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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1/13~2013 年 1/19 
主日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交通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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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育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国华姊妹家 

 

 

 

 

 
 

一月十三日 

讀經 創三十七～三十八；雅各兒子們的事情。 

鑰節 【創卅七 19】「彼此說：『你看，那作夢的來了。」 

禱告 神啊，求袮將異象向我開啟並抓住我。我願一生完全受袮的

啟示，袮的異象所支配。 

詩歌 你是我異象- 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十四日 

讀經 創三十九～四十；約瑟勝過試探和解夢。 

鑰節 【創三十九 21】「但耶和華與約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

在司獄的眼前蒙恩。」 

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祢。世人可以忽視、輕看我，甚至忘

記我，但袮永不忘記我，袮時時刻刻顧念屬袮的人。 

詩歌 主，你正懷念我- 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十五日 

讀經 創四十一～四十四；約瑟治理埃及。 

鑰節 【創四十一 51~52】「約瑟給長子起名叫瑪拿西，因為他

說：『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給次子

起名叫以法蓮，因為他說：『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

盛。』」 

禱告 親愛的天父，祢能轉危機為轉機，能轉風波為祝福，能轉歎

息為讚美。無論我有何需要，我只須再投入你的胸膛。 

詩歌 以利沙代- 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十六日 

讀經 創四十五～四十七；雅各全家來到埃及。 

鑰節 【創四十五 5】「現在不要因為把我賣到這裏，自憂自

恨，這是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為要保全生命。」 

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感謝祢。我一生的際遇，祢已替我分好。

因著祢作工在我的身上，願我的生命是「福杯滿溢」，而

使周圍的人因我蒙福。 

詩歌 父，我知道我的一生- 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十七日 

讀經 創四十八～五十；雅各給眾子祝福。 

鑰節 【創四十九 28】「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這也是他

們的父親對他們所說的話，為他們所祝的福，都是按著各

人的福分，為他們祝福。] 

禱告 親愛的天父，使我成祝福 ，這是我禱告，願有人今日從我

得祝福。 

詩歌 使我成祝福- 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十八日 

讀經 出一～二；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 

鑰節 【出一 8】「有不認識約瑟的新王起來，治理埃及。」 

禱告 親愛的天父，正如以色列哀求祢的拯救，我們也求祢救神

的兒女脫離世界的奴役。奉主耶穌基督名，阿們！ 

詩歌 居榮美之地- 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十九日 

讀經 出三～六；摩西的蒙召和摩西與法老王的衝突。 

鑰節 【出三 2】「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裡火焰中向摩西顯現。

摩西觀看，不料，荊棘被火燒著，卻沒有燒毀。」 

禱告 天父啊，求祢用祢全能、全知、全愛征服了我，求祢用荊

棘之火來燒我，使我成為祢手中的器皿，為祢而活。 

詩歌 曠野之中為著神- churchinmarlboro.org  

【本週聖經鑰字――「為他們祝福」】 
「為他們祝福」 (創四十九 28)──雅各對他兒子們最後的話，讓

我們看到，他對他兒子們的觀察入微，說出兒子們以往的情形。

而最重要的點，乃是他明白一切都是在神的計劃之下，他把神所

要作的事告訴他的兒子們。雅各的祝福可以分為四段，每三支派

為一段。对流便、西緬和利未，說到人天然敗壞的光景；对西布

倫、以薩迦和但說到神雖祝福，然而他們尚可能背道；对迦得、

亞設和拿弗他利，說到救恩的效力；对猶大、約瑟和便雅憫，說

到基督。雅各為他的眾子祝福，注重他們的經歷和神的計劃。雅

各提到他們以往的行為有的是乖僻，甚至污穢，他也提到他們的

前途不一定都是光明的。但是，他還是滿了慈愛的宣告神命定的

旨意，表明了他的心仍記念神的應許。雅各的一生雖然坎坷，充

滿愁苦和憂傷。但是，他臨死給眾子祝福的時候，不是悲悲慘

慘，充滿遺憾，而是光明和圓滿的。 

默想: 雅各人生最末了的路程是光明和美麗的。由於神不斷的賜福

與他（創四十八 3），使他終成了一個為人祝福的人。今天神也要

得著我們，在我們的身上繼續作工，成為祂合用的器皿，叫人因

我們而得福。 

【主日信息綱要――有效實施新年規劃】 
一、【神對以色列人的新年規劃】： 

(1) 新的生命開始——「脫離埃及人，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

地」(出三 8) ；「耶和華在埃及地曉諭摩西、亞倫說：『你

們要以本月為正月，為一年之首。』(出 12:1~2)  

(2) 新的團體生活開始——「歸神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

民」(出十九 6)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正月初一日，你

要立起帳幕』」(出 40:1~2)。 

二、【葛培理的新年規劃】：焦點放在神對你的計劃和預備上。 

第一， 停下來看一下我們的生活:  

 在我們的生活中什麼是需要改進的？什麼要去掉，或者增加？ 

 其中最重要的是，當神看我們的時候他看到了什麼？ 

 在他的幫助下，神希望我做什麼？ 

 對於即將到來的新的一年，神對我人生的旨意是什麼？ 

第二，確定你的規劃是現實的: 

【禱告事項】 

◆ 求神預備福音朋友的心，接受福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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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506.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12-9-12%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1/2-26-11%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4-15-12%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9-30-12%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12-2-12%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rust%20and%20Obe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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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以自我為中心，而是關注神要在我們的生命中做什麼。 

 最重要的是確定對基督的“獻身” 。 

第三，仔細思考一下如何達到自己所設立的目標。 

 禱告祈求神的幫助；計劃需要採取的步驟，得到其他人的鼓勵

和幫助。 

 將生命建立在基督以及他的話語上。 

三、【瑪波羅教會 2013 新年規劃的負擔】： 

(1) 個人的生活——維持靈，魂，體健康。「親愛的兄弟啊，我

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約翰

三書 1:2) 

(2) 團體的生活——興旺福音。「願你城中平安！願你宮內興

旺！」(詩篇 122:7) ；「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

心合意地興旺福音。」(腓立比書 1:5) 

四、【個人興盛，教會興旺的實行】： 

 每日讀經，每週背經！彼此代禱， 建立健康的屬靈習慣。 

 興旺福音，帶人得救。每月福音活動，5 月福音營，年底福音

加強。 

 特別聚會，健康專題，教育專題，和家庭/音樂專題。 

 家聚會的恢復和聖徒間彼此的照顧。 

 加強各項服事：餅杯，照顧，禱告，兒童青少年，和事務。 

 成全聖徒：團體追求，加入教會各項服事小組和服事培訓， 

學習帶聚會，帶人禱告， 領人歸主。 

 為教會會所的構建擺上我們的一份： 禱告，財務，和服事。 

 新年心願(New Year’s Resolution) – 禱告寫下個人和全家的心

願條。 

願神加倍地祝福祂的教會和這裡每一個家。 

【家訊信息】園工的比喻 
主說的比喻是這樣開始的。「因為天國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

進他的葡萄園作工。和工人講定，一天一錢銀子，就打發他們進

葡萄園去」（1～2）。這是人的習慣，說好了工價就作工。一天

的工作完了，就收取說好的工價。對於這一點誰都沒有難處，都

認為是天公地道的事，這就是律法的觀念。 

從這種觀念延伸到宗教思想去，我們就發現了人的想法，並不因

為是宗教的事，就脫出了這樣的觀念。在偶像的宗教中固然是這

的影響。我唸了多少經，我作了多少善事（這是那少年人的問

題），我獻了多少祭，我捐了多少錢，我發了多少的熱心，起了

多少的宏願。因為我這樣作過了，我是配受祝福的，我的家給稱

為積善之家，好心就該有好報。這就是人心思裡揮不掉的宗教思

想。若是人所接受的結果與人所作的不符合。人就說老天爺沒長

眼睛。 

猶太人在倚恃律法的特別顯出他們的堅持，不少稱為基督徒的人

不反對作好人，但我們要指明，這些作好人的想法是人的道德觀

念的產物，不是神給人承受永生的條件，並且對神恢復的工作有

害無益。最簡單的說法就是，人既能自己作好，人就盡自己的力

去作好就夠了，不必神再伸手來協助。說好了一天一錢銀子，把

工作完了，把那一錢銀子拿走就完了事。只是我們別要忘了，當

天花了那一錢銀子，第二天仍然是一個一無所有的人，這個不是

天國的光景。 

天國是出自神的憐憫 

「約在巳初出去，看見市上還有閒站的人」（3）。巳初就是 

上午十時多。「約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這樣行。約在酉初

出去，看見還有人站在那裡」（5～6）。午正就是中午十二時，

申初就是下午三時過，酉初該是下午五時過。在那些時間，市上

主人都把他們雇請進園子裡作

工，就是當天快要過盡的酉初，可以作工的時間只剩下一小時，

家主還是一樣的雇請。對於後來雇請的那些人，主人並沒有說好

工價，只是說「所當給的，我必給你們」（4）。這樣雇請失業

的人，可以說全是出自主人的憐憫，因為該請的人在清早已經雇

請齊全，不必再多雇請人了。 

的人，就給祂看上了，也雇用了。我們在亞當裡的人，在神的國

中是流離的人，在祂的面前是作祂的仇敵，在祂公義的光中，我

責任要照顧我們，因為我們落到這樣的地步是自取的。但是發憐

憫的神說出這樣的話，「你們為甚麼整天在這裡閒站呢」

（6）？祂注意到我們，沒有人理睬我們，祂卻收納了我們。這

是神的憐憫。 

神要建立天國，要把祂起初的心意恢復在我們身上，不是我們配

國的恢復。人的無知以為神非要這樣作不可，因為我們人很重

要，神不能不管我們。對，祂不能不管我們，但不是因為我們

不能明白神作工的法則。 

恩典是神憐憫人的結果 

一天的工價是一錢銀子，作不到一天的工作就不能得到一錢銀

子。這個認識是誰都公認是對的。現在一天的工作完畢了，發工

錢的時候也到了。家主吩咐管家發工錢的時候，讓那些後來的先

領，最後才給最早來作工的。不管是甚麼時候來，所發的工錢都

是一錢銀子，那先來的就有怨言了，「我們整天勞苦受熱，那後

來的只作了一小時，你竟叫他們與我們一樣麼」（12）？這些人

只看見自己的賣力，卻沒有看見主人的憐憫。主人對他們中的人

說，「朋友，我不虧負你，你與我講定的不是一錢銀子麼？拿你

的走吧」（13～14）！這也是事實，既然不認識憐憫，那就只有

拿該得的就是了，誰也沒有虧負誰。 

馬書上的話說得清楚，「作工的得工價不算恩典，乃是該得的，

唯有不作工的，只信稱罪人為義的神」（羅四4～5

稱他為義，接受了他所不配得，也是不該得的，那就是恩典。神

要恢復祂的心意是祂的憐憫，神成就祂心意的方法是恩典。人在

神面前的地位與光景，從開始到末了都是不對，若沒有神的憐憫

與恩典，人根本不可能給恢復到神起初的心意裡。 

不認識憐憫的人，以為自己是有的，神就在律法裡對待他。認識

自己是殘缺無有的人，神就以憐憫與恩典對待他。「我給那後來

的和給你一樣，這是我願意的。我的東西難道不可隨我的意思用

麼，因我作好人，你就紅了眼麼？這樣，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

前的將要在後了」（14～16）。這就是人的難處，只看見自己的

功勞，卻看不見人的殘缺。 

在天國進入隱藏中實行恢復的時候，神的工作是以生命為作工的

神工作的方法已經從律法轉向恩典，若是我們不認識恩典，不知

道恩典是神現今作工的方法，那麼要進入天國的路就不會向我們

開啟。── 王國顯《馬太福音讀經劄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