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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年 8/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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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英杰弟兄家 

Morganville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李勇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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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四紐約朱永毅弟兄確診為原發性骨癌(osteocarcinoma) 。

此事有主奇妙帶領，找到骨癌專家。上週五進行六小時手術，

住院五天。他心中平安。上次在感恩節特別聚會，他交通到現

在是他人生的冬季。讓我們在禱告中記念我們的弟兄。願他領

受主的醫治、健康與力量，讓主繼續使用他 。 

(二) 8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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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8月 26日全教會相調烤肉活動。地點: Turkey Swain Park。 

 

 
 

 

 
 

 

八月五日 

讀經 詩 7~10；羅 12 

鑰節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

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

然的。」【羅十二 1】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願將身心靈的全部當作活祭都獻給你，好讓

你的愛火在我們裏面天天燒我們，使我們靈裏火熱的來服事

你，在生活中也將你的愛火燒到凡與我們接觸的人。 

詩歌 活著為耶穌-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六日 

讀經 詩 11~17；羅 13 

鑰節 「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

【羅十三 14】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願身上常常你，在這彎曲，悖謬，黑暗的世

代為你作見證，阿們 

詩歌 從我活出祢的自己-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七日 

讀經 詩 18~20；羅 14 

鑰節 「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

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羅十四 8】 

禱告 主啊！願我們所做的，乃是為著你。擴大我們的度量，縱使

在教會裏有分岐，讓我們學習彼比接納，彼此尊重；操練在

愛中，一心追求和睦，彼此建立德行。 

詩歌 祂為我死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八日 

讀經 詩 21~25；羅 15：1-13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幫助我們有美好的教會生活，能『一心一

口』的榮耀神。 

詩歌 聖徒眾心，愛里相系-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九日 

讀經 詩 26~30；羅 15:14-33 

鑰節 「弟兄們，我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又藉著聖靈的愛，勸你

們與我一同竭力，為我祈求神，」【羅十五 30】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願效法保羅竭力做工、竭力傳福音、竭力代

禱，也請求別人竭力代禱。 

詩歌 中國的早晨五點鐘-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十日 

讀經 詩 31~33；羅 16 

鑰節 「問百基拉和亞居拉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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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我感謝他們，就是外邦

的眾教會也感謝他們。」【羅十六 3~4】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感謝你，謝謝你把這封書信賜給我們，如果

沒有這封書信，我們會是如何的貧乏！阿們。 

詩歌 我們呼吸天上空氣-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十一日 

讀經 詩 34~36；林前 1：1-9 

鑰節 「神是信實的，你們原是被祂所召，好与祂兒子——我們的

主耶穌基督一同得分。」（林前 1:9）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幫助我們學習有分於你的交通，也與學習眾

聖徒一同分享你一切的豐盛，好使我們能實行「一心一意，

彼此相合」，過榮神益人的生活。 

詩歌 我神、我愛、我的永分- churchinmarlboro.org  

【但以理書第四章】神管教尼布甲尼撒王 
【重點】神管教尼布甲尼撒乃是讓他知道神的絕對主權和能力，好

讓驕傲的他受到管教之後，謙卑地敬拜這位主宰一切的神。 

【中心思想】尼布甲尼撒王夢見一棵樹，樹高頂天而被砍倒於地。

此夢的主要目的是：(1) 宣告神的絕對主權和大能，而地上一切的

權柄都是出於神的包括掌權者（羅十三 1）；(2) 指出神的管教是

祂施恩的渠道。神的管教能使驕傲的人成為謙卑、順服的人；(3) 

使人認識神的憐憫和慈愛，當人願意悔改，神就立刻施恩。 

【鑰節】「….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

誰。」（但四 17、25、32節） 

【鑰字】四章 30節中兩次出現的「我」，強調王的「大能大力」

和「威嚴的榮耀」。這節經文描述了尼布甲尼撒的狂言，很像以賽

亞書第十四章的巴比倫王和以西結第廿八章的推羅王的宣告。他們

的結局都是因自高自大，甚至要與神同等，而遭到神的審判。 

【主要人物】作異夢的尼布甲尼撒和解夢的但以理。 

【大綱】神管教尼布甲尼撒的驕橫 

一、 王的詔書（四 1~3） 

二、 王的異夢（四 4~18） 

三、 夢的解釋（四 19~27） 

四、 夢的應驗（四 28-33） 

五、 王的悔改（四 34~37） 

【默想】基督徒的美德，第一是謙卑，第二是謙卑，第三還是謙

卑。─奧古士丁 

一、 在神管教尼布甲尼撒王的事上，你是否承認神的主權和世人的

卑微，而謙卑地接受祂作你生命的主宰呢？ 

二、 你是否因你的才幹，財富，地位與成就而忘記神，遠離神呢？ 

三、 當你受到神管教時，是否化埋怨為感謝，化悲傷為讚美呢？ 

【禱告】主啊！我現在的遭遇，會是你愛的管教嗎﹖若是，求你教

導我降卑在你面前，並心存「感恩」讚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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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20for%20Jesus.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314.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407.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christian%20heart.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5%20am%20in%20China.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693.htm
h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watts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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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訊信息】認識神的審判 
讀經： 詩九16，賽廿六9，羅二16 ，啟二十11~15。 

我們都不願意聽到「審判」，因為這兩個字本身不像帶有屬靈的含

義，卻帶著消極的意思。然而，除了創造之外，神還未做過一件事

比審判更大。神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創造，末了是審判。若無審

判，神創造的目的就不能達到。在神的計劃中，審判具有的是建設

性而不是破壞性。將來的審判叫神能完成創造的目的。正如我們知

道，神創造的目的是要彰顯神的旨意。然而，魔鬼、罪、肉體隨後

進入這世界。若果沒有審判，神的計劃就無法達成了。 

為甚麼審判是必須的呢？我們知道神最後的工是審判，這之後，祂

就再不用作甚麼事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經完畢，就歇了祂一

切的工，安息了，聖經告訴我們(啟廿一3)，在審判之後，神的帳幕

就永遠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當造物的工不能確保罪惡永不再回

到這世界時，審判卻保證罪惡從此消失了。當造物的工不能阻止這

世界的叛逆，審判就確保以後不再有叛逆了。神的審判保證了再沒

有罪。審判有消除罪的能力，所以審判在主觀的用途上就與我們發

生關係。最起碼，神用祂的審判成就了祂的旨意。我們且看下面三

方面。 

【藉審判來榮耀神自己】審判者所得的榮耀取決於他如何施行審

判。如何施行審判就說明了他是個怎樣的人。他越恨惡罪惡，他的

審判就必越嚴厲。然而，神的審判就顯明了祂的自己。藉著審判祂

顯明祂的神性。 

摩西像有諸般的理由去發脾氣說：「你們這些叛逆的人。」跟著就

用杖擊打磐石，就有許多水流出來(民二十10~13)。不要忘記，神本

對摩西說話，叫他吩咐磐石發出水來。因此神對摩西說：「因為你

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為聖，所以你必不得進入迦南。」為甚麼這

件事會導致摩西受審判呢？因為，不然的話，以色列的百姓們就分

別不到究竟是神抑或是摩西發脾氣了。但既然摩西受了審判，以色

列人就清楚當日是摩西發脾氣的。外表看來，這好像是一個諷刺─

─發怨言的得以進入迦南，責備他們的，卻不得進入。然而，神卻

得了榮耀。 

請我們留心，神是恨惡罪的。太輕易地獲得赦免反會令我們忘記了

祂是聖潔的。如果神一直地寬待以色列人，他們就不能認識祂了。

當摩西被審判時，人就認識神是聖潔的。因為神可以隨時顯明祂的

聖潔。(如果人能夠靠著自己的力量，應付了，甚至逃避了審判，

他們會向神說甚麼呢？)讓我們一同向神宣告說：神啊！這是你是

權利，你把你的手放在我們身上是應該的。(我們的難處是不懂得

去榮耀神。假若我們因發脾氣而遭受審判，我們是否樂意去接受這

個審判，好叫神得著榮耀呢？) 

我作了一件不公義的事，後來我病倒了。當然我向神禱告，但祂沒

有聽我的禱告，這實在叫我感到詫異。直至有一日，我看見：你做

了不義的事，如果你不受審判，那麼知道這事的弟兄們會說甚麼

呢？神到底是怎樣的神呢？假若我被審判真能叫人敬畏你，我寧可

自己站在死地。從那天起，藉著祂的審判，我看見禱告得答應，趕

不上神得著榮耀。在這件事上，我受審判比起我得著醫治更能榮耀

神。所以，審判給予神最純正的榮耀。 

【審判顯明真相】審判顯露一切隱藏的事，顯明真相，叫我們認識

自己。 

人不認識他們自己，他們是受了蒙蔽的。有一天，神要審判這個世

界，叫一切隱藏的事物都顯露出來。那時，每一個人都會感到非常

的驚訝，因為從未有人能這樣清楚的認識自己。審判卻叫我們知道

自己的真性情，到那日，隱藏在我們裏面的東西，一一都要顯露出 

來。所以，審判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啟示，不單啟示了神的自己， 

更是啟示了我們是何等樣的人。保羅說：「我自己也不論斷(審判)

自己……只等主來，祂要照出喑中的隱情，顯明人心的意念」(林

前四3，5)。 

只有愚昧人才信自己。無論你得了多大的啟示，受了多大的對付，

你總不該變得太自負。保羅是個滿了啟示的人，然而他不敢審判自

己。審判是一個很大的顯露。將來，在地獄裏滿有各種各樣的人，

惟獨沒有驕傲的人(撒但所犯的罪就是驕傲)。一切的驕傲在白色大

寶座的審判下就告終了。那時，驕傲的人不能再驕傲了。所以保羅

宣告說：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

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驕傲的罪將不繼續下去，所有人遲

早都要認識自己。儘管你今天不口稱耶穌為主，有一天，你必要口

稱祂為主。到那日，你總會否定自己，你要認識自己不過是塵土。 

【審判終止了罪】神審判的一大果效，就是終止了罪。無論是那一

種罪，一經審判就消失了。這個世界之所以可怕，就是由於它充滿

了各種各樣的罪。罪發展得太快了，好像沒有一樣東西可以阻止

它。傳福音是停止犯罪的一個方法，但是，在這世界出生的人口遠

比得救進神國的數目為多。(看來，我們會覺得福音、十字架、教

會、新約統統都失敗了；然而，我們知道神不是用這些，乃是用審

判為對付罪的最終辦法。)罪的所有問題將會由審判來解決。福音

阻止不了的，審判能夠阻止。任何終止不了的事物，審判都可以把

它終止。審判就是神大潔淨的日子。到那日，罪就要在這世上完結

了。那天將會是最好的日子，因為那日是神掌權的，神要來到人間

施行審判，並且除去人與魔鬼所作的一切，祂要將新的帶來。這個

世界必要被潔淨，由創世記時候的光景，被潔淨為啟示錄二十章的

光景。這世界必被更新，神也就滿足了。但是，神的教會今天就必

須先預備好，伏在神審判之下。── 倪柝聲《神的審判》 

【心靈加油站】謙卑 
【成熟穗頭都是低了下來】汪佩真姊妹讀完神學就要出來為主作工

時，去見一位在南京的高師竹老牧師。這位牧師帶她上到樓廊，前

面一片禾田。那時，正是五穀成熟，將要收割之時，他就指著那些

麥穗，並對她說，你看那些成熟了的穗子，因著裡頭豐滿，穗頭都

是低下下來。那些尚未成熟的穗子，由於裡面虛空，不夠充實，穗

頭都是高高仰起。屬靈的事也是這樣。凡是成熟的基督徒，因著裡

面的豐滿，沒有一個不是謙卑的。惟有尚未成熟，裡面虛空，不夠

充實的人才會驕傲。這些話叫她深受警惕。 

【驕傲的種種】 

 驕傲的人不肯主動與人結交朋友，所以永遠是孤獨的， 

 驕傲的人不肯向人說對不起，所以他得罪無數的人， 

 驕傲的人更不肯在兒女面前承認自己的錯，以致兒女也仿效他， 

 驕傲的人嫉妒同事提出的意見， 

 驕傲的人看不起上司的領導地位， 

 驕傲的人不會聽從傳道人在講臺上的勸勉和教導， 

 驕傲的人從不欣賞別人的藝術創作，從不在音樂會時報以掌聲， 

 驕傲的人在禱告時只會數算自己的成就， 

 驕傲的人在別人面前炫耀自己的成就， 

 驕傲的人總認為自己的子女比別人的更有教養， 

 驕傲的人認為別人的成就是僥倖得來的， 

 驕傲的人從不請教別人，寧願自己到處碰釘， 

 驕傲的人怎可以在神面前謙卑屈膝呢？ 

 驕傲的人需要救主嗎？ 

「驕傲在敗壞以先……」（箴十六18）——蘇美靈《故事百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