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瑪波羅教會家訊───「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四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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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10/13~10/19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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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愛筵聚會 週六晚上 6:30-9:30 PM         

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一) 10月19日(週六)晚上福音愛筵聚會，請全體出席、參與服事

及留意教會各方面安排。 

(二) 10月19日(週六早上10:00 -11:00，杨震宇弟兄)的全教會事

奉交通聚會，請弟兄姊妹出席。 

(三) 10月20日(主日下午1:00 -2:00PM，曹波姊妹家)的姊妹成全

聚会，請姊妹出席。 

 
 

 

 

 

 

十月十三日 

讀經 馬可福音 11-12 章；主看窮寡婦奉獻。 

鑰節 「耶穌叫門徒來，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投入庫

裏的，比眾人所投的更多；」【可十二 43】 

禱告 親愛的主，讓我看到我愛你的心到了甚麼地步；主阿！讓我

能愛你更深。 

詩歌 是否將一切獻上- YouTube 

十月十四日 

讀經 馬可福音 13-14 章；人子近了。 

鑰節 「然而福音必須先傳給萬民。」【可十三 10】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使用我們，在普世的傳福音事工中，讓我們

有份投入參與，並且盡心竭力至死忠心，謝謝你。 

詩歌 我愛傳講主福音- 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十五日 

讀經 馬可福音 15-16 章；主的釘死復活并升天。 

鑰節 「祂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裏，請看安放祂的地方。」【可十

六 6) 】 

禱告 哈利路亞，讚美主，因為你已經復活了。主啊！你今天仍然

活著，你今天仍舊作王，願你今天在全地上作王，得著你當

得的大榮耀。阿門！ 

詩歌 榮耀歸與你- 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十六日 

讀經 路加福音 1-2章；人子和祂先鋒的出生。 

鑰節 「馬利亞說：『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

上。』」【路一 38 節上】 

禱告 親愛的主，使我們認識你的權能和慈愛，讓們我能像馬利亞

那樣的順服，樂意讓你的旨意成就在我們的身上。 

詩歌 願你為大～土豆网 

十月十七日 

讀經 路加福音 3-6章；人子工作的準備和展開。 

鑰節 「他們把兩隻船攏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從了耶穌。」

【路五 11】 

禱告 主啊！我願意撇下一切所有的來跟從你，求你潔淨我、使

用我。 

詩歌 我今願跟隨耶穌～ 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十八日 

讀經 路加福音 7-9章；人子在加利利的工作。 

鑰節 「耶穌說：『你們說我是誰？』彼得回答說：『是神所立

的基督。』」【路九 20】 

禱告 主耶穌，求你在我們裹面創造一顆飢渴慕義的心，願一生

竭力地追求認識、體驗你。 

詩歌 認識祢，耶穌～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十九日 

讀經 路加福音 10-11 章；人反對人子。 

鑰節 「正當那時，耶穌被聖靈感動就歡樂，說：『父阿，天地

的主，我感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

來，向嬰孩就顯出來。父阿，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

此。』」【路十 21】 

禱告 主啊！我們願做一個單純的嬰孩來明白「你的美意」。 

詩歌 父我知道我的一生～ churchinmarlboro.org 

【為什麼要讀路加福音？】任何人若想要知道主耶穌如何以『人

子救主』顯明祂的慈愛和憐憫，而來尋找拯救失喪的人，就必須

讀本書。 

【本週聖經鑰句】 
「這些事我既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就定意要按著次序寫給你。

使你知道所學之道都是確實的。」（路一 3，4）路加並不是主耶

穌生平事蹟的目擊者，為何能將祂的言行作出如此完整且全面性

的敘述呢？首先，當然要歸功於路加自己在序言裏所說：「從起

頭都詳細考察了」(一 3)──意即他曾利用各種機會，從事調查、

詢問、蒐集有關主耶穌生平的各種資料。無疑地，路加是以《馬

可福音》為第一手資料來源，但他還怕自己記載錯誤，所以又親

身從頭考察了一次，好使他寫的事，「都是确實的」。 

【創世記讀經課程第五課】神創造女人的經過 
【重點】神造女人為給男人作配偶，使二人成為一體，互補合作，

共同完成神賦予人的使命。 

【中心思想】本課強調亞當和夏娃「二人成為一體」(創二 24；太

十九 5；可十 7，8；弗五 31），共同享有神的同在，共同負責管理

神所托付的伊甸園。這叫我們看見什麼是美滿的婚姻，蒙福的家

庭！人若背離了神所設立的婚姻定規，將陷在罪中，飽受痛苦和憂

傷的煎熬。 

【鑰節】【創二 18】「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

個配偶幫助他。」 

【鑰字】「配偶」(原文直譯為相配的幫手)【創二 18】─—原文意

思是指相仿，相對，相配，回應者。女人(Isha)是由男人(Ish)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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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9 日(週六)晚上福音愛筵聚會禱告。 

◆ 為兒童服事禱告。 

◆ 為病痛之中陆维德弟兄，胡静倩和刘向群的父親禱告。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0/13&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sJ1gZQUDhs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0/14&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93.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0/15&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109.html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0/16&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3/Daily%20Bible%20Reading/10-16-13.htm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8bCmLcU3mLQ/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0/17&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3/Daily%20Bible%20Reading/10-17-1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ollow%20on.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0/18&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3/Daily%20Bible%20Reading/10-18-1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knowing%20jesus.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0/19&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3/Daily%20Bible%20Reading/10-19-1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ather%20I%20kno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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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條肋骨造成，要和男人相配，成為男人的「配偶」，就是一位

幫助男人的人，共同管理神所托付的一切。這顯示了男人與女人原

為一體的真義，並且也預表了基督與教會的關係（弗五 22～33）。 

【大綱】【神創造女人的經過】 

（一） 神要為亞當造配偶(18～20節)──那人獨居不好。 

（二） 女人被造的經過(21～23節)──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三） 婚姻合一的生活(24～25節)──二人成為一體。 

【默想】沒有女人，男人不夠完整、不夠好。造了女人以後，男人

由獨居的「不好」到神看為「甚好」。女人在神的眼中、在家中、在

教會中、在職場上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禱告】親愛的天父，讓姊妹們以感恩的心接受神在婚姻中所定規

的角色，更靠著圣靈的大能與丈夫共同完成神所交托的使命！ 

講道材料【婚姻的意義】 

一、男女都是照神的形像造的(一 27)，但在神面前「男女有別、角

色不同、地位平等」。 

二、男女獨身不好，除非他們有特別的恩賜(18 節；太十九 11) 。 

三、男人先於女人(22節)，這是神所定的次序(林前十一 8～9；弗

五 22～25；彼前三 1，7)。 

四、婚姻制度是神所設立的，是聖潔的(24節；創十三 4)。 

五、夫妻是為著彼此互補合作、相配相助(18，20節)。 

六、夫妻必須身、心、靈都成一體(24節)，方能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彼前三 7)。 

七、夫妻既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開(24節；太十九 6)。 

八、夫妻間毋需彼此隱瞞，而應互信、互愛、互敬(25節)。 

【亞當和夏娃豫表基督與教會】 

一、神要為亞當造一個配偶幫助他(18節)：教會的存在是為著幫助基

督的。 

二、亞當在各樣活物中遇不見配偶(18～20節)：基督到地上來尋找失

喪的人。 

三、神使亞當沉睡(21節)：基督為我們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四、神用亞當身上的肋骨造成夏娃(21～22節)：教會是用基督那復活

的生命造成的。 

五、神領夏娃到亞當的跟前(22節)：有一天教會預備好了要迎見基

督。 

六、亞當與夏娃二人成為一體(24 節)：基督與教會將要永遠合而為

一。 

【四十年美滿婚姻生活】慕勒於一八三○年十月七日與格羅夫斯·馬

利結婚，他們一共過了四十年美滿的婚姻生活。一八七○年，他的

妻子去世。在喪禮中，慕勒講了一篇感人的道，其中有一段，說到

他們美滿的婚姻生活。他說，「我們結婚後十分快樂，而且這個快樂

逐年增加。每次在布利斯托爾任何一個角落，我遇到了我的愛妻總

有極大的快樂。一天又一天的，我們飯前在更衣室洗手的時候就見

面。我萬二分高興見到她，她也萬二分高興見到我。我曾千番萬次

對她說過：「我親愛的，自從我們結了婚，我未曾一次見到你不是滿

心喜悅的。」不只在我們結婚的頭一年是如此，第十年、二十年、

三十年、四十年依然一樣。我絕對承認，我們婚姻生活快樂的基

礎，由於我的妻子是一堅定的基督徒，在別的方面，也適合我，因

此，是神賜給我的配偶。 

但是，我也相信，三十九年四個月長期美滿的婚姻生活，不是單靠

這點就能支撐得住，還要加上下面幾點：第一，蒙神恩典，我們大

家生命中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為基督而活。第二，我們蒙福有許多 

的工作要作。許多人，甚至許多基督徒，都是錯在力求一份工夫

少，餘暇的，但是空暇會叫他們受到特別多的引誘。第三，雖然

我們常時很忙，但不容許工作阻礙靈性的培養。我們開始工作

前，習慣了分別一個時間來禱告，讀經。神的兒女如果忽略了這

點，任由他們的工作、事奉阻礙了靈修，那麼他們就不能長時在

主裡面有喜樂，婚姻的幸福也會受影響。第四，二三十年來，我

們除了私人禱告，和家庭禱告外，還有一同禱告的一定時間，愛

妻和我每早在家庭禱告完畢後，立即有一個時間一同禱告，把一

天至要感恩，至要祈求的事，都在主前陳述出來。這種夫妻共同

的禱告，不只是婚姻幸福延長的秘訣，且使我們更加相愛。」 

【快樂夫妻】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日戴德生與大雅（Dyer）二姑

娘，馬利亞（Maria Dyer）結婚，結婚之前數日，戴德生對他的

未婚妻說：「你若願意退婚，我不勉強你守婚約。你已看見，我們

可能遇到生活上的很大困難。」她用甘甜聲音，打斷他的話說：

「你忘記了麼？我在遠方的外鄉，成為孤兒，神是我的父。你

想，我敢不再信靠他麼？」戴德生聽了，就說：「我心因喜樂而歌

唱。」後來他講這段故事之時強調地說：「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

呢，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箴三十一：10）。 

結婚之後夫婦二人，同心愛主，熱心為主作工，最愛救人靈魂。

他們引來歸主的信徒也有這個特性，都喜歡救人靈魂。戴夫人起

初辦了一間小學，每日教書七小時，又要控望鄰居婦女，安慰老

人，指導婦孺。雖然終日忙碌，但是態度從容，舉止大方，言語

中肯，笑容可掬，獲得鄰人敬愛。後來她在醫院服事，很能感化

病人。病人看見這位英國婦女，肯為他們去作一般人所不肯作的

麻煩的事，也就覺得她所信的主耶穌，值得賞識。她對工人感化

力量也是很大。她有誠摯同情的心，不斷地為他們謀求福利。她

看工人不像雇用的差役，乃像神所交托給她看顧，並領其歸主的

人。她還鼓勵、教導他們讀書識字。工作因受她的教導，歸主的

人不少。 

一八七○年七月七日戴夫人生下第五個男孩，名叫諾兒（Noel）。

不幸母親患了霍亂，不能撫養嬰孩，及至找到中國奶媽，已經太

晚了，出世一個禮拜，就回天家去了。 

七月二十三日，戴夫人安靜睡著。戴德生走開，去預備飲食。數

分鐘後，她忽醒了，病況嚴重，叫他急來床邊。這時天已亮了，

日光照出她的死灰臉色。他不能否認，她已瀕死，於是鎮定一

下，說道：「我的愛妻，你已臨終，你知道麼？」她答：「臨終？

你這樣想麼？為何你這樣想？」他說：「愛妻，我看得出，你的力

氣不能維持了。」她說：「果真如此麼？我不覺得痛苦，只是疲

乏。」他說：「是的，你就要回天家了，快要與主同在了。」這

時，她想起他正在困難重重之中，即將與她永訣，孑然一身，獨

飲苦杯，沒有她能和他把困難帶到施恩座前，就說：「我很憂愁

罷！」她答：「哦，不。不是那個意思。愛夫，你知道，在已過十

年中，主與我沒有一點間隔，我不會不喜歡去見他。但在此時離

開你，使你孑然一身，實在使我憂愁得很。然而他必和你同在，

供應你的一切需要。」當她在此臨終時刻，他們彼此互表歷久不

舊的愛。這種愛情，他們結婚之後，幾乎每天都有如此表示。最

後她作了一件事，用一手臂抱著他的頸項，一後放在他的頭上。

他想，這是她要給他祝福，可是已經不能說話了。當她呼吸最後

幾口氣時，他跪在她的床邊，把她交托給主。他感謝主，將她賞

賜給他，讓他們作了十二年半快樂的夫妻。更感謝主，領她到神

面前永享福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