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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年 4/1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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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育明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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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8日(週六晚上 6:30 PM )福音愛筵聚會，請全體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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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十五日 

讀經 士 15～16；路 16：19-17：10 

鑰節 「因為我還有五個弟兄；他可以對他們作見證，免得他們

也來到這痛苦的地方。」【路十六 28】 

禱告 主啊，我們願把握機會向人傳福音，領人歸向你。 

詩歌 我愛傳講主福音-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十六日 

讀經 士 17～18；路 17：11-37 

鑰節 「我對你們說，當那一夜，兩個人在一個床上，要取去一

個，撇下一個。兩個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個，撇下一

個。 兩個人在田裏，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路

十七 34~36】 

禱告 主啊，願你今日在我們心中作王，那日我們被提，在神的

國中，享受與你的同在。 

詩歌 吸引我近，更近，親愛主-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十七日 

讀經 士 19；路 18：1-18 

鑰節 「耶穌設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路

十八 1】 

禱告 主啊！使禱告成為我們生活中的必須。 

詩歌 何等朋友我主耶穌- YouTube   

四月十八日 

讀經 士 20~21；路 18：19-43 

鑰節 「耶穌站住，吩咐把他領過來；到了跟前，就問他說：

『你要我為你作甚麼？』他說：『主阿，我要能看

見。』」【路十八 40~41】 

禱告 主啊，求你幫助我們，使我們的禱告具體、情詞迫切、充

滿信心。 

詩歌 耶穌，我來就你-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十九日 

讀經 得 1~2；路 19：1-28 

鑰節 「耶穌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因為他也是亞伯拉罕的

子孫。」【路十九 9】 

禱告 主啊，你能改變了撒該的生命，也必能改變我們。 

詩歌 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變-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廿日 

讀經 得 3~4；路 19：29-47 

鑰節 「耶穌快到耶路撒冷看見城，就為它哀哭。」【路十九

41】 

禱告 主阿，但願我們能體會你的心腸，賜給我們一顆與你同哭

的心，常常為罪人傷痛而禱告。 

詩歌 祂的臉面，祂的天使常看見-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廿一日 

讀經 撒上 1~2；路 20：1-18 

鑰節 「耶穌看著他們說：『經上記著：“匠人所棄的石頭，已

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路二十 17~】 

禱告 主啊，我願調整與你的關係，服在你的權柄下，有分於你

的建造。 

詩歌 磐石磐石，耶穌基督- YouTube  

【家訊信息】寶貝顯於瓦器 
哥林多後書四章七至十節說：「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

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我們四面受敵，卻不

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

了，卻不至死亡。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

我們身上。」 

寶貝與瓦器 

寶貝放在瓦器裡，是很有名的一句聖經。寶貝是指主耶穌，瓦

器是指我們人。我們信主接受基督，卻不是信從一個學說，也不

是相信一個道理，乃是把基督耶穌信到了我們裡面，像寶貝裝到

瓦器裡一樣。以後基督徒的一生，就是寶貝與瓦器，是一又是

二，是二又是一的故事。為甚麼稱基督為寶貝呢？因為他才是真

的、好的、活的，像寶貝一樣。在他之外一切的事，若不是虛假

的、虛空的，就是壞的、惡的，再不然就是死的。尤其是對我們

的人生說，有了基督才有真理，才有最好與最美的，才有生命和

生氣，所以基督乃是我們的寶貝。 

我們為甚麼是瓦器呢？不光因為我們原是用土造的，如同瓦罐

一樣，更因為人類墮落之後，離開天越來越遠，接觸地(就是土)

越來越近。土在聖經中預表卑賤、低下、咒詛、困苦以及死亡，

人既是出於土，所以人生的表現不過是卑賤、脆弱、低下、咒

詛、困苦，死後又歸於土。又因為我們像個盛裝東西的器皿，所

以是個瓦器。 

若是我們不信基督，和他不發生關係，我們這一生不過像些瓦

盆瓦罐瓦缽，便宜得很，沒有多少價值。有些人花費了不少的心

血精力，裝了不少學問，得了不少金錢，搶上了高位，還不過如

虛空的瓦器，到頭來只賺得一聲嘆息。對裝的東西不滿意，對自

己更不滿意。但是相信基督耶穌的人，發現基督是寶貝的時候，

那種喜樂，那種驚奇，叫人無法形容。從此以後，不必為自己嘆

息了，因為在我們裡面的乃是無價之寶，這個瓦器竟然裝了個寶

貝。  

甚麼是基督徒呢？基督徒乃是瓦器裝了個寶貝的人。看一個基

督徒，外面分明是個瓦器，但是裡面有個寶貝，這是基督徒的特

徵。人看見我們是瓦器，因為我們仍舊脆弱、卑賤等等，但是在

我們裡面的，卻是剛強、高貴、活潑等等。人是同一個人，卻有

兩種表現：一種表現屬土，一種表現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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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mmary59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66.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ID1QI7FZ-4&feature=related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Jesus%20I%20come.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Since%20Jesus%20Came%20Into%20My%20Heart.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373.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4Dwuip-s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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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大的能力 

使徒保羅寫哥林多後書的時候，就把自己這種寶貝放在瓦器裡

的光景，描寫得十分得體。他自己是軟弱的，但是他裡面卻有

神的莫大能力。他常四面受敵，好像無路可走，但是寶貝叫他

不被困住。他常常心裡作難，甚至常常哭泣，好像沒有希望

了，但是寶貝使他從不失望。他遇到逼迫，似乎無人幫助，無

路可逃，但是寶貝照顧他，沒有丟棄他。他也常被人打倒，似

乎一敗塗地，甚麼都完了，但是寶貝作他生命，不至於死。他

常被人置於死地，但是就在死地，寶貝又藉著他顯出生命來。

這就是寶貝在瓦器裡的生活，也是一切基督徒該有的生活。 

保羅的生活又給我們看見，瓦器就是瓦器，寶貝就是寶貝，瓦

器雖然不是寶貝，卻要顯出裡面的寶貝。全本哥林多後書，保

羅都未說他這個瓦器怎樣變成寶貝，卻在每章中說，寶貝怎樣

彰顯於他這個瓦器。  

例如在第二章中，他說他無論走到哪裡，都顯揚一種或叫人死

或叫人活的香氣。這香氣不是出自他，乃是出自他裡面的基

督。又在第三章中，他說他承擔了一種職事，是最榮耀的職

事，遠超過摩西所承擔的。不是他能承擔得起，乃是在這裡面

的寶貝─靈。以後各章中，都有類似的例證。 

顯出寶貝 

我們作了基督徒，不要盼望把自己改得完善，作一個完全人，

好榮耀基督。你要作完全人的時候，寶貝就顯不出來了。不是

你以瓦器來榮耀基督，乃是基督的榮耀從瓦器上顯出來。我們

想，一個標準的好基督徒，應該是只會笑不會哭，哭是軟弱的

表示。我們以為標準基督徒不該軟弱，不該有爬不起來的時

候，不該有灰心的時候，也不該膽怯如鼠。我們不但這樣要求

自己，也在別人身上要求。看到我素以欽佩的屬靈人，居然也

會傷心流淚，也會軟弱如水，也會躲藏後退，沒有丈夫氣概，

就批評他，說他不該，忘了我們每個人都是瓦器。 

神不要我們單看瓦器，保羅本人不也是個瓦器麼？主耶穌要我

們看寶貝，更要使寶貝顯出來；寶貝不顯出來，不過是個瓦

器，不值得討論。寶貝怎樣顯出來呢？乃是藉著經歷每個人裡

面的寶貝。你經歷他越多，他就顯得越多。保羅把他的寶貝顯

得很多，就是因為他經歷得多。例如在林後十二章，保羅說他

身上有一根刺，刺得他很難過(這根刺大概是指一種病痛)。他三

次禱告主，求他把這根刺拿去，主都未答應他的禱告，卻告訴

他，要給他夠用的恩典。主說：「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

上顯得完全。」人的軟弱就是瓦器的本質，不能改變，但是主

的能力乃是出自寶貝。從那時起，保羅一面還帶著他那軟弱的

瓦器，一面又彰顯神的能力。我們也要轉我們的想法，不去改

良我這個瓦器，只去經歷基督，好使寶貝從我身上顯出來。 —

摘自真理號聲 

【哥林多後書第五章】向主活 
重點: 保羅在第五章見證他如何為『向主活』，表示他一切的

工作、行動都是以主為中心。本章可分成四部份： 

一、 向主活的盼望 1~10 節——渴望身體得贖，並在基督臺前得

獎賞。我們是否立了志向，今生一切只討主喜悅？ 

二、 向主活的動力 11~15 節——為神癲狂，為人謹守，因受基

督之愛的激勵。我們的世言行、動機，是否只向死而復活

的主活？ 

三、 向主活的生活 16~17 節——在基督的新造裏。我們從今以

後，是否有新的眼光，過新造的生活，盡新的職份？ 

四、 向主活的使命 18~21 節——勸人與神和好。我們的服事是

否叫人認識神、遇見神、經歷神？ 

鑰節：「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

死，眾人就都死了；並且祂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

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林後5：

14~15） 

感想：『激勵』二字，在原文是一件東西在水上，被水沖去，

就是這裏的意思。基督的愛，好像水的力量那樣把你沖去。李

文司登說，如果有人為買賣黑奴的緣故來到阿非利加，難道基

督的愛不能激勵一人到阿非利加麼？所以他去了。因他一人被

基督的愛激勵，把自己的生命放下，不知叫多少人因此得了生

命。真的，惟有基督的愛能激勵人。愛，是不能拿出給人看

的。但是，你如果嘗了這愛的甘美，而不被牠沖去，乃是不可

能的。 

15節這裏的『想』，在原文是斷定的意思。基督的愛所以激

勵我們，是因為我們斷定兩件事：一，基督一人死，就是替眾

人死了。基督的愛，與基督的死，是分不開的；所以有基督的

愛，是因基督死了。二，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

死而復活的主活，這是目的。因為基督的愛激勵我，我沒法不

為祂活，沒法站在自己的地位。 

多少時候，我們要對一個罪人作見證，是何等難。好像話還

沒有說，臉就要紅了。我剛得救的時候，要對一個同學作見

證，但是，見了面，好像真難以開口。一去再去，都覺得要開

口講到耶穌二字真不容易。但是，一被基督的愛激勵了，就沒

有法子不作見證。如果能不作，就可以不作了，只因為被基督

的愛激勵了，就沒法不作見證了。弟兄姊妹們！但願基督的愛

今天充滿我們，激勵我們。──倪柝聲 

默想：我們每天所作的，是為誰而活？在每天忙碌的生活中，

我們怎樣向主活？ 

禱告：親愛的主，求主幫助我們建立向主活的生活 

【心靈加油站】我是誰？ 
一個女人昏迷了，正在離留之際， 忽然感到被接到天上去， 站在

那審判者的寶座前。 

一個聲音問她說：「你是誰？」 

她回答：「我是一位市長夫人。」 

「我並沒問你是誰的妻子，而是你是誰。」 

「我是我四個孩子的母親。」 

「我並沒有問你是誰的母親，而是你是誰？ 」 

「我曾是一位教師。」 

「我也沒有問你的職業，而是你是誰？ 」 

他們就這樣對答下去，可是，不論她給予什麼答案，似乎也沒有答

對那問題：「你是誰？」 

「我 是一位基督徒。」 

「我並不是問你的宗教信仰，而是你是誰？」 

「我是每週去聚會，而且，時常都幫助窮苦和有需要者的那人。」 

「我也不是問你做了什麼，究竟你是誰？」 

她顯然是過不了這關， 因此，她被送回地上來了。當她從病中康

復過來後，她決意找出她究竟是誰。此後，她的生活全改變了。 

※默想： 

你有責任成為你自己──真正的你──而不是某某人，或成為這樣

那樣，因為其中可能隱藏著野心、貪婪….而你只不過是生活在某

些框框裡罷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