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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年 7/2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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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春明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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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廿九日 

讀經 伯 25~29；羅 8：1-17 

鑰節 「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

【羅八 6】 

禱告 感謝主！聖靈今內住在我們裏面。求你教導我們更多隨從聖

靈，凡事以聖靈為念，使們我經歷更豐盛的生命，生活更剛

強有力。 

詩歌 充滿我- churchinmarlboro.org  

七月三十日   

讀經 伯 30~31；羅 8：18-39 

鑰節 「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的模樣使

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

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

耀。」【羅 8：29~30】 

禱告 親愛的主，在我們裏面造出一個飢渴的心，願意出代价竭力

追求屬靈的長進，使我們能達到生命的成熟。因為信你，所

以我們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讓你變化我們的內涵，改變我

們的生活。因為愛你，願意接受聖靈的管治，好讓你擴大我

們的度量，使我們達到救恩的終極『得榮耀』！ 

詩歌 我們不會疲倦- 土豆网视频 

七月三十一日   

讀經 伯 32~34；羅 9：1-18 

鑰節 「因祂對摩西說：『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恩待誰就恩待

誰。』」【羅九 15】 

禱告 神啊，為著你的揀選臨到我而感謝你，我願信服你的主權，

也信服你全備的救恩。 

詩歌 憐憫，慈愛- YouTube 

八月一日 

讀經 伯 35~37；羅 9：19-33 

鑰節 「又要將祂豐盛的榮耀，彰顯在那蒙憐憫早預備得榮耀的器

皿上。」【羅九 23】 

禱告 神啊，為著你的揀選臨到我而感謝你，我願信服你的主權，

也信服你全備的救恩。 

詩歌 恩愛標本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二日 

讀經 伯 38~40；羅 10 

鑰節 「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

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十 15】 

禱告 主啊，感謝你，你己將福音向我們顯明了。在傳福音的事

上，求你幫助我們成為人蒙恩的渠道，而不是作攔水壩。 

詩歌 我豈可去，雙手空空？- YouTube  

八月三日 

讀經 伯 41~42；羅 11：1-12 

鑰節 「如今也是這樣，照著揀選的恩典，還有所留的餘數。」

【羅十一 5】 

禱告 主啊!為了我們能在「餘數」的當中，我們要獻上感謝。讓我

們體貼你的心腸，努力傳福音、竭力傳道作工。 

詩歌 父阿，久在創世之前-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四日 

讀經 詩 1~6；羅 11：13-36 

鑰節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願榮耀歸給祂，

直到永遠，阿們。」【羅十一 36】 

禱告 主啊更多認識你廣大的救恩計劃，教導我們天天讚美你的恩

慈。 

詩歌 頌讚與尊貴- YouTube  

【但以理書第三章】但以理三友至死不渝的見證 
【重點】但以理三友不向金像跪拜，遭人告發，身繫火窯中，卻因

神保守、看顧，勝過了黑暗權勢和烈火傷害。 

【中心思想】但以理三友人憑信面對烈火的窯。神未曾應許我們不

經歷生活的試煉和試探，但祂應許我們能經受住這些試煉和試探。

因為在人生的磨難中，神是信實和可靠的，祂總是與我們同在，並

且看顧和保守我們。 

【鑰節】「即便如此，我們所事奉的神，能將我們從烈火的窯中救

出來，王阿，他也必救我們脫離你的手。即或不然，王阿，你當知

道我們決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三 17～

18） 

【鑰字】「即便如此」直譯是「如果」」和「即或不然」。沙得

拉，米煞和亞伯尼歌雖不知神是否拯救與否，但他們有殉道者的

靈。他們一面相信「即便如此」，被王扔進烈火的窯中，神也必會

拯救他們；另一面覺得「即或不然」，他們甘願接受神的安排，雖

至於死，也不愛惜自己的生命。然而，無論神是否決定在此時插

手，對他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選擇對神赤忠忘生死，禍福

都不問。他們們寧可殉道，也不拜王的金像，事奉王的神。他們三

人在 17～18節中的宣告很像約伯的宣告──「即使祂殺我，我仍然

信靠祂」（新國際版：伯十三 15）。 

【主要人物】至死忠心的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 

【大綱】得勝者的信心見證 

(一) 金像和信仰的危機（三 1~12） 

(二) 殉道者信心的宣告（三 13~23） 

(三) 至高神拯救的作為（三 24~30） 

【默想】殉道者的道路何等艱難，但殉道者的結局卻又是何等榮

耀！――江守道 

(一) 親愛的，你是否有「即便如此」和「即或不然」的心志呢？ 

(二) 你是否在每一個難處中，單單的信靠祂呢？ 

(三) 你是否也肯願用自己的生命，見證你所信的神呢？ 

【禱告】主阿！求你給我們這樣「即便如此」和「即或不然」的 

心志，就是我們寶貴心血，也願為你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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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l%20Me%20Now.htm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JxBAGn9kWho/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JxBAGn9kWh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RHrJ-WOUr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RHrJ-WOUr8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Example%20of%20Grace.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yoIfRirYi8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ather.htm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yoIfRirY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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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訊信息】不愛自己的生命 
讀經：啟十二11，伯二3-10，太十39，徒十五26，徒二十24，羅十

六3-4，弗六10，腓二29-30，彼前四1-2，約壹三16。 

不愛自己乃是勝過撒但的根基 

啟示錄告我們，弟兄勝過那控告者撒但，乃是靠基督的寶血，和自

己所見證的道，並且不愛惜自己的性命。不愛自己的生命，雖然不

是勝過撒但的條件，卻是勝過撒但的根基（十五11）。不愛自己的

生命，這意思不是說，自己的生命得死去，不愛惜自己的生命乃是

說，能捨得自己的生命，不在乎自己的生命。比如有些人不愛子

女，即使子女都失去了也不在乎，但是自己的臉皮就很要緊。十兩

的金子捨得，十兩的肉就捨不得。這樣的人乃是愛自己的人。這樣

的人不能勝過撒但，這樣的人必定被撒但打敗。只有一種人是撒但

所怕的，只有一種人是撒但不能摸的，就是不愛自己性命的人。不

愛惜自己的性命，乃是勝過撒但的根基。 

節制，不好好吃飯。今天我們認識節制的道理，所以會有許多世人

說，無緣無故的不節制，乃是犯罪，乃是走極端。喜歡有不規則的

生活，是可以的，但隨隨便便不節制就不應該。不愛自己的生命與

不節制是兩回事。主可以吃飯不正常，摸長大痳瘋的人，天不亮就

益處而作的。光能吃能睡不等於是節制。正確的節制乃是管得住自

己，該吃的時候就吃，不該吃的時候就不吃；該睡的時候就睡，該

起的時候就起。 

愛自己的表現 

信徒不禱告、不禁食，乃是愛自己的表顯；聚會遲到，會中不開

口，也是愛自己的表現。有人在擘餅聚會時，不敢與人同喝一個

杯，他雖愛主，但不能記念主，因為害怕傳染。這也是愛自己。我

這事，就不相宜。有人到醫院去傳福音，走到病床前，一面傳福

的人；請問：人的靈魂寶貝呢，還是你自己的性命寶貝？ 

有一位姊妹生了病，我為她禱告了兩次，知道主要醫治她，我就問

她，你要不要病好？她就說，「你有病時，就有人愛你；你病好

了，就沒有人愛你了。」我就知道，這位姊妹乃是一個想要被愛的

自己造出來的，硬是把病拉到自己身上的。 

有一次，我生病住院，有一個病人躺在我隔壁的房裏，時常聽見他

聲音了，他就哼；沒有聲音了，他就停，為的是要得到別人的同

情。這樣的人是愛自己的。信徒到處尋求人的同情，乃是可恥的

事。他最愛的不是別人，乃是自己。許多人愛自己，愛自己的聲

音，愛自己的健康，愛自己的錢財，過於愛別人的靈魂。這樣的

人，無法為主所用。 

書念婦人的兒子死了，她並不守在兒子身旁，而放下兒子，轉向以

利沙（王下四17-37

（十一35）。我們來看保羅對以弗所長老最後的話，他請以弗所的

長老們到米利都，給他們一些勸勉，並向他們見證說，「聖靈在各

城裏向我指證，說，有捆鎖與患難等待我。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

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

事。」（徒二十23-24）保羅為主的名，不顧性命，他能說他不以 

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主不是叫我們每個人都作殉道者，但

我們需要有殉道者的態度，就是不愛自己的性命。這個性命就是

我們的魂生命。保羅對於自己的魂生命不但是不愛，也不看為寶

貝。這乃是每個事奉主的人該有的態度。 

在使徒行傳十五章，耶路撒冷的教會寫一封信，將保羅和巴拿巴介

紹給安提阿教會，信上說，「這二人是為我主耶穌基督的名，不顧

性命的。」（26節）保羅為以巴弗提的介紹，也是說，「他為作基

督的工夫，幾乎至死，不顧性命。」（腓二30）他在對百基拉和亞

居拉的問安上，也是對羅馬的教會說，「他們在基督耶穌裏與我同

工，也為我的命，將自己的頸項置之度外。」（羅十六3-4）這些

人都是不愛自己生命的，是我們信徒的榜樣。 

受苦的心志 

彼得前書四章一至二節告訴我們，受苦的心志乃是兵器。人若是存

這樣的心，就可以不從人的情慾，只從神的旨意。但這不是自己去

找苦吃，也並非苦待自己。我們要知道，受苦與受苦的心志是不同

的。受苦的人不一定不愛自己，但有受苦心志的人必定不愛自己。 

有些人飯少吃一碗，就覺得無力；再有頭痛，就不出去為主作工

了。這樣的人，主在他身上要受何等的限制。但我們並不是無緣無

。主愛我們，不愛自己，所以

為我們捨命，我們也當不愛自己，為別人捨命。愛自己的人，就不

能愛別人，因為他花了一切的力量愛他自己。 

凡愛自己生命的，將要失喪生命，但那些為主失喪生命，不愛百己

39）。撒但從前對付約伯，今天也要來對付

信徒。信徒若要勝過撒但，不愛自己，乃是得勝的根基。倪柝聲 

【只有基督徒才會吸引魔鬼的注意】有一些人造花非常美麗，有用

絲布作的，也有用塑膠或臘作的。但有趣的是這些花從來不能招蜂

引蝶，只有真花才能。照樣，只有基督徒才會吸引魔鬼的注意，而

不停地加以騷擾、威脅和破壞。── 葛培理 

【我們的敵人就是我們的幫手】愛爾蘭的政治家、作家兼眼說家愛

德蒙柏克(Edmond Burke，1729~1797)說過：「我們的敵人其實就

是我們的幫手，這些和我們摔跤的人，也能幫住我們鍛鍊出強健的

肌肉和技能。」肌肉若是不用就會萎縮，要讓一塊肌肉發揮最高效

能，就必須使勁去推舉重物；照樣，一個人要想登峰造極，就要學

會如何善用逆境。── 葛培理 

【作好準備工作總是有益的】正如約瑟知道在豐年時為埃及囤積糧

食，以備荒年使用一樣。我們也要在心中儘量囤積神的話語，以備

苦難一但臨到，我們能夠有備無患，及時應戰。這正如一位軍官說

的：「不論有無戰爭，學會善用兵器都是不吃虧的。」─ 葛培理 

【屬靈的爭戰不可單槍匹馬】我們要記得，屬靈的軍裝不是給你個

人的。你一個人對付撒但對付不了，需要教會一同對付才行。你個

人所看不見的，你個人所防不來的，別的肢體能看見，別的肢體能

防得來。你一個人禱告，撒但不怕，幾個人合起來禱告的時候，撒

但就怕了。有的人特別有信心，就是有籐牌，你就得了他的保護。

有的人特別有神的話，就是有聖靈的寶劍，他揮動寶劍，他使用神

的話的時候，你就得了他的幫助。屬靈的爭戰是大家聯合的爭戰，

屬靈的爭戰不是一個人可以單槍匹馬去衝的。你如果一個人去爭

戰，就是引撒但來注意你這個人，來攻擊你這個人。沒有看見身體

的人，以為自己一個人甚麼都能，以為自己一個人就是一切，這樣

的人是最容易失敗的。一棵樹很容易被風吹倒的，一個樹林就不容

易被風吹倒。撒但就是找沒有掩蔽的人來攻擊，就是找孤立、單獨

的人來攻擊。── 倪柝聲 

※     屬靈的勝利，也是從小事上得來的。一個很小的試探來到，

如果你能得勝，你的信心、勇氣和能力，將要因此增加，在你遇見

較大的試探的時候，你便容易繼續得勝。─ 王明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