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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年 6/1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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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宪明弟兄家 

Morganville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王麗斌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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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讀經】天天讀經、背經、禱告、唱詩 

六月十日 

讀經 王下 24～25；徒 5：33-42 

鑰節 「他們離開公會，心裏歡喜；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

【徒五 41】 

禱告 主啊，你配得我們為你的名受辱，我們願獻自己，努力傳

揚主的福音，叫你心滿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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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十一日 

讀經 代上 1；徒 6 

鑰節 「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聖靈

充滿，智慧充足的人，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徒六

3】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提高教會中傳道人、長執、信徒的屬靈品

質。 

詩歌 主使我更愛你-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十二日 

讀經 代上 2～3；徒 7：1-19 

鑰節 司提反說：『諸位父兄請聽；當日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在

米所波大米還未住哈蘭的時候，榮耀的神向他顯現，』

【徒七 2】 

禱告 神啊！使我經常看見榮耀的你，也反射出你的榮耀。 

詩歌 在我魂間，今天有陽光-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十三日 

讀經 代上 4~5；徒 7：18-43 

鑰節 「過了四十年，在西乃山的曠野，有一位天使，從荊棘火

焰中，向摩西顯現。」【徒七 30】 

禱告 親愛的主，幫助我明白神救贖計劃裏的行動，清楚印證神

的信實和權能。 

詩歌 你信實何廣大-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十四日 

讀經 代上 6；徒 7：44-60 

鑰節 「但司提反被聖靈充滿，定睛望天，看見神的榮耀，又看

見耶穌站在神的右邊。」【徒七 55】 

禱告 求主使我學習司提反的榜樣，常被聖靈充滿，有勇氣面對

逼迫，無論在甚麼時候都能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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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十五日 

讀經 代上 7~8；徒 8：1-25 

鑰節 「於是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徒八 4原文】 

禱告 親愛的主，你的旨意不能被攔阻，雖然環境越難，幫助你

的教會不停止傳福音的工作。 

詩歌 速興起傳福音-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十六日 

讀經 代上 9~10；徒 8：26-40 

鑰節 「聖靈對腓利說，你去貼近那車走！」【徒八 29】 

禱告 親愛的主，我願意順服聖靈並常被聖靈充滿。求你改變

我，使用我來改變我的家庭、團契、教會，甚至改變我的

國家。 

詩歌 我愛傳講主福音- churchinmarlboro.org 

【家訊信息】冷靜的頭腦 
心冷很容易，腦冷卻大艱難。我們不必用謀用力，只在一瞬眼

間，稍不儆醒，我們愛主愛人的心就自然而然的冷下去。但是我們

的腦，則不如此。在許多時候，我們越想越亂，越想越熱；因為受

了刺激，就叫我們失了常度。心應當熱，腦應當冷。頭腦冷靜就是

不在思想上受刺激。追求生命完全的聖徒，不能不留心其頭腦。思

想雖然不足以支配人生；然而，最少也足以影響人生。沒有冷靜的

頭腦，就沒有冷靜的態度和生命。人的腦子一熱，他就不能自主。

命散發的香氣。我們腦子裏一受刺激，我們就在不知不覺中，改變

了我們的平常態度。在這個光景中，我們好像飽受風浪，飄飄欲

飛，不能自持。至此，我們的言語、行事、為人，都不期然而然的

受腦子思想刺激的影響，而有反常的表示。然而，受虧的信徒尚不

知道。 

我們自己冷靜時，很容易看見別人受刺激。然而，我們自己受刺

激時，卻看不見我們自己的錯誤。當我們看見別人受刺激時，所作

的事，所說的話，所持的態度，我們就要定罪說，某人受肉身的支

配了。然而，當我們自己受刺激而有同樣的舉動時，我們就也看不

見自己之非了。這就是頭腦冷靜與受刺激之別。頭腦冷靜，然對於

諸享有極明瞭的見地，極準確的估定。否則，是非顛倒，失了善惡

的程度。 

不特我們看別人如此，就是自己亦莫不然。當我們受刺激改變常

度而有反常的行動言語之後，我們的「氣漲」已經過了，腦子也漸

漸的冷下來了。我們若在靜默中追想我們剛才受刺激時所有的行

為，則我們就要自己暗笑前此之非；若不是深自定罪，就是以從前

所作的為可恥，暗中自慚。我們頭腦冷靜時，絕不作頭腦火熱時的

事。當我們保守我們的常態時，我們就不以刺激時的舉動為是。頭

腦刺激時的行為，若非犯罪，就是有失檢的樣子。我們常因受刺

激，而越想越氣，怒火中焚，受肉身的鼓盪而陷入於罪惡。我們也

常因受刺激而有不平常的冷笑或嬉笑；而有表裏不如一的話語；心

頭潮思萬丈，時漲時落；有時竟夜不能寐，晝不能餐，時憂時喜；

有時若非極猛烈進行的作事，就反若足有千鈞，故意不前──而其

光，追想省察，則未有不失聲而笑，以為自己何竟屬魂如是呢！ 

所以，我們實在都知道刺激時的行為為非；不過當受刺激時，自

己無自制之力而已。既是如此，我們就當提防受刺激的行為，保守

我們的頭腦冷靜。我們若自知已經受刺激了，則當自語；我已受刺

激了，現在不可有所作為；否則又將失敗。應當抵擋撒但，和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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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37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More%20Holliness%20Give%20M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365.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452.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37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Save%20Soul.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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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次刺激的利用。學習在這個時候，作自己的主人，管理刺激，

叫它順服我們。一次的得勝，就要加增我們的能力，以有第二次的

得勝。我們若不自知已經受刺激了，則當自問：我如此說話、思

想、行事，是否因為受了刺激？若然，則當祈求聖靈加力，以便自

主。管理刺激，而不受刺激的管理。 

刺激常是撒但所利用的工具，以叫聖徒(一)犯罪(特別忿怒)；(二)

行出神的旨意之外。我們對此偶有不慎，即足以羞辱主名。當思想

變動，情緒萬千時，不可不記得這個。頭腦的冷靜乃是保守平安的

條件。平安的喪失，多因腦子受了刺激，受刺激多失平安，然而，

受刺激而保守平安，亦非絕對不可能之事。當神的話所表明的十字

架在我們裏面深深作工，叫靈和魂有經驗上的分開之後，我們就有

完全管理刺激的能力；我們就要看見環境和環圍內心的都已紛亂無

定了，而此心尚是不動，內裏尚有極冷靜的平安。在刺激中所作的

事，雖然有時亦有很不錯了，然而無一是盡美的。冷靜的頭腦是聖

靈引導我們遵行神旨的條件。受刺激，撒但就有機會或操或縱，使

我們離開正軌。冷靜的頭腦就給聖靈以機會，引導我們。聖靈並不

必利用我們的紛亂，祂要在安靜的靈裏，照安靜的光於我們的心思

裏，叫我們知道甚麼是祂的旨意。最屬靈的聖徒，有時都免不了受

刺激；若非時常儆醒，誰也不能保不受此危險。謹慎跟從主的，就

要在此留心。── 倪柝聲《神的旨意》 

【哥林多後書第十章】將心思奪回，順服基督! 
重點: 從哥林多後書第十章開始，保羅以使徒身分，為他的權柄

辯護。本章可分成三部份： 

一、 他的爭戰 1~6——攻破一切攔阻人認識神的自高之事，奪回

人心意，歸向基督。我們是否過爭戰的生活，叫眾人順服基

督呢？ 

二、 他的權柄 7~12節——主賜的權柄，是要造就人，不是要敗壞

人。我們是否領受神的權柄，造就教會呢？ 

三、 他的界限 13~18節——照神所量給的，傳揚基督的福音。我

們是否只求主的稱許，照神所設定的界限安份盡職呢？ 

鑰節：「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

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

督。」【林後十 4~5】 

感想：撒但用堅固的營壘把人圈住，叫人不能順服基督。牠特別要

作工的地方，乃是人的思想，或者說人的心意。『計謀』這兩個

字，或可譯作人的幻想和想像。撒但作工在人的思想裏，給你一個

幻想、想像，好像就變作是你的。在基督徒的生活裏，有許多事

情，有許多的罪，都是從幻想起頭的。有的時候，你忽然有一個思

想說一個弟兄不對。實際上那個弟兄並沒有不對，也不是你想他不

對，乃是撒但把那一個思想，塞到你的思想裏來，可是你不知道抵

擋牠。你一接受，就變作你的思想了。所以，神的兒女都要學習拒

絕那些不應該有的，那些不正當的思想。不過也不要過分的注意

牠。過分的注意牠，思想就亂，就又中了牠的詭計。撒但的思，是

很容易拒絕的。『你不能禁止鳥從你頭上飛過，但是你能禁止鳥在

你頭上作窩。』思想從你頭上經過多得很，你不能禁止牠不來，但

是，你能不許牠作窩。有一個思想忽然來時，你一拒絕，這一個思

想就出去了。── 倪柝聲 

默想：一個人蒙神的拯救有多少，就是看他的心思被奪回有多少，

順服基督有多少。 

禱告：親愛的主，求你幫助我們每一天花時間親近祂，讀你的話，

不讓仇敵在我們的心思中有任何地位。 

【我們最大的難處是拒絕神對我們所定的旨意】英國曼徹斯特一

位有名的傳道人亞歷山大麥克倫(Alexander Maclaren)曾說過：

「這個世界上真正困擾我們的，不是外在的難處，而是我們對難

處的抵抗；真正讓我們心力交瘁，深感挫折的不是外在的事物，

而是我們常用自己的意志去抵擋神的旨意。」── 葛培理 

【在職聖徒見證】生命的陶造 
我是一名在職婦女，育有兩個子女，踏入職場超過二十 年。感謝

神，讓我在工作、家庭、事奉等方面得蒙恩典，經歷生命的陶造。 

憑信交託 

自畢業後，我在醫護界擔任護士多年，後來想轉換工作 環境，剛

巧有大學機構招聘職位，於是申請並獲面試機會。那時我既興奮

又擔心，因為面試對我而言十分陌生。 為著應試，我預備了一連

串的模擬問答，並向神禱告： 「求你給我這份工作。」當日我懷

著五個多月的身孕去面試，同場約有十個護士同學一起應考。就

學業成績及資歷 而言，我略為遜色，難免產生無形的壓力。希奇

的是，五位考官的提問次序，竟跟我模擬的問題完全一致，我便

順 利作答，成功獲聘，感謝主奇妙的作為！ 

自此工作順利，穩步升職加薪，我甚為滿足。直至工作 上遇到被

解僱的危機，內心常感惶恐不安，甚至從夢中驚醒，害怕失去工

作。這事令我有深切的反思：工作究竟是 為著甚麼？我再次想起

神拯救的大愛，認定惟有神是我的一切，於是重修與神的關係，

決定每天清晨五時起床讀 經，追求主的話。對於工作的去留，我

全然交託給神，由他安排一切。感謝神的眷顧，最終我順利度過

裁員危機。 

靠主得勝 

在職場上，我時有軟弱，卻靠聖靈得力，活出主的生 命。過往我

遇到上司無理的刁難，心感委屈，便會用力關上辦公室的房門，

亂擲東西，以舒緩怒氣，也會找一位要 好的朋友傾吐，盼望得著

支持。有一次，這位好友聽完我發牢騷後，臨走前對我說：「可

能你做錯了某些事，所以 上司看你不順眼。」這話令我火上加

油，連最好的朋友也不明白我，我氣憤地對自己說：「我恨透上

司！」這一 刻，我蒙了聖靈的光照，想起十誡中的第六誡：「不

可殺人。」我心裡恨人，已經等於犯了殺人罪。我隨即向神悔 

改，求他赦免。這時神開啟我，叫我看見能夠饒恕別人，才能令

自己得到真正自由。從此我再不介意上司不公的對 待，學習妥善

地處理情緒。 

以前當我在職場上遇到不公平的對待，或與同事發生磨 擦，肉體

就出來，自然而然發怨言、論斷人。我知道這是主不喜悅的事，

因此求主保守我在工作環境裡，棄絕一切 惡劣的態度，不叫聖靈

在我裡面擔憂，為主活出美好的見證。感謝主的幫助，我得以專

注工作，不受公司的人事變動影響。我持守不與人紛爭、不結黨

的立場，別人對我的 歧見得以化解，人際關係因此大大改善。 

雖然每天的工作非常忙碌，但我知道人生不是為著工 作，追求靈

命長進更是不可少的，因此求神給我智慧，善用光陰，竭力追

求。我參加了教會舉辦的「新約希臘文 基礎課程」，盼望藉此進

深研讀聖經，提升在教會中的事奉。 

家庭方面，神的話光照我內心，叫我在家裡學習順服丈 夫，學懂

欣賞他的優點，促進了夫婦二人的感情。在兒子選校及升學的問

題上，我倆同心禱告，多有交通，凡事交 託神，因此家庭和睦，

蒙恩蒙福，使我更專心追求主、事奉主，榮耀歸神！ (琴)   

※縱使你不能常過得勝的生活，但你卻擁有一位得勝的基督。

── Raymond C. Ortlund《穿上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