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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年 4/2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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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愛筵聚會 
週六晚上 6:30-9:30 PM     

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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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廿二日 

讀經 撒上 3~4；路 20：19-47 

鑰節 「耶穌說：『這樣，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

神。』」【路二十 25】 

禱告 主啊！「我每靜念那十字架，並主如何在上受熬，我就不禁

渾忘身家，鄙視從前所有倨傲。假若宇宙都歸我手，盡以奉

主仍覺可羞；愛既如此奇妙深厚，當得我心，我命，所

有。」 

詩歌 我每靜念那十字架-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廿三日 

讀經 撒上 5~7；路 21 

鑰節 「因為眾人都是自己有餘，拿出來投在捐項裏；但這寡婦是

自己不足，把她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路廿一 4】 

禱告 主啊，收我此生作奉獻，毫無保留在祢前； 收我光陰幷時

日，用以榮耀祢不置。   

詩歌 收我此生作奉獻 -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廿四日 

讀經 撒上 8~10；路 22：1-38 

鑰節 「又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說：『這是我

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

我。』」【路廿二 19】 

禱告 主啊，我們願照你的吩咐，常常藉擘餅喝杯來記念你，並學

習等候你來。 

詩歌 我們照你恩惠話語-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廿五日 

讀經 撒上 11~13；路 22：39-71 

鑰節 「主又說：『西門，西門，撒但想要得著你們，好篩你們，

像篩麥子一樣。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

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路廿二 31~32】 

禱告 主啊！我願和你建立直接的關係，求你賜我力量，肯努力進

『窄門』，肯花代價走十字架道路，追求你的稱許。 

詩歌 我有一救主，在天為我祈求-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廿六日 

讀經 撒上 14~15；路 23：1-32 

鑰節 「彼拉多對祭司長和眾人說：『我查不出這人有甚麼罪

來。』」【路廿三 4】 

禱告 主啊，我們愛你，因你的鞭傷，我們得了醫治，因你所受的

刑罰，我們得了平安。 

詩歌 咒詛祂受，祝福我享- - YouTube  

四月廿七日 

讀經 撒上 16-17；路 23：33-56 

鑰節 「耶穌大聲喊著說：『父阿，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

裏。』說了這話，氣就斷了。」【路廿三 46】 

禱告 主啊，你為我們死，我們願為你而活。 

詩歌 祂為我死，我纔能活-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廿八日   

讀經 撒上 18~20；路 24：1-12 

鑰節 「祂不在這裏，已經復活了。」【路廿四 6上】 

禱告 主啊，

我才得以稱義。 

詩歌 一日，當天上充滿讚美之聲―Hymn  

【家訊信息】歷程與站口 
我們認識了生命的意義，並揀選走上生命路，其中的歷程包括了

以下五個站口： 

經歷重生 

生命歷程的起點，就是要有生命，這是我們已經歷過的，就是我

們的重生。尼哥底母求教耶穌時，稱耶穌為夫子，以為夫子可以

教他甚麼，但人若不在生命路上，則無論談甚麼教導、行善、哲

理、觀點、角度和方法，都沒有用，所以主耶穌開宗明義說：

「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約三 3) 尼哥底母是一個

法利賽人，又是猶太人的官，可謂德高望重，但這些不是生命。

從肉體生的就是肉體，只有敗壞和死亡，不是生命，惟有從靈生

的才是靈(約三 6)，所以第一個站口是從水和靈生，因為「…人若

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約三 5)我們必須經過

受浸，了結已往非生命的，並且從靈生，從神得著神聖、非受造

的生命，然後開始在這生命的路上。 

我們是重生的人，有從聖靈生的生命，但同時肉體的生命還在我

們裡面，引誘我們走非生命的道路，成為我們的攔阻。人若沒有

對重生的意義有深刻的認識，就很容易回到舊路，受到舊習慣和

舊性情的影響。重生乃是神要把我們帶到生命的起頭，叫我們有

一個新的開始，走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並且一直在這條路上向

前。彼得前書一章 3節說：「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重生了我

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即是說主的死了結我們已往從肉體

生的生命，他的復活釋放了生命，叫我們得著重生。若我們認識

所得著的生命，寶貴、持定、揀選並倚靠這生命，就能一直走在

生命的路上。 

餵養生命 

我們重生了，得著了生命，就要餵養這生命，叫生命在我們裡面

不斷長大，方法是每天來親近主，從主得著生命的供應。然而，

若還沒有建立這種生活，還沒有經過這站口，生命就停滯不前，

沒有成長。從舊約的預表來看，出埃及記十四章記載以色列人出

埃及過紅海，十六章就題到嗎哪，十七章題到磐石出活水，可見

神所關心的是以色列人吃喝甚麼。 同樣，我們都過了紅海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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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ts%201.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31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687.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595.htm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eWo0SJxN4w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407.htm
http://www.hymnal.net/hymn.php/ch/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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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接著的歷程就是吃喝甚麼。昔日以色列人每天在曠野的歷

程上，都是靠吃嗎哪和喝靈水而活；今天我們活在地上，不是單

靠食物，乃是靠從天上來生命的糧，就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磐

石被擊打有活水流出，預表主成為我們活水的供應，聖靈在我們

裡面湧流活水江河直到永生，也講出我們喝的是生命活泉出來的

靈水。今天我們是否常常來到神面前，讓聖靈來充滿，飲於一位

聖靈，吃喝主自己，以至生命成長？  

彼得不但講重生(彼前一 23)，也講長大( 彼前二 1-2)，所以我們不

要停留在重生，還要讓生命長大。我們是藉神活潑常存的道而重

生，也要吃靈奶而長大。主說：「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

是生命。」(約六 63)每天我們藉著活潑的話來碰著主、吃喝主、得

著主，就是走在生命的路上。求主叫我們建立這樣的生活，每一天

藉著主的話得著供應和餵養，就是揀選生命。親近主是與我們有益

的(詩七十三 28)，所以我們要每天親近主，這能救我們離開死亡的

道路，離開非生命的事物，而常常行在生命的路上。  

憑信而活 

已往我們著重看得見的和感覺得到的，重生後被帶到另一個領域

裡，是屬靈的，是看不見的，所以要憑信心不憑眼見。甚麼時候我

們活在眼見裡，就回到已往的領域裡，經常起起伏伏，從生命的路

上岔了出去。彼得前書一章 3節告訴我們重生了，接著就說到活潑

的盼望(3節)、天上的基業 (4節)和末世顯現的救恩(5節)，這些在

今天都是看不見的，但我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所走的道路

不是憑著眼見，乃是憑著信心。  

有時我們會覺得屬靈和生命的事虛無飄渺、不實在，反而每天生

活、工作上的事很實在，關鍵在於我們顧念甚麼：「原來我們不是

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

是永遠的。」(林後四 18)  

我們需要在生命的歷程中有另一個眼光，常常顧念所看不見的，

看重屬靈的事情，這樣就會感到神是何等親近，他的話和他的應許

都是實在的，叫我們能走在生命的路上。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實底，

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對於有信心的人，所盼望的未見之事，都被實

化了，他們憑信心活在另一個領域裡(參來十一)。若然不信，活在

眼見的領域裡，就要倒斃在曠野，不能進入生命終極的豐富。  

經歷十架 

生活中有許多事物與生命對立，攔阻我們往前，引誘我們離開生

命的道路。生命路實在是窄路，門是小的，所以臃腫肥大的人不能

走。十字架是最好的瘦身工具，除去我們許多纏累如錢財、世界和

情慾，對付我們的舊人、肉體、世界和自己，叫我們能一直走生命

路。 

十字架也成為我們的拯救和幫助，羅馬書六章說我們的舊人與主

已經同釘十字架，與主聯合，罪不再轄制我們，叫我們不會從這條

路上岔出去。加拉太書五章說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

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任何肉體的舉動、表現和生命

都藉著十字架對付了。十字架還對付了世界：「…因這十字架，就

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

上。」(加六 14)叫我們不被世界困擾，維持與神的相交。  

在職場上我們要與充滿野心和私心的人相處，面對各樣的反應、

價值觀、惡毒、嫉妒、報復、憂慮、驕傲…這些世人的樣子，也

都在我們的舊人肉體裡面，需要藉著十字架來對付，才能完全分

別而得勝，這就是十字架的經歷。若不支取十字架的救恩，就不

能走在生命路上。即或我們很想持守生命，但有太多東西使我們

絆倒，除非有十字架；當我們有這看見，就會擁抱十字架。神在

我們身上所要作的，已經先在基督身上作了。我們能夠得著釋

放，經歷從十字架而來的拯救，全因連於基督。主為我們釘死

了，我們連於主、親近主，聖靈就將十字架釘死的事實執行在我

們身上。 

十字架的站口包括兩方面：一是神藉著基督成就了一切，來成為

我們的供應，叫我們來相信；二是我們要順服聖靈，將世界、肉

體和自己都交給聖靈，讓聖靈將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都執

行在我們的生命裡。我們要承認肉體所有的一切只配釘在十字架

上，主耶穌已作成了十字架的救恩，聖靈今天來執行。我們該有

的態度是：阿們、同意、交給主，讓聖靈藉十字架在我們身上常

常作除去、分別、治死的工作。  

常在主裡 

神是生命，甚麼時候離開他，甚麼時候就不在生命裡，所以每時

每刻都要連於主，常在主裡面。若我們要走在生命路上，必須經

過這個站口，時時刻刻都連於生命，不間斷地連於主。我們都不

是常連於生命的人，即或有了重生，每天親近主，活在看不見的

領域，經歷十字架的拯救，裡面仍覺得不滿足，常覺與主有間

隔，不是常常連於主，不能達到聖潔，不在生命路上。  

我們實在需要被主開啟，看見主不會撇下我們，他根本沒有離開

過我們，如枝子連於葡萄樹一樣。許多時候我們都想爭取達到這

樣的地步，但其實神已經將我們救到基督裡，我們都在主裡面，

這是已經作成的事實。我們需要在信心裡看見這事實，並活在這

事實裡─常在主裡面。  

總結 

求主在生命路上把我們帶進常在主裡面的經歷，叫我們不單重

生，每一天親近主，憑信心不憑眼見，藉著十字架對付一切非生

命的東西，並且憑信心連於主，常常連於生命，從他得著我們一

切的供應。十字架是拒絕一切非生命的東西，連於主是從主得著

我們所有的供應。這些是生命路的站口，也是我們的歷程。最終

我們能得著全備救恩的豐富和榮耀，就是永生。  —摘自香港教會

家訊 

【哥林多後書第六章】保羅勸勉的話 
重點: 從第六章到第七章是保羅勸勉的話。本章可分成二部份： 

一、 與神同工 1~10 節——不可徒受祂的恩典，在各樣的事上仍顯

神僕人的美德。在一切處境中，我們是否表明是神的用人

呢？ 

二、 聖別的呼召 11~18 節——過分別為聖的生活。我們的人生的

目標，態度和價值觀，是否與世人有所分別呢？ 

鑰節：「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義和不義有甚

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甚麼相通呢？基督和彼列(彼列就是撒

但的別名) 有甚麼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干呢？神

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林後六 14~16節上】 

感想：舊約聖經明文禁止人用牛與驢同負一軛耕地(申 22:10) 。

因為牛是潔淨的而驢是不潔的，牠們的步伐和力量也不相同。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這話提醒我們的生

命和在神面前的地位和不信的人截然不同，所以不可和不信的人

同流合污，而隨世浮沉。然而這裏並沒有一個意思說，我們不能

與世人來往，而是要分別為聖，為主作見證。所以我們不該參與

一切『不義』、『黑暗』、『撒但』、『不信』、『偶像』的活

動，以免跌倒，淪落為世界之子。 

默想：基督徒的見証是來自「分別為聖」，有分別才有見証。 

禱告：主啊！求你賜我們和不信的人來往，把他們引到你面前； 

讓我們靠你恩典分別為聖，勇敢地為你作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