身經歷

過的。他在以弗所時，因銀匠底米丟所挑起的暴亂，幾乎「連活命

的指望都絕了」（下文 8節），但神卻保守了他的性命。至於他在

以哥念、路司德、呂高尼（徒 14:1-7,19-20）、腓立比（徒 16:22-

34）、帖撒羅尼迦（徒 17:1-9），神也都使他在患難中得著安慰。

就以哥林多教會來說，雖然內中有反對他的人，有使他「憂愁」的

犯罪信徒，但神還是照樣叫他得著「安慰」（林後 7:6-7）。所以

這句話不只是保羅的見解，也是他的見證；不只是他的「講論」，

且是他的「結論」。 

「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神可

能藉人安慰我們，也可能親自叫我們自己領悟神旨而得安慰。但那

得著神所賜的安慰的人，必然是受過患難的人。惟有在患難中受過

神安慰的，才知道怎樣去安慰遭患難的人。 

總之， 4,5這兩節，是解釋第 3節的話，說明為甚麼神是發慈悲

的父，賜各樣安慰的神。因為患難就是一種機會，讓我們能夠多得

神的安慰。我們經過一切患難，領略祂的安慰，就知道神的慈悲

了！ 

受苦可使別人後益（1:6） 

苦難的最高意義，不單叫受苦者得著益處，叫神得榮耀，還要使

一切屬神的人都得到益處。每一次我們受苦的時候，為主的名受冤

屈、受欺負、受誤會、受患難，我們總要記得，這「苦」不單是為

我個人受的，也是為別人的益處而受的。 

在一切的患難中，我們得到神的安慰之後，就學會了怎樣用神所

賜給我們的安慰，去安慰那些跟我們遭遇同樣患難的人。我們受過

人的誤會和冤屈，吃過虧，被人欺騙、反對、譏笑，領略了其中的

痛苦，又得到神的安慰，看見神的公義和神的作為，確知神是信實

可靠的，就能夠用同樣的經歷，去安慰那些跟我們受一樣痛苦的

人。 

注意，本節是表現信徒與神僕之間的親密關係。沒有那種親切的

關心，也就得不著那種安慰了。哥林多信徒，雖然有反對保羅的，

但也有許多人是敬愛神的僕人的。保羅在本書中所講論的教訓，常

根據部份信徒已發生的情況，對全體信徒作原則性的指導。不論是

失敗方面或成功方面，保羅都把那些原本是局部的或個人的成敗，

轉變成適合全信徒的教訓，向他們講解。 

苦難使我們對人有信心（1:7） 

這一節經文使我們看見，保羅從自己受苦的經歷中，經驗到神的

安慰和慈愛，而在患難中滿有盼望；所以他們對在受苦中的哥林多

信徒也產生同樣的堅定盼望，知道他們也會因苦難得益處，他並不

為苦難過份擔憂。 

苦難叫我們認識主的救恩（1:8-10） 

第 8,9節是保羅追述他在以弗所時，銀匠底米丟挑唆群眾引起騷

動的光景。當時他們要把保羅和他的同工活活打死。所以保羅在這

裡說：「遭遇苦難，被壓太重，力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

了。」但事實上他們並沒有死，這證明不是靠人的能力，乃是靠那

叫死人復活的神。照保羅在這裡所述的遭遇，他們所蒙的拯救，實

在是「死而復活」的拯救。 

使徒保羅從他過去得蒙基督奇妙的搭救經歷中獲得信心，深信現

在或將來，主也必同樣拯救他。主不只是過去的主，也是現在的

主，不論靈性方面或肉身方面，過去或現在，祂都同樣拯救我們。

「並且我們指望祂將來還要救我們」，本句固然可以指患難方面的

拯救，也未嘗不可以指身體得贖方面的拯救。因為不論是肉身或是 

靈肉身或是靈魂的拯救，都包括在基督救贖的恩典之中了。在危

難或疾病中得蒙拯救，只不過稍微預嘗身體得贖那奇妙的救贖能

力罷了。 

苦難叫信徒熱心代禱（1:11） 

遭受苦難的人向沒有受苦的人提代禱的要求，是難以拒絕的；在

受過苦之後勸勉別人要為受苦的人代禱，更能激發信徒的熱心。保

羅自己既曾為基督受苦，在此勸勉哥林多人用祈禱幫助他們，這樣

的勉勵，當然會發生效果的。哥林多信徒雖然靈性軟弱，但仍樂意

為這位曾在他們中間受過苦的保羅禱告，並藉著禱告幫助他們，就

像跟他們一同勞苦作工那樣。 

他們在極大的危險中得救，固然是出於神的恩典，但也是哥林多

人禱告的果效，所以神容許祂的僕人遭受苦難，確有祂的美意，叫

信徒學習禱告，並經歷禱告蒙應允的喜樂。當他們看見神垂聽禱

告，神的僕人們雖經過苦難卻得蒙拯救時，就從心裡為他們發出感

謝。所以「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 8:28）。 

總而言之，使徒的腳蹤是受苦的腳蹤──為福音的見證受苦，為

信徒的益處受苦，為學習怎樣專心倚靠主受苦。從使徒們受苦的經

歷中，可見我們如果為基督受苦，必不徒然。我們應該效法使徒腳

蹤，在苦難中獻上頌讚。―― 陳終道 

※惟有受神感動的，纔能感動人；受神安慰的，纔能用神的安慰去

安慰人。─ 陳崇桂 

※神安慰我們，不是叫我們享受安慰，乃是要我們作安慰使者。─ 

喬懷德 

【哥林多後書第二章】顯揚基督香氣 
重點:本章可分成四部份： 

一. 改變行程的原因 1~4節―為使眾人沒有憂愁而改變行程。 

二. 寬恕那悔改的人 5~17節―以愛心為出發點的管教與赦免。 

三. 保羅的行蹤 12~13節―心繫教會的光景過於福音事工。 

四. 顯揚基督香氣 14~17節― 在基督裏誇勝並顯揚基督馨香之氣。 

鑰節: 『感謝神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

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林後二 14) 

感想: 本節保羅借用羅馬軍隊凱旋歸來時的遊行情景例來說明他到

處為主作見證。當時的羅馬軍隊打勝仗凱旋回來，群眾燒香夾道歡

迎。在遊行隊伍的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百戰得胜歸來的將軍，走在

他的士兵和戰俘的前面。不久之後這批俘虜不是被殺，就是被囚為

奴。對被處死的人而言，香的氣味是死的香氣，意味著即將面臨死

刑的訊號；對其餘留下的人而言，香氣叫他們活，意味著他們將由

死亡進入生命。保羅藉此表明，基督就是得勝大軍的元帥，而他已

被基督征服，成了祂凱旋行列中的俘虜。因此他的職分是藉著傳講

福音信息和生活的見證，在世人中間彰顯基督的香氣，使那些接受

福音的人就得救，拒絕的人就滅亡。 

基督馨香之氣是從順從神引領的人身上所發出來的。所以我們必

須操練，一切所行都是根據神的旨意，並且順從基督的帥領。在服

事主的路上，什麼時候我們順從主的帶領，就有基督馨香之氣，而

使人得著屬靈的供應；什麼時候我們體貼自己，隨從己意，就會失

去基督的馨香，而無法供應基督的生命。一個被基督浸透的人，無

論到甚麼地方，身上總會帶著基督的香氣，流露基督的甜美。願我

們愈來愈多被浸透在基督裡，身上充滿屬天香氣，對人散發無形的

影響力，因而到處都留下得勝的經歷和美好的見證。 

默想：我們今生有美好的影響力嗎？ 能到處顯揚基督的香氣嗎？

禱告：親愛的主，教導我們學習，無論到那裡——在家、在辦公

室、在朋友中，總是帶著基督的香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