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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年 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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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ganville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陈宪明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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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讀經】天天讀經、背經、禱告、 

七月一日 

讀經 代下 22~23；徒 17 

鑰節 「這地方的人賢於帖撒羅尼迦的人，甘心領受這道，天天考

查聖經，要曉得這道是與不是。」【徒十七 11】 

禱告 親愛的主，賜我渴慕你話語的心，願意多付代價，天天查考

聖經。 

詩歌 你的話- YouTube 

七月二日 

讀經 代下 24~25；徒 18 

鑰節 「遇見一個猶太人，名叫亞居拉，他生在本都；因為革老丟

命猶太人都離開羅馬，新近帶著妻百基拉，從義大利來。保

羅就投奔了他們。他們本是製造帳棚為業。保羅因與他們同

業，就和他們同住作工。」【徒十八 2~3】 

禱告 親愛的主，願我們的婚姻、家庭、遷居、移民是為著基督和

教會 

詩歌 花费--生命诗歌 

七月三日 

讀經 代下 26~28；徒 19：1-20 

鑰節 「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徒十九 20】 

禱告 主啊!唯願你的道大大興旺，這是我的異象，是我一生的標

竿。求主保守我，不被事務纏身，不被小勝利灌醉，使我能

為異象勇往直前。 

詩歌 復興你工作主- churchinmarlboro.org第 4節 

七月四日 

讀經 代下 29~30; 徒 19：21-41 

鑰節 「那時，因為這道起的擾亂不小。」【徒十九 23】 

禱告 親愛的主，願你的道道先在我們的心興旺，才能被傳揚，以

致一切的人都能聽見主的道。 

詩歌 復興你工作主- churchinmarlboro.org 第 3節 

七月五日 

讀經 代下 31~32；徒 20：1-16 

鑰節 「保羅講了多時，少年人睡熟了，就從三層樓上掉下去；扶

起他來，已經死了。保羅下去，伏在他身上，抱著他，說：

你們不要發慌，他的靈魂還在身上。」【徒二十 9上~10】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使我時刻儆醒，愛你、愛人，熱心服事聖

徒。 

詩歌 哦，我要像你- churchinmarlboro.org第 2節 

七月六日 

讀經 代下 33~34；徒 20：17-38 

鑰節 「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徒二十 28】 

禱告 親愛的主，幫助我從保羅的身上學習如何作你忠信的僕人。

求你也幫助我能在真道上為自己與全群謹慎。 

詩歌 我若稍微偏离正路- churchinmarlboro.org第 4 節 

七月七日 

讀經 代下 35~36；徒 21：1-16 

鑰節 「保羅說：『你們為甚麼這樣痛哭，使我心碎呢？我為主

耶穌的名，不但被人捆綁，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願意

的。』」【徒廿一 13】 

禱告 親愛的主，幫助我看得清楚明白神的旨意，並全心順服。 

詩歌 如果我的道路引我去受苦- churchinmarlboro.org  

【家訊信息】能力與軟弱 
他對我說：……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

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因我什麼時候軟

弱，什麼時候就剛強了」(林後十二9,10)。 

在基督徒的一生之中，再沒有哪一個詞象「軟弱」一樣，從未得

到過充分的理解。罪和虧欠，懶惰和不順服，都被看成是軟弱的起

因。像這樣解釋軟弱，就無法感覺到罪意識，以及對靈命進深所付

出的真誠的努力。如果我作不到那些並不能靠我的能力來作成的

事，我怎麼會覺得有罪呢？天父不可能要求他的兒女去作那些本來

只有他自己才能成就的事。當然，這是舊約律法的作法，但是在新

約的律法以下，神絕不會這樣作。除了他藉著他的聖靈而預備我們

去作的事以外，他並不要求我們別的什麼。新生命便是要藉著聖

靈，從而得著耶穌的能力和生命。 

這種想法的錯誤之處，就在於人們並不是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軟

弱，而是這種看法太過於膚淺。他們也許還要藉著自己的力量和神

的幫助來作工。但是他們並沒有認識到，必須要在神面前空虛自

己。你們以為自己還有一點點力量，而神也必定會幫助你們，把他

自己的能力加添在你們微薄的力量上。這種看法是極端錯誤的。你

們不能作成什麼，你們的軟弱就是在這個事實上顯露出來了。更恰

當地講，應該說你們是完全沒有能力，因為「軟弱」這個詞在聖經

裡面就是這個意思。「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什麼」，「因為在我

們裡面完全沒有能力。 

無論什麼時候，只要年輕的基督徒承認了自己的軟弱，從此他就

學會了認識耶穌的大能的奧秘所在。他於是便會看出，自己不應該

等待著，禱告求主使自己變得強壯，使自己感覺比以前更有力量。

他反倒要因自己的無能，從而得著耶穌的能力。他要藉著信心來領

受這個能力。他應該明白，這個能力是為他預備的，耶穌也要親自

藉著他在裡面動工3。於是他便會清楚地看出，主說「我的能力在

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這話的真正含義。他知道要回答主說：「我

什麼時候軟弱，什麼時候就剛強了」。「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

弱」，「我以軟弱為可喜樂的」。 

人若是滿足於自己的軟弱，他藉著信心所得著的生命，就要變得

何等的榮耀，這實在是奇妙。他若是感覺到自己絲毫也沒有能力，

始終靠著主的能力而活著，從此他就要得著何等的榮耀，於是他便

學會了如何領悟到，認識神是他的力量，實在是一件充滿喜樂的

事。「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5。他一生都懷著詩篇裡

常常表達出來的情感： 「耶和華我的力量啊，我愛你！」「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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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com/watch?v=hcISHg49bAo
http://songsandhymnsoflife.net/cu-0541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Revive%20Thy%20Work.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Revive%20Thy%20Work.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O%20To%20Be%20Like%20The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372.htmhe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ifmywa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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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力量」，「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頌你」6。詩篇裡面還說：

「你們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耶和華必賜能力給他的百姓」。

另一篇則寫道：「你們要將能力歸給神，……以色列的神，是那將

力量權能賜給他百姓的」7。他從此也完全領會了這些話的含義。

當我們把一切能力都歸給神的時候，他就會再次把能力賜給我們。 

「少年人哪，我曾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剛強，神的道常存在你

們心裡，你們也勝了那惡者」(約壹 2:14)。基督徒正是在主裡面才變

得剛強了8。他們並不是有時候軟弱，有時候剛強，而是始終都軟弱

無能，因此才變得始終剛強。他只需要知道和忠實地使用自己的力

量。變得剛強是神賜給我們的命令，是我們必須遵守的一條命令。

人只要順服，就必定會變得更加剛強。「你們都要壯膽，堅固你們

的心」(詩卅一24)。基督徒必須藉著信心來順服這個誡命：「要靠著

主，依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9。 

主耶穌的神，滿有榮耀的天父啊，求你在我認識主耶穌的時候，

將滿有智慧和啟示的聖靈賜給我，叫我看出對我們這些信的人來

說，他具有何等的大能。阿們。 

思想 

1. 一旦基督徒把對神的服事或者成聖看成是困難重重的事，他便不

會得著進深。他必須看出，這事對他來講是完全無法作到的。於

是他就不會再徒勞地付出努力。他只要完全把自己交託給主，基

督就會在他裡面成就一切。 

2. 我們之所以抱怨自己的軟弱，常常不外乎是要為我們自己的懶惰

辯解。人只要竭力得著在基督裡為他們所預備的能力，就必定會

得著。 

3. 「你們要靠著主，依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弗六10)。你

們要仔細思想這話的意思。我必須靠著主，依賴他的大能大力，

我才能變成剛強的人。要想得著他的能力，我首先就要得著他。

我所依賴的力量是他的，而且始終都歸他。只有軟弱是始終屬於

我的。他既是剛強的，便在我這軟弱的人裡面動工。我因自己的

軟弱，就要藉著信心駐在他這剛強的裡面。所以我知道自己同時

既是軟弱的，又是剛強的。 

4. 得著能力是為了作工。人若想變得剛強，僅僅為了作虔敬的人，

便不會得著能力。人若是因為自己的軟弱，為主作工，從此就要

作剛強的人。――慕安德烈《新生命》 

【哥林多後書第十三章】最後的呼籲 
重點:哥林多後書第十三章，保羅提出最後的呼籲，可分成五部份： 

一、 警告 1~3節——上必不寬容犯罪者。讓我們採取堅決行動，絕

不縱容犯罪罷！ 

二、 盼望 3節下~6節——與基督同軟弱同活著；要省察自己的信

心。讓我們天天活在神復活的大能中，常受讓聖靈的光照、提

醒罷！ 

三、 祈求 7~10節——求神叫他們一件惡事都不作和作完全人。讓

我們不要成為可棄絕的人，一生過蒙神悅納的生活罷！ 

四、 勸勉 11~13節——都喜樂；作完全人；受安慰；同心合意；和

睦；要聖潔。讓我們活在神的同在中，建造基督的身體罷！ 

五、 祝福 14節——享受三一神的恩典、慈愛和交通。讓我們不住

的活在三一神的祝福中罷！  

鑰節:「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

眾人同在。」【林後十三 14】 

感想:在英格蘭和蘇格蘭邊境，有一塊地方約有八十哩。在那裏你

能看到許多古老的碉堡。其中有些已經完全荒廢，另外有些則仍保 

存極其完好，猶如當年一樣好看。為何這樣呢？是因為幾百年前， 

英格蘭和蘇格蘭彼此為敵。在諾丹布蘭(Nothumbesland) 的英人經

常遭到蘇格蘭人襲擊，搶走牲畜和農產。英人就在邊境築起碉堡

抵禦。這些碉堡，有些內中擁有秘密水泉，經常供給飲水；其餘

的碉堡則須使用水管通到幾百碼外的水井取水。前來侵犯的蘇格

蘭人，先把水管切斷，然後圍困碉堡，等待看守碉堡的人饑渴而

死。至於那些防守在有祕密水泉的碉堡的人，蘇格蘭人就無法將

其打敗。所以那些碉堡迄今仍保存著，作為他們不可征服的記

念；其他的碉堡則荒廢了。 

然而我們如何在備受考驗的人生中，支取生命的活泉呢？林後

十三章 14節告訴我們惟一的途徑，就是活在與主的交通中，享

受主耶穌基督的恩典，神的慈愛和聖靈的交通。 

默想：讀完本書，從保羅身上我們學可以習到甚麼榜樣？我們能

否像保羅那樣能連于這一位恩典的主，靠著神的愛，享受聖靈的

交通，因而忠於主所托付的職分？ 

禱告：親愛的主，叫我們能活在神的愛和基督的恩裏，願接受裏

面聖靈的感動與帶領，使我們在生活中彰顯你。 

【服事見證】 
【放下自己】 有肢體邀請我加入服事時，我認為自己裝備不足。

在肢體的再三邀請下，我禱告尋求主的帶領。後來主以環境和話

語來印證，我便參與了服事。四月份的在職特會，題到神藉著不

同的人、事、物來模造我們，神也透過服事來陶造我，把我的稜

角削平。在一次有關統籌聚會的交通中，當我的付出得不到別人

的認同和讚賞，甚至受到批評時，我就悶悶不樂，這是體貼肉體

的表現。透過服事交通，我看見自己的驕傲，認識肉體的敗壞，

我需要放下自己，學習順服。  

 因著服事神，我的工作、家庭、進修等各方面均受影響，不禁

問：為甚麼會這樣呢？各方的壓力令我情緒低落，甚至想過退出

服事。感謝神的扶持，讓我在困境中更覺他的同在；期間神賜我

一位基督徒上司，他不但訓練我，也輔導我。藉著每一次輔導，

神供應我許多話語，叫我更倚靠他。這段日子，我多來到神面

前，叫我對付肉體，放下自以為是的想法。  

 感謝神改變了我的服事心態，叫我更重視配搭，看重神的帶

領，認識與肢體相交要帶著愛，必須顧及肢體的感受，急躁的話

不可衝口而出。神藉著肢體來題醒我：服事過程中必遇到難處，

這正好是學習功課的機會，經歷神的祝福、保守和帶領，叫教會

得著造就。(瀚)  

【需要配搭】我是一個比較內向的人，素來安於現狀。有一天獲

邀加入兒童服事，覺得這是挑戰，但既然被主選上，就要鄭重主

給我的託付。來到兒童聚會中，我發現兒童心裡已有許多神的

話，也被他們的禱告所感動。回想第一次在聚會中講故事，感到

未能充分表達故事的含意，其後便與肢體交通講故事的技巧，令

我獲益良多。  

 參加聚會的日子漸多，漸漸累積一些經驗，但我知道餵養主的

小羊，絲毫不能靠自己的經驗；預備聚會也不能馬虎，聚會前必

須查證故事的內容。因著這項服事，我與主更親近，也十分享受

聚會前與配搭肢體禱告的時間。在服事以外，配搭肢體之間有更

深入的交通，非常甜美！感謝神透過服事改變我內向的性格。(泰)  

【學習功課】主吩附我要向一位配搭肢體道歉，初時我十分抗

拒，但聖靈再三催促，最終我順服下來，當面向肢體道歉，承認

自己在服事上的任性，不懂得與人配搭，喜歡顯揚自己，不理身

旁的同伴。感謝主的光照，使我更認識自己，也認識何謂配搭。

(豐) ――香港教會家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