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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年 5/1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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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憲明弟兄家 

Morganville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曹英杰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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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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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三日 

讀經 撒下 22； 約八：31-59 

鑰節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在亞伯拉罕是以前，

我就是(before Abraham was, I am)。』」【約八 58原文直

譯﹞】 

禱告 主啊！使我們逐日認識你更深，更多經歷、享受你的所是。 

詩歌 祂是一切最親- churchinmarlboro.org 

五月十四日 

讀經 撒下 23~24；約九 

鑰節 「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見了。」

【約九 25】 

禱告 親愛的主，不論要出任何代價，求你開我們屬靈的心眼，使

我們能真認識自己生命的殘缺，更豐滿的認識你。 

詩歌 驚人恩典- YouTube 

五月十五日 

讀經 王上 1；約十：1-18 

鑰節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約十 11】 

禱告 主啊！我們是屬於你的羊，讓我們的「耳」上和「腳」上，

都有屬你的印記，一生跟隨你的腳蹤，天天享受你的引導、

保護、供應和眷顧。 

詩歌 輕輕聽- churchinmarlboro.org  

五月十六日 

讀經 王上 2；約 10：19-42 

鑰節 「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

他們奪去。」【約十 28】 

禱告 主啊！我們感謝你，是你尋找我們這迷失的羊，並賜我們永

生，使我們永不滅亡，我們願跟隨你到底。 

詩歌 有福的確據- churchinmarlboro.org  

五月十七日 

讀經 王上 3～4；約 11：1-16 

鑰節 「耶穌對她說，我就是那復活，就是那生命；信入我的人，

雖然死了，也必（復活）活著。」﹝原文直譯﹞（約十一

25）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信你是神的兒子，是生命，是復活。你自己

死裡復活，使我們得永活生命。 

詩歌 榮耀歸與你- churchinmarlboro.org  

五月十八日 

讀經 王上 5～6；約 11：17-57 

鑰節 耶穌對他們說：『解開，叫他走。』」【約十一 43】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願意學習「挪開心中的石頭」和「解開一切

的捆綁」，經歷你復活的大能和榮耀。 

詩歌 耶穌，我來就你- churchinmarlboro.org  

五月十九日 

讀經 王上 7；約 12：1-19 

鑰節 「逾越節前六日，耶穌來到伯大尼，就是祂叫拉撒路從死裏

復活之處。有人在那裏給耶穌豫備筵席。馬大伺候，拉撒路

也在那同耶穌坐席的人中。」馬利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真哪

噠香膏，抹耶穌的腳，又用自己頭髮去擦；屋裏就滿了膏的

香氣。」【約十二 1~3節】 

禱告 親愛的主，願我們的教會生活成為伯大尼之家的見證，使你

能安息和滿足。 

詩歌 主我願單屬你-- churchinmarlboro.org 

【家訊信息】保羅所得的安慰 
    當時哥林多教會屬靈的程度尚淺，他們有許多軟弱，生命不成

熟，仍保留了哥林多人的特性。有些信徒犯了分爭、姦淫的罪。

在六章十一節保羅稱他們是“哥林多人”，而在七章一節說“親

愛的”。哥林多書只有一次稱他們為“弟兄”，其餘的都稱“你

們”，保羅這樣稱呼他們，是因他們仍象哥林多人，與世人無分

別，雖是教會卻不象教會，不是在基督裡行事。所以保羅提醒他

們說：“哥林多人哪！” 

在哥林多教會當中，雖然犯罪的只是一部份弟兄，但保羅卻是整

體性的責備他們，連同教會的負責人及那些好的弟兄也一起責

備。保羅說他們不把犯罪的人趕出去，也不懊悔哀痛，各人單顧

自己的事，沒有照顧軟弱的弟兄，也不勸勉那跌倒的弟兄，應該

是一個肢體受傷，全教會都感覺疼痛。哥林多信徒接到保羅的信

後，全教會都害怕傷痛，這正是人互相作肢體的情形。 

這段經文讓我們從三方面看到保羅所得的安慰： 

    ａ. 哥林多教會讓保羅得安慰（七：5－7） 

哥林多人雖讓保羅憂愁，但也叫他得安慰。他們讀了保羅的信極

其傷痛，真正悔改，把那娶繼母的人趕出教會；提多去看望他們

時，他們戰戰兢兢地接待他，認為是神的僕人保羅掛念他們，雖

是自己不來，卻打發同工來。這一切真讓保羅得安慰。 

哥林多人對於淫亂的事並不在乎，且習以為常。因那些廟宇裡的

女祭司都是妓女，甚至在敬神的時候作出種種淫亂的事，所以哥

林多人雖然信了主，還容易沾染污穢。那娶繼母的人被教會拒絕

後，就憂傷懊悔。我們可從哥林多後書第七章看到他已悔改，因

此保羅要教會接納他回來。今日的信徒若犯罪受到責備，非但不

悔改，還反唇相譏，到別的教會去聚會，甚至另立教會自己作監

督。哥林多人不是這樣，也許那娶繼母的人有身分、有地位，因

此他們不敢急於處理，直到保羅的信來了，他們才把他趕出去。

正如七章十至十一節說：“依著神的意思憂愁，就生出沒有後悔

的懊悔來，以致得救……從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訴、自恨、

恐懼、想念、熱心、責罰；在這一切事上，你們都表明自己是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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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20is%20so%20near.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RHrJ-WOUr8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0/1-10-10%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blessed%20assuranc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109.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Jesus%20I%20come.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onlyforyo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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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的。”希伯來書十三章十七節說：“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

的，且要順服；因他們為你們的靈魂時刻警醒，好象那將來交帳

的人；你們要使他們交的時候有快樂，不至憂愁，若憂愁就與你

們無益了。”我們應該在基督裡順服那些為我們的靈魂掛心的

人。 

    ｂ. 哥林多教會依著神的意思憂愁（七：8－11） 

保羅寫了第一封信給他們後就覺得後悔，恐怕他們受傷害，但後

來他不懊悔反得安慰。因他看到哥林多信徒依著神的意思懊悔；

他們雖有軟弱，但本體仍是聖潔的。在教會裡有弟兄跌倒，是因

我們沒有顧念到他，當他犯罪時，我們沒有及早提醒他，這正是

我們的軟弱。與喜樂的人同樂，與哀哭的人同哭，這纔是我們該

有的樣式，求主叫我能肢體相關。 

世上的憂愁是叫人死，對所犯的罪彼此推諉、互相抵賴、怨天尤

人。若教會拒絕你守聖餐，你應該省察自己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這樣的反省能使你得以聖潔。別人不會輕看這樣的悔改。就如大

衛的認罪詩，詩篇五十一篇題字上寫著：“大衛與拔示巴同室

後，先知拿單來見他；他作這詩，交與伶長。”為什麼這事還寫

下來呢？因那是神的真理，沒有人輕看他。所以若我們犯錯受弟

兄勸勉時，應該接受；而若見到弟兄軟弱，就應該勸勉，要依著

神的意思憂愁，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 

ｃ. 哥林多教會對於提多所有的熱忱（七：12－16） 

    哥林多人雖不好，保羅還對提多誇獎他們；哥林多人雖有些軟

弱，只要提起主的話，他們便順服。保羅打發提多去時，他大概

害怕不敢前去，保羅告訴他說，哥林多人雖是有擾亂，但他們是

神的孩子，他們聽到神的話就心軟，提多到那裡時，他們果然恐

懼戰兢地接待他，保羅誇獎他們的話，成了事實。提多心裡暢快

歡喜，保羅的心就更歡喜了。我認識一位元個性很強的姐妹，她

若打定了主意，別人就不能搖動，我們真覺得有些作難。後來一

位西方宣教士用神的話語勸勉她，她的心就發軟。正是這樣，提

多回來安慰了保羅，以致保羅“歡喜，能在凡事上放心。”

（七：10）。如同父親看見孩子們長進就放心一樣。今日教會的

信徒與神的工人之間彼此來往的生活不夠密切。願主的光照亮，

賜給我們力量遵照主的話去行。── 楊紹唐《神的工人》 

【哥林多後書第八章】恩典的回應 
重點: 哥林多後書第八章到第九章是保羅勸勉他們關懷窮乏的聖

徒，在財物的事上樂意奉獻。本章可分成三部份： 

一. 馬其頓的見證 1~9節——馬其頓的眾教會，在財物的交通上蒙

了厚恩。 

二. 樂捐的呼召 6~15節——呼籲哥林多教會，在財物奉獻的事上，

顯出愛心的實際行動。 

三. 送款的使者 16~24節——殷勤、教會稱讚、行事光明、經過試

驗的三位弟兄。 

鑰節：「再三地求我們，准他們在這供給聖徒的恩情(原文恩典)上

有分；並且他們所作的，不但照我們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

把自己獻給主，又歸附了我們。」【林後八 4~5】 

感想：從馬其頓眾教會盡力參與賙濟的見證，我們看見財物奉獻

的原則和態度： 

(1)   對神恩典的回應。馬其頓眾教會為甚麼能夠慷慨解囊呢？他

們行動的源頭乃是根據神的「恩典」。所以奉獻財物並非遭受損

失，乃是蒙了神的厚恩，因為奉獻越多，恩典就越多；反過來

說，恩典越多，奉獻也越多。在財物奉獻的事上，求主把這樣的

厚恩賜給我們。 

(2)   對神盡上自己的責任。馬其頓眾教會如何奉獻呢？他們在極

窮乏中還是樂意的擺上；不但盡力奉獻，甚至過了他們的力量；

不僅是甘心樂意，甚至再三的要求。所以在財物的事上很容易測

量出我們屬靈的情形，因為神不是問我們有沒有捐獻，乃是看我

們的態度如何。在財物奉獻的事上，求主讓我們不敷衍，不應

付，也不是照章辦理，而是主動的爭取，在供給聖徒的恩典上有

分。 

(3)   對神旨意的委身。馬其頓眾教會奉獻的原因是甚麼呢？他們

不但照人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給了主，也給了主的

工人。所以神要的是我們的自己，遠過於要我們的所有，而每一

個真正奉獻給主的人，必定樂意慷慨的擺上財物。在財物奉獻的

事上，求主讓我們毫無保留的，將一切所有的獻給主。 

默想：認定奉獻恩典的源頭，全來自神；確定恩典的流出，全為

教會、聖徒。 

禱告：親愛的主，求你使我們認識我們所有的均是由你而來，教

導我們肯將自己毫無保留的獻給你。因着你的恩典，叫我們勝過

錢財的霸佔。為着教會、聖徒的需要，肯甘心樂意的擺上。 

【站在奉獻盤上】在一個大聚會中，釋放往外傳福音的信息，許

多人聽了很受感動。于是開始奉獻財物，作為國傳佈道之用。執

事們拿著奉獻盤子，收納各人的奉獻。獻畢，執事們退至聽衆的

後面。這時，有個十歲左右的小孩，名叫亞力山大達福，也在會

中，深受感動，但他沒有錢奉獻。于是他就離座，走到拿奉獻盤

的執事面前，請他將盤子放在地上。執事莫名其妙，但依他所

言，將盤子放在地上。達福竟站在盤子上說﹕神啊，我奉獻我自

己。他自那時起，沒有退後，沒有改變，後來果然成為傳道人。

保羅說﹕我們所求的是你們，不是你們的財物。神的旨意乃是要

我們先把自己獻給主。 

【心靈加油站】喜 樂 

 我們都已經和主基督同死同復活了， 一切都是新的開始。提醒

自己每天都應是一個新的開始， 要成為一個新人， 是一個新

創造的開始。 

 如果我們要得到真正的喜樂， 就不要將自己的要求定得太高， 

特別是對自己的家人， 要懂得欣賞他們和每一件小事情的成

就。 

 真正的喜樂是發自內心的， 來自美好和善良， 換言之， 就是

「愛」。 

 時常記著：主賜給我們的每一天， 都是喜樂的一天。 因此，

每當清晨醒來， 讓自己的內心先充滿「陽光」和「喜樂」，臉

上常常帶著笑容， 這已是一天「成功」的一半了。 

 如果你真的想活得喜樂， 就要能夠接受別人所指出你的缺點和

批評。 

 單純、謙虛、包容、分享、寬恕和忍耐， 都是構成「喜樂」的

元素。 

 喜樂其實並非遙遠， 它就在你的身旁， 只要你懂得感恩和欣

賞， 在日常生活的小事情上， 能看到天主對你的心意， 那

麼， 你就一定會時常活得喜樂。 

 樂觀和積極的態度， 往往能令你事半功倍， 使你活得更快

樂。 

 在遇到挫折或不如意的時候， 提醒自己「在烏雲的背後有陽

光」。 

 時常使別人得到喜樂， 自然就會成為一個喜樂的人。 

 使自己的內心時常保持安靜和平安， 會更容易得到喜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