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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年 8/1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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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春明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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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8月 19 日和 9月 2日主日聚會地 點，將改在 Robertsville Bible 

Church。時間：10:00-12:00AM；地 點：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二) 8月 26日全教會相調烤肉活動。地點: Turkey Swain Park。 

 

 
 

 

 
 

 

八月十二日 

讀經 詩 37~38；林前 1：10-31 

鑰節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本乎神，神又使祂成為我們的

智慧、公義、聖潔、救贖。」【林前一 30】 

禱告 主啊，感謝你，使我們看見你 你是我們

的智慧，使我們得以認識神；因你是我們的公義，使我們得

以在神面前稱義；因你是我們的聖潔，使我們與神的性情有

分；因你是我們的救贖，使我們能完全像你(約壹三 2)。 

詩歌 今要主自己-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十三日 

讀經 詩 39~41；林前 2 

鑰節 「誰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導祂呢﹖但我們是有基督的心了。」

【林前二 16】 

禱告 主啊，求你天天對付我們舊有的生命，讓聖靈管理、引導、

指教我們，以致我們有「基督的悟性」，更明白神的計劃、

心意和行動。 

詩歌 哦主！求你長在我心 -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十四日 

讀經 詩 42~45；林前 3 

鑰節 「因為我們是與神同工的；你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

的房屋。」【林前三 9】 

禱告 神啊，叫你的兒女甦醒，為自己的生命長大成熟負責，結出

果子，讓你得著滿足。而一切的工作都是建造你的教會，叫

你的殿顯出榮耀和豐滿，讓你在地上得着安息的居所。求你

厲害的對付撒但一切的作為，人的摻雜、代替，好叫建造教

會的計劃不受到破壞。 

詩歌 復興你工作，主-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十五日 

讀經 詩 46~49；林前 4 

鑰節 「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神奧祕事的管家。」【林

前四 1】 

禱告 親愛的主，讓我效法保羅，忠心的服事你，供應人生命，建

造你的教會；為你的緣故，在世人面前甘受一切恥辱；也給

我為父的心腸，關懷你所託付給我的人。 

詩歌 主，我不過是你運河-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十六日 

讀經 詩 50~52；林前 5 

鑰節 「你們既是無酵的麵，應當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為新

團；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林前

五 7】 

禱告 親愛的主，謝謝你是被殺的羔羊，一次解决了罪的問題，使

我們與神和好；謝謝你又是誠實真正的無酵餅，成了我們每

日所需，使我們能純潔度日，不沾染罪污。 

詩歌 榮耀之釋放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十七日 

讀經 詩 53~58；林前 6 

鑰節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麼？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

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林前六 19~20】 

禱告 禱告：親愛的主，我們是你重價買來的，不再是屬自己，也

再沒有權利支配自己，叫我們活着是為你活，好使我們真能

在我們的身子上榮耀神。 

詩歌 哦，我要像你-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十八日 

讀經 詩 59~64；林前 7：1-24 

鑰節 『免得撒但趁着你們情不自禁，引誘你們。』（林前七 5下） 

禱告 親愛的主，教導我們學習在一切的事上愛我們的配偶，在大

事上力求同心，在不和的事上信守婚約的忠貞。 

詩歌 我對撒但總是說不- churchinmarlboro.org  

【但以理書第五章】伯沙撒王因褻瀆神被殺 
【重點】伯沙撒王因褻瀆神，將神聖潔的器皿與偶像的敬拜相

聯，導致神刑罰的事蹟。 

【中心思想】牆上神秘文字的內容：(1) 表示神掌管一切，包括

人的「氣息與行動」（23節），而世上君王的興替都在神的手

中； (2)宣佈了神的審判，這文字是伯沙撒的墓誌銘。 

【鑰節】「竟向天上的主自高，…又讚美那不能看，不能聽，無

知無識金銀銅鐵木石所造的神，卻沒有將榮耀歸與那手中有你氣

息，管理你一切行動的神。」(但五 23) 

【鑰字】】牆上所寫的三個古亞蘭文字： （1）「彌尼」——是

「數算」的意思；（2）「提客勒」——是在天平裡「稱重」的意

思，即你被稱在天平裡，顯出你的虧欠；（3）「烏法珥新」——

是「分裂」的意思。對於年少狂傲的伯沙撒，這是審判的信息：

神是大而可畏，誰也輕慢不得的；對於年老的但以理（已八十歲

了），這是安慰的信息：神仍重用他；對於我們，這是啟示的信

息：神掌管我們的一切，包括我們的「氣息與行動」（23節）。 

【主要人物】任意妄為的伯沙撒王和有美好靈性的但以理。 

【大綱】神審判伯沙撒的褻瀆 

(一) 伯沙撒褻瀆神的筵席（五 1~4） 

(二) 神在牆上特寫字警告（五 5~6） 

(三) 但以理宣告神的審判（五 7~29） 

(四) 大利烏征服了巴比倫（五 30~31） 

【默想】你在世界，若與萬有的主宰不和，豈能有幸福、快樂、

平安？── 陳崇桂 

(一) 你是否從伯沙撒的死亡學到功課，以他的結局作為你生命 

的警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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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mself.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O%20Jesus%20Christ,%20Grow%20Thou%20In%20M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Revive%20Thy%20Work.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637.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100.htm
h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O%20To%20Be%20Like%20The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e%20Leadeth%20M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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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你若是被稱在神的天平裏，是否也會顯出同樣的虧缺了神的

榮耀呢？ 

(三) 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本於造物的主，無論是健康、經濟、

智慧、美貌……。對神所賜你的一切恩典，你是否存感恩的

心，謙卑的奉獻歸主用呢？ 

【禱告】神啊！你是輕漫不得的，求你幫助我們，尊你為大、謙卑

跟隨你、忠心事奉你。 

【家訊信息】神的憐憫 
【看見一切在於神的憐憫】我們讀羅馬書九章時，需要注意其中的

原則與應用。。這一章啟示的原則乃是，一切皆是神的憐憫。使徒

把這一個原則應用在以色列人身上。叫我們看見一切發生在以色列

人身上的事，都是出乎神的憐憫。今天我們不光需要注意應用的實

際，更需要注意背後的原則。 

那裏說，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發憐憫的

神(16節)。熱心與追求並沒有用，不熱心、不追求也沒有用。等太久

或不等，跑得太快或者跑得太慢，都沒有用。在這裏、在那裏，多

聽、少聽，都沒有用；一切都在乎神的憐憫。只有聖靈才能引領人

到正確的地步。你總得有一次看見甚麼是神的憐憫，對於這件事，

你最少需要有一次看見。自然多次看見更好，但是起碼要有一次專

一的看見，一切在於神的憐憫。不論你是一次的看見，或是經過一

段過程的看見，當你摸到這件事，就會有一個事實產生；不是一個

感覺，乃是一個事實。這事實就是：一切皆在乎神的憐憫。 

      神的憐憫乃是一個事實，事實是不在乎感覺的。以重生得救為

例，我們常對罪人說，你總要有一次清楚悔改信主；我們對信徒

說，你總得有一次清楚的奉獻，將自己擺上。人在對神的憐憫的認

識上，原則是一樣的。他總得有一次清楚的踫見神的憐憫。 

【心思、情感、意志需要受對付】有三種人是應當受神對付的，就

是意志強的人、情感強的人和心思強的人。許多人是受這三種情形

的支配；這三件事需要被神打斷。神要對付人的強點，過於對付他

的弱點。有的時候，強點攔阻人靈命的進步多過他的弱點。人在這

三方面沒有受過對付，就不能認識神的憐憫。 

人被神對付過，在他的屬靈生命上就有了調整。許多事多一點和

少一點，皆不相宜。有的人等太久，有的人不等。這些都需要調

整。有的人裏面的人不夠大，外面的人太大，這就好比普通的人，

頭佔身體七分之一，若頭佔身體的四分之一，或十六分之一，都不

相稱。有的人心思太強，有的人情感、意志太強，而裏面的人不夠

大。這些光景都需要調整。 

有一次我帶一位內地會的領袖去聽史百克講道。散會以後，普通

人一定問，剛才的信息如何。但我和他回家的時候，我沒有問地，

他先說起來，他說史百克的意志太強。我告訴他，我的意志也是頂

強的。他說，那你怎麼能夠與他合起來呢？不錯，外面的意志越強

的人，越不容易合得來，但他並不知道，我們能合一乃是由於裏面

的人，而不是由於外面的意志。今天如果要我們裏面的人與外面的

人相稱，裏面的人就必須長大；裏面的人一長大，就可以管治外面

的人。 

有的人心思太強，這些人的心思需要被裏面的人管治。我讀過新

約好幾百次，雖然不能說比所有的人都多，但至少比許多人多。我

可以找出上百處的經節是彼此相反的，但是我沒有這樣作，因為我

的心思是在聖靈的管治底下。 

我們的屬靈生命若要有合式的調整，就需要我們這個人的光景是

恰好的，也不太多，也沒有不夠。好比打彈球機饑，需要球送的剛 

剛好，才能拿到分數，不然左邊有釘，右邊也有釘。在屬靈的追求

上有許多的試探，我們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都會成為攔阻，太過和

不夠都會落在危險裏。 

一切都是在乎神的憐憫。我沒有得救以前，準備留學美國。假如

早去兩個月，就不會與余慈度小姐相會，或許就永遠不會得救。即

使後來有機會，我也不一定相信。乃是神的憐憫叫我不早不晚，剛

好在那個時候碰見余慈度小姐。 

只有神能夠作得恰到好處。我們人說話，總是容易說得太過或者

不夠。沒有一個人能傳一篇道是適合各種人的需要的，即使是使徒

保羅、彼得也是一樣。因為話講出來，總不容易說得恰到好處，因

此就容易叫人誤會。 

只有神的憐憫才能夠叫人真正的謙卑下來。有的時候一些小的十

字架、小的對付反而會叫人驕傲。只有大的十字架、大的對付才能

叫人謙卑。 

有的人太過屬靈，以為主只住在我們的靈裏；但是以弗所書三章

(弗三17)。祂不光住在我們的靈裏，

更住在我們的心裏；這個是可以感覺得到的。約翰福音十五章說，

基督住在信徒裏(約十五4~5)，但是那裏並沒有提到是住在他們的心

裏。只有以弗所書三章提到，基督乃是住在我們的心裏。有的人太

屬靈，以為心算不得甚麼；但是詩篇常提到我們的心。要在屬靈的

事上受調整，我們不單要注意靈，也要注意我們的心。 

【教會的道路──仰望神的憐憫】教會二千年以來的道路乃是仰望

神的憐憫。只有神的憐憫，才能夠叫我們被調整過來。我常對一些

青年人說，五年後，你才會知道，一切都是在乎神的憐憫。世人數

算頭髮，平均每人十四萬根。聖經說，神數過每人的頭髮。祂認識

我們，比我們認識自己還清楚。神要我們得救，我們就能得救、神

若不憐憫，就沒有一個人有辦法得救。慕迪有一次傳福音時，一位

太太幾乎得救，只因洋傘跌下，打了岔，她就不能得救。人得救不

得救，不是傳道人的責任；傳道人的責任只是將道路擺出來。只有

神的憐憫，才能把人放在這道路上。將人放在這道路上乃是神的工

作，引人走上這條道路的，也是神的自己。── 倪柝聲 

【心靈加油站】 
「父親的臂彎」——很久以前，一位農夫代著幼子到很遠的鎮上

去，途中經過一條水流很急的河溝，溝上架了一條東倒西歪，搖搖

晃晃的小橋。由於是個大白天，父子總算平安的過去了。 

在他們回程中，天色已晚。孩子的心中就一直惦記著那條河上的

危橋。天這麼黑，他們怎麼過得去呢？等到快到橋頭的時候，父親

把兒子扛在肩上，孩子立刻就安下了心，而且因為一日的勞累，不

知不覺間已在父親的懷裡睡著了。當他再度睜開眼的時候，他發現

陽光已透過窗子射進房裡了，自己正安穩的躺在舒適的床上。父親

的臂彎是何等的神奇呀！這說明了我們與主同行，何所懼焉！ 

「情感」——在日常生活裏，情感控制是一項極其重要的課題。如

果我們把情感這生命的原動力虛耗於瑣屑的事務上，那麼我們的生

命是註定要失敗的。一個人需要靜坐下來問一問自己，「我對哪些

東西具有強烈的情感？」 

我們的情感可由信心和祈禱加以充實。因之，在運用信心和祈禱

時，我們就獲致靈性上的穩定與均衡。這也就是說，我們的濃烈情

感是需要引導歸向宇宙的造物主宰。 

我們務要切望神所想要給我們的。當我們用心靈去愛祂的時候，

我們就充滿信心和愛慕祂的情感，就會在祂的意向裏導引我們。但

是，這種帶領我們歸依祂的情感，同時也可能會撒但利用，牠以恐

懼、嫉妒、憎恨和偏激…等等使人走入歧途。所以，讓我們要讓祂

來善導我們的情感──崇拜真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