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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1/6~2013 年 1/12 
主日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特別交通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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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任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30-9:30 PM     李景译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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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年全教會行事曆】 
月 日 時間 項目 

1 6 主日上午 10:45- 12:15 全教會特別交通聚會 

1 6 主日下午 1:30 -3:30 事奉交通聚會 

1 26 週六晚上 6:30-9:30 福音愛筵聚會 

2 3 主日下午 1:30 -3:30 事奉交通聚會 

2 17 主日上午 10:45- 12:15 福音詩歌見證聚會 

2 23 週六晚上 6:30-9:30 福音愛筵聚會 

3 3 主日下午 1:30 -3:30 事奉交通聚會 

3 23 週六晚上 6:30-9:30 福音愛筵聚會 

4 7 主日下午 1:30 -3:30 事奉交通聚會 

4 27 週六晚上 6:30-9:30 福音愛筵聚會 

5 5 主日下午 1:30 -3:30 事奉交通聚會 

5 18 週六晚上 6:30-9:30 福音營交通聚會 

5 25~27 週六下午/週一上午 福音營 

6 5 主日下午 1:30 -3:30 事奉交通聚會 

6 29 週六晚上 6:30-9:30 福音愛筵聚會 

7 4 上午 11下午 3 烤肉相調活動 

7 7 主日下午 1:30 -3:30 事奉交通聚會 

8 4 主日下午 1:30 -3:30 事奉交通聚會 

8 25 主日上午 11下午 3 全教會烤肉相調活動 

9 1 主日下午 1:30 -3:30 事奉交通聚會 

9 14 週六晚上 6:30-9:30 愛筵特別交通聚會 

10 6 主日下午 1:30 -3:30 事奉交通聚會 

10 19 週六晚上 6:30-9:30 福音愛筵聚會 

11 3 主日下午 1:30 -3:30 事奉交通聚會 

11 30 週六晚上 6:30-9:30 感恩節特別聚會 

12 1 主日晚上 7:30-9:30 感恩節特別聚會 

12 1 主日下午 1:30 -3:30 事奉交通聚會 

12 29 主日上午 10:45- 12:15 年終感恩見證聚會 

一月六日 

讀經 創十四～十六；亞伯拉罕的得勝與失敗。 

鑰節 【創十五 6】「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 

禱告 感謝天父，當日因為我們選擇信你而得了拯救，你是那樣

喜悅人的信心，以致不看我們的過犯，稱我們為義。 

詩歌 信而順從- 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七日 

讀經 創十七～十八；亞伯拉罕受割禮和接待神和天使 

鑰節 【創十八 17】「耶和華說：我所要做的事豈可瞞著亞伯拉

罕呢？」 

禱告 親愛的天父，感謝祢，賜給我禱告權利，讓我來到祢的施

恩寶座面前，與祢彼此互吐心意。 

詩歌 何等朋友我主耶穌- YouTube  

一月八日 

讀經 創十九～二十一；亞伯拉罕代禱和生以撒的經過。 

鑰節 【創十九 26】「羅得的妻子在後邊回頭一看，就變成了一

根鹽柱。」 

禱告 親愛的天父，求祢「拉著」 (創十九 16)我的手，把我從

世界裏「領出來」，使我倚靠祢，坦然无惧往前走，永不

後退、永不回頭！ 

詩歌 我已經決定- 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九日 

讀經 創二十二～二十四；亞伯拉罕與以撒。 

鑰節 【創廿二 1】「這些事以後，神要試驗亞伯拉罕，就呼叫

他說：『亞伯拉罕！』他說：『我在這裏。』」 

禱告 主啊，我想要更深地認識祢，更深地經歷祢，但祢要我

“獻上以撒”的時候，我還能“信而順服”麼？祢乃不是

要我們受苦，乃是要我們得著那上好——就是祢自己。求

祢帶領我，按著孩子的力量帶我一步步前行。 

詩歌 信而順從- 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十日 

讀經 創二十五～二十六；以撒的家庭及挖井。 

鑰節 【創廿六 25】「以撒就在那裏築了一座壇，求告耶和華的

名，並且支搭帳棚；他的僕人便在那裏挖了一口井。」 

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願出代價，在你的同在中，不斷地把把我

生命中的泥沙、廢物都被挖出來，除去堵住活水江河的一

切事物。讓生命的河，喜樂的河，流進我的心窩。 

詩歌 唱一首天上的歌- 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十一日 

讀經 創二十七～三十一；雅各的本性和受管教。 

鑰節 【創三十一 13】「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裏用油澆過柱

子，向我許過願。現今你起來，離開這地，回你本地去

吧！』」 

禱告 神啊，我就是雅各。但袮是如此地愛我，祢從來不計較我

是何等的不堪，何等的無賴，祢一直與我同在。！ 

詩歌 我們雖然時常搖動- 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十二日 

讀經 創三十二～三十六；雅各開始進步。 

鑰節 【創三十二 28】「那人說：『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

以色列；因為你與神與人較力，都得了勝。』」 

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願「起來！上伯特利去！」使我憑信逐步

向上，更親密地與祢交往，在地上過一個潔淨的生活。 

詩歌 更高之處- churchinmarlbor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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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20and%20Obey.htm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nSXFBZl1sE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12-2-12%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rust%20and%20Obey.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eavenly%20song.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hough%20We%20May%20Waver.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igher%20Groun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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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聖經鑰字――「以色列」】  
「以色列」【創三十二28】──字義是「神得勝」或「與神搏

鬥。這個複合詞中的以色列（Israel），字首的（Isra－）意為

「奮鬥」或「統治」，字尾的(el)是「神」的意思。雅各與神

面對面摔跤地方叫『毗努伊勒』(神之面的意思)。那一夜，他

被神完全地征服了。從那時起，他有了新的名字──「以色

列」。聖經之中有許多人被神改名，象徵神改變了人的生命。

在雅各與神摔跤的過程中，神將「雅各」改名為「以色列」，

表明神現在看雅各不再是『奪取者』，而是『與神較力者』。

他抓住了神，也被神抓住了。「以色列」還有一個意思是「神

的王子」，表明騙子雅各以前是與人相爭；現在是與神一同治

理的王子。當雅各在騙取父親祝福之後，創世紀廿八章11節

說：「太陽落了」，他開始過著屬靈黑暗的生活。直到廿年之

後，當雅各被神改名，從那一天起，卅二章31節才說：「日頭

剛出來」，他開始過著有屬靈陽光的生活。 

默想:雅各的這種轉變的經歷帶給我什麼啟示呢？ 

【家訊信息】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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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十二：1～2） 

此乃對猶太人講的，因此你會覺得與華人無關，但你可知華人

被視為東方的猶太人？華人過農曆年習俗，與猶太人很相似。 

猶太人在埃及為奴四百年，神知道他們的苦情，聽到他們的哀

聲，因此差派摩西帶領他們出埃及。 

埃及法老王當然不願這些奴工離境，神就藉著摩西降下十災警

告法老王（這些災病沒有臨到猶太民），這也可視為真神與假

神之間的角力。（又要敗壞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華。——

出埃及記十二：12）在埃及泛神論盛行，蛇或甲蟲都可當敬拜

的對象，神針對這一點，降下災難擊打惡者假神。 

法老王心地剛硬，無視摩西的警告，仍然帶領埃及人敬拜偶像

假神，所以神使水變血（埃及人拜尼羅河神），又降下蛙災、

虱災、蠅災（拜聖蠅）、畜疫之災（拜聖牛）、瘡災、雹災、

蝗災、及黑暗之災（拜太陽神），為要給埃及人當頭棒喝，顯

明耶和華是獨一的真神。（出埃及記十二次提到神是全地的

主）。 

為逃避這可怕的審判，猶太人照摩西的吩咐，將羔羊的血抹在

門楣上，而且躲在屋裡，直等到滅命的天使清晨走過（出埃及

記十二：22～23）。當夜要吃羊羔的肉、苦菜、無酵餅（出埃

及記十二：8），這就是逾越節由來。 

滅命的天使半夜來到，殺了埃及人的長子，包括法老王的長

子，於是法老王緊急召告摩西、亞倫帶領猶太人離境，這時間

大約是半夜之後。 

華人舊曆年與猶太人的逾越節有許多雷同之處。春節時華人

（舊有習俗）在門楣上貼紅紙春聯，全家人圍爐守歲，直到半

夜，第二天到廟裡去拜那些人手所造、眼不能看、耳不能聽、

腳不能走的偶像。難道這些偶像會比人強嗎？神說：「至於這

民的一切惡，就是離棄我，向別神燒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

我要發出我的判語攻擊他們。」（耶利米書一：16） 

隨著時間的流逝，逾越節被賦予更深的意義，在某個特別的逾越

節，當猶太人帶著羊羔到耶路撒冷獻祭，人子耶穌是神獨生愛

子，被選為逾越節無瑕疪的聖潔羔羊，成為全人類的贖罪祭。

「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哥林多前書

五：7）這個事實，為這節經文：「我一見這血，就越過你 

們去。」（出埃及十二：13）帶來全新的意義。 

耶穌基督是神的羔羊，祂在十字架上流下寶血，為使我們與神和

好，耶穌的寶血已經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再看看中文「義」

字，是怎麼寫的？「我」字上面有個「羊」，因著基督耶穌的寶

血覆蓋我們，使我們得以稱義，與神和好，這就是救恩的真意

義。 

農曆年在門楣上貼春聯時，思想那是怎樣的意義？耶穌的寶血遮

蓋了你嗎？你逃避永死的命運了嗎？只要藉著耶穌寶血的洗淨罪

惡，你就可得著救恩。「凡接待耶穌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

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約翰福音一：12）藉著接受耶穌

作個人的救主，我們就有永生。你確知你得著這永遠的生命了

嗎？來，靠著耶穌寶血的覆蓋，你就能得著永生。 

如果你已是基督徒，祝你喜樂年年。你若還不確定是否得救，可

以這樣禱告：「親愛的主耶穌，在新的一年，我要認識祢、更深

認識祢、信靠祢。我承認在生命中犯了許多錯、許多罪，我願意

接受祢作我的救主，掌管我的生命，由祢領航。奉主耶穌的名，

阿們。」（阿們的意思是誠心所願）－摘自大光出版 

【詩歌欣賞】主，你正懷念我！ 
一 當我遇見試煉災殃，經過荊棘豺狼之疆， 

我有一個甘美思想，就是主懷念我。 

(副)主，你正懷念我！主，你正懷念我！ 

我怕甚麼？有你親近，並且還懷念我！ 

二 今生憂慮、苦難、折磨，使我心思都變昏黑， 

但是苦境使我記得：主，你正懷念我！ 

三 所以，無論愁雲多少，無論安樂，或是苦惱， 

我已滿足，因我知道：主還是懷念我。   

詩歌介紹 

這首詩(《聖徒詩歌》512首) 的作者和作曲者是埃德蒙 勞倫斯

（Edmund Simon Lorenz, 1854-1942）。他出生於俄亥俄州的德頓

（Dayton）。他的父母由俄羅斯的梅瑟(Messer)移民至美國。他

的父親是宣教士，專對說德語的人傳揚福音。勞倫斯在聯合弟兄

會牧會，並擔任賓州黎巴嫩谷學院校長，但由於健康問題而退

休。1890 年，他成立勞倫斯出版社（Lorenz Publishing Co.）。 

在他努力經營下，該出版社成為最大且有影響力的教會音樂出版

社之一。  

詩歌感想 

本詩的「懷念」，可改唱為「顧念」，而較合乎原文。 

第一節說，在我們遇見試煉時，神顧念我們。基督徒所遭遇的每

一件事，都是神所豫知的，也是祂所量給的，或是祂所許可的。

這讓我們想起一個甜美的事實，即使我們是困苦窮乏的，神仍顧

念我們。「但我是困苦窮乏的，你是幫助我的，搭救我的。神

啊，求你不要耽延！」(詩四十 17) 試煉是神委派的使者，使我

們更依靠祂，把所有的難處交給祂，由祂照顧，祂能幫助我們過

關。 

第二節說，在我們憂慮時，神顧念我們。人生有憂慮，也有難

處。但基督徒能「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祂顧念你們。」

(彼前五 7) 天上的飛鳥、野地裏的百合花，神尚且顧念，祂豈不

更顧念我們嗎(太六 26，30)？ 

第三節說，在我們所處的環境改變時，神顧念我們。人生無常，

人人都在不斷的改變中。但每一次我們的環境改變，都是一個新

的開始，使我們站在神的應許上，可以勇敢地說：「主是幫助我

的，我必不懼怕」(來十三 5~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