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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年 7/1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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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济湟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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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景译弟兄家 

Woodbridge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七月十五日 

讀經 尼 7~8；徒 26 

鑰節 「亞基帕王阿，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徒廿六 19】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給我們天上的異象與使命。 

詩歌 你是我異象- churchinmarlboro.org 

七月十六日 

讀經 尼 9~10；徒 27：1-26 

鑰節 「有馬其頓的帖撒羅尼迦人亞里達古和我們同去。」【徒

廿七 2下】 

禱告 親愛的主，在各樣的危難中，你的手是供應的手也是保護

的手。因著你在我們身上的計劃，你叫我們与弟兄們一同

享受神格外豐盛的恩典。 

詩歌 福哉以愛聯繫- churchinmarlboro.org  

七月十七日 

讀經 尼 11~12；徒 27：27-44 

鑰節 「因我所屬、所事奉的神，祂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邊，

說：『保羅，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該撒面前；並且與你

同船的人，神都賜給你了。』所以眾位可以放心，我信神

祂怎樣對我說，事情也要怎樣成就。」【徒廿七 23～25】 

禱告 親愛的主，因保羅的緣故，你保守與他同船的人；幫助我

也學會在各樣的景況中，成為別人蒙福的關鍵。 

詩歌 神阿，你名何等廣大泱漭- churchinmarlboro.org  

七月十八日 

讀經 尼 13；徒 28：1-15 

鑰節 【那時，保羅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條毒蛇，因為

熱了出來，咬住他的手。…保羅竟把那毒蛇甩在火裏，並

沒有受傷。」徒廿八 3，5】 

禱告 主啊! 我們的生命都在你的手裡，無論我們何在，無論何

作，都有你親手手來帶領。 

詩歌 祂帶領我- churchinmarlboro.org  

七月十九日 

讀經 斯 1-2；徒 28：16-31 

鑰節 「保羅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裏，住了足足兩年。凡來見他的

人，他全都接待。放膽傳講神國的道，將主耶穌基督的事

教導人，並沒有人禁止。」(徒廿八 30~31) 

禱告 我們願意獻上自己的一生，甘心被你使用，聽從你的差

遣，同樣來繼續寫使徒行傳。 

詩歌 求主給我一顆心- churchinmarlboro.org  

七月廿日 

讀經 斯 3~5；羅 1：1-17 

鑰節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

的。」【羅一 16上】 

禱告 神啊，今天我們開始讀羅馬書，開啟我們，真正地認識你

兒子的福音，也不斷地經歷這福音的大能！ 

詩歌 我愛傳講主福音- churchinmarlboro.org 

七月廿一日 

讀經 斯 6~10；羅 1：18-32 

鑰節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

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

諉。」【羅一 20】 

禱告 神啊，你是我生命的主宰，因你創造了我！ 

詩歌 輕輕聽- churchinmarlboro.org 

【但以理書第一章】但以理與三友人的見證 
【重點】但以理和他的三個朋友在一個轉變的世代中，勇敢地選

擇忠心為神作分別為聖的見證。 

【中心思想】巴比倫王雖改變但以理和三友人的生活、環境、名

字，卻無法改變他們對神信仰和信靠的心志。 

【鑰節】「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的酒玷污自己，所

以求太監長容他不玷污自己。」【但一 8】 

【鑰字】「立志」：直譯是「放在心上」（賽四十七 7，五十七

1、11；瑪二 2），而「不放在心上」即是「不介意」（賽四十三

25；和合本、呂本），「麻本不仁」（現中）。本章講述這些忠

貞青年人的故事，他們如何在信仰挑戰的危機中，「立志」見證

榮耀神。 

【大綱】但以理和三友的抉擇 

(一) 但以理和三友的不利的環境（一 1~7） 

(二) 但以理和三友的決志和見證（一 8~16） 

(三) 但以理和三友蒙神和王的恩（一 17~21） 

【默想】是抉擇，而不是機會，決定你的命運。Choice, not 

chance, determines destiny。── 佚名  

(一) 當你面對信仰上妥協的時候，你是否「決定」不隨波逐流，

而總會堅定地說「不」呢？ 

(二) 你如何善用你的「選擇」權，過一個單純、簡樸的生活，好

使你能夠蒙神賜恩呢？ 

(三) 你是否也能「委身」，一直堅持地保持敬虔的生活，繼續忠

心地事奉主呢？ 

【禱告】親愛的主阿，我們天天坦然無懼地來到祢的面前，支取

每天需用的能力和恩典，幫助我們面臨試探時，能有不移的信

心，站立得穩。奉主耶穌基督聖名，阿們！ 

【但以理書第一章背景 】但以理與三友入王宮後，其希伯來文

的原名，皆被改為迦勒底文的名字。這四個青年希伯來原文的兩個

名字中有 EL（跟神有關），兩個名字中有 Y（跟耶和華有關），

都被改用与巴比倫神有關的迦勒底文的名字有關： 

1. 但以理 Daniel的名字是「神是我的審判者」，改名為伯提沙撒

Bel-teshazzar，意「巴比倫之軍，此神有時譯為彼勒」。 

2. 哈拿尼雅 Hananiah，意思是「耶和華之恩賜」，改名為沙得拉

Shadrach，意思是「王之朋友，或日神所光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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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20Thou%20my%20vision.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Bless%20Be.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deep%20down%20into.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e%20Leadeth%20M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ressore%20my%20heart.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9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0/1-10-10%20weekl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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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米沙利 Mishael，意思是「神惟至尊，不能和祂比較，或誰能像

神，」改名為米煞 Meshach，意思是「當拜巴比倫人的煞神，或

誰能像女神沙克」。 

4. 亞撒利雅 Azariah, ，意思是「耶和華所扶助的」，改名為亞伯尼

哥 Abed-Nego，意思是「神為星宿之軍，或火神尼哥的忠僕」。 

【家訊信息】但以理心志堅定(上) 
在舊約中，只有但以理和約瑟，聖經沒有記載他們的過失。他們在

靈性上，都是成功的青年，是神家中貴重的器皿。但影響但以理一

生路程的就是他“立志揀選神”。 

但以理的立志(經文:但1:8) 

這個立志與羅馬書7章所說:“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

我”不同。前者是一種屬靈的抉擇，後者是一種屬肉體的努力。基

督徒許多時候需要向神有高尚而忠貞的心志，纔能勝過試探和世界

的情欲。許多人落在罪惡的誘惑中，不是因為真理的知識不夠，或

不會分辨是非，乃是因為沒有決心拒絕罪惡，乃是不想勝過罪惡。

這不是知識的問題，而是決心的問題。雖然基督徒可以倚靠聖靈勝

過各種試探，但他必須先揀選神的旨意，決心拒絕罪惡，纔能得著

聖靈的能力。聖靈不能幫助亞當不吃分別善惡果，不能幫助羅得不

住所多瑪，不能幫助猶大不賣耶穌，不能幫助底馬不貪愛世

界……，照樣，聖靈也不能幫助一個不揀選神的人。所以智慧人提

醒我們:“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或作你要切切保守你

心）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4:23） 

1 不容玷污 

“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的酒玷污自己”所謂玷污是指

哪一方面的玷污？舊約律法所列不潔淨的食物，或拜祭偶像的食

物，以及婦女生產，挨近死屍……等類的事，都會使人列為不潔。

食物之使人不潔，是心靈的不潔，還是身體方面的污染？摸了死屍

是病菌的傳染使人身體污染還是心靈污染？主耶穌在新約清楚地回

答了這類問題:“從外面進去的，不能污穢人，惟有從裏面出來

的，乃能污穢人。（有古卷在此有，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耶穌

離開眾人，進了屋子，門徒就問他這比喻的意思。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也是這樣不明白嗎？豈不曉得凡從外面進入的，不能污穢人。

因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廁裏。這是說，各

樣的食物，都是潔淨的。又說，從人裏面出來的，那纔能污穢人。

因為從裏面，就是從人心裏，發出惡念，苟合，偷盜，兇殺，姦

淫，貪婪，邪惡，詭詐，淫蕩，嫉妒，謗讀言，驕傲，狂妄。這一

切的惡，都是從裏面出來，且能污穢人。”（可7:15:23） 

所以舊約要以色列人分清食物的潔與不潔，主要之目的是教導以色

列人在飲食起居的事上分別為聖。食物本身不能污穢人的心靈，但

因食物或肉身之享受而有所貪圖，甚至同流合污，就不單是食物的

問題而是心志的問題了，所以但以理在此不肯以王的飲食玷污自

己，按字句是指律例儀文方面的“玷污”，按精意卻是指向神心態

上的玷污。但以理在外邦王朝最少有七十年之久，能屹立不倒，因

他一開始就立志不讓肉體的虛榮佔據他的身心。 

2 非常而經常的試探 

猶大王約雅敬在位的第三年，猶大人第一次被擄時（約主前606

年），但以理與一部分猶大人被擄至巴比侖。在亡國的痛苦中，但

以理卻幸運地被巴比侖王選中，給他特別的優待和訓練，並可以享

受王的膳和王的酒，準備讓他“在王面前侍立”。這對但以理是一

個相當厲害的試探。因為: 

（1）他是成為俘虜後被選中的 

人在苦難中，必然迫切希望得著安適的生活。但以理既先成為俘

虜，後才被選中，先落在奴隸那種卑微的地位上，才突然被提升為

巴比侖王的後備精英。這種功名利祿的誘惑，對一個年輕人是很難

抵擋的試探；未認真貧窮過的人，不會領略到在貧困中拒絕不義之

財是多麼可貴！未處卑賤的人，不能領會忍受別人的淩辱與苛責多

麼難當！並且富貴尊榮，對這樣的人有是多麼厲害的試誘！ 

（2）他是在日常必須的飲食上受試探 

很希奇，但以理書第一章的主要記載，只是關乎但以理拒絕享受巴

比侖王為他和他的同伴所特備的“王膳和王所飲的酒”而已。不吃

什麼或要吃什麼，在我們的觀念中，也許是微不足道的事，但聖經

卻十分慎重地詳細記載但以理拒絕王膳的經過。因為信徒對日常生

活方面所受的試探取什麼態度，最能表現對神的心如何。 

飲食乃是天天必需的。但以理所受的試探和約瑟受主母的誘惑一

樣，都是每天的。最難抵受的“力量”，未必是一種突然而猛烈的

擊打可能是一種似乎只是很輕微的擊打，但她卻日以繼夜不斷地威

脅著你。這往往是最難取勝的力量。為什麼聖經特別注意但以理拒

絕王膳這件事？因為它能很清楚表現出但以理對神有很堅貞的心

志，一種耐久為神受苦的心。 

3 明智的抉擇 

或有人以為既然王的膳對但以理是一種試探，那為什麼但以理卻接

受巴比侖王的官職？從本書下文記載中，可知但以理在王宮裏受

職，實在是神的安排。注意:但以理得以享受這種特殊的待遇，是

完全合法的。並且沒有什麼先例告訴他這是他所應當接受或拒絕

的，完全憑他自己對神的認識和純正的侍奉心態而取決。另一方

面，但以理不受王膳，與摩西的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來

11:25），有相似的性質。雖然他得以被揀選，準備在巴比侖王前

侍立，但他並不忘記同胞所受的苦辱。（見但9:1-9）他心中另有抱

負。他雖然生活在巴比侖王宮中，但並非在王宮中醉生夢死，乃是

照神的囑託作神的先知，在同胞仍受痛苦時，不肯過享受的生活。

他不但不願因“王的膳和王所飲的酒”，使自己在禮儀上被玷污，

也不願自己在心志上被玷污。巴比侖王雖然改變他的名字、生活環

境，要將一些巴比侖學識和信仰灌輸在他的思想中，但不能改變他

的心。他向神有一顆堅定而崇高的心志！這是他成功的關鍵。── 

陳終道《聖經中的得勝者》 

【快樂是一項選擇】 林肯總統在他晚年，人生智慧登峰造極時，

為人生快樂之訣寫下了這句金玉良言：「一個人選擇有多快樂，

他就有多快樂。」(Most people are about as happy as they choose to 

be) 林肯走過許多人生的愁苦憂谷──未婚妻死亡、競選失利、精

神崩潰、惡妻、南北戰爭。有一段時期他甚至沮喪到想要自殺。

幸好林肯學會了人生的祕訣在於──選擇快樂與平安、勇氣與力

量，終於崛起，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卓越的總統。  

【請選擇神】 

 選擇相信有神，而不是無神──你就有權利做神的兒女，而不

是宇宙浮游孤魂。  

 選擇相信耶穌，而不是拒絕耶穌──你就享有赦罪之恩，而不

是天天背負罪疚的擔子。  

 選擇接受神的愛，而不是拒絕神的愛──你就會感受到心靈喜

樂，而不是心田乾涸。  

 選擇饒恕，而不是記恨──你就經驗到自由，而不是捆綁。  

 選擇光明，而不是黑暗──你就與神同行，而不是淪為罪奴。  

 選擇忍耐，而不是暴怒──你就人見人愛，而不是人見人怕。  

 選擇與耶穌打交道，而不是與邪術打交道──你就隸屬神的國

度，而不是鬼魔的國度。  

 敬請選擇站在神這邊。──李順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