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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10/2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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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志杰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王麗斌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闵永恒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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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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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二十日 

讀經 路加福音 12～13章；人子的教訓。 

鑰節 「主說：誰是那忠心有見識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裏的

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呢？」【路十二 42】 

禱告 主啊，求你使我做一忠心有見識的管家，儆醒等候你回來。 

詩歌 万物的结局近了～ YouTube 

十月二十一日 

讀經 路加福音 14～15章；人子的比喻。 

鑰節 「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復得的。他們就快樂

起來。」【路十五 14】 

禱告 父神啊，今早重讀浪子的故事，默想我的一生， 崎嶇震

撼，不知有多少次遠離你，多少次不理你，但你從不放棄

我，仍耐心等待我的回轉。父啊，求你藉著環境遭遇來提醒

我回頭，好使你的愛火重燃我與你的親蜜關係。 

詩歌 主，我要回家―土豆网视频赞美诗歌 

十月二十二日 

讀經 路加福音 16～18章；人子教導門徒。 

鑰節 「我對你們說，當那一夜，兩個人在一個床上，要取去一

個，撇下一個。兩個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個，撇下一

個。 兩個人在田裏，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路十

七 34～36】 

禱告 主啊，願你今日不浪費餘生，好好追求靈命的長進，警醒為

你生活，以致隨時預備可以迎見你。 

詩歌 吸引我近，更近，親愛主～ 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二十三日 

讀經 路加福音 19～21章；人子在耶路撒冷的工作。 

鑰節 「因為眾人都是自己有餘，拿出來投在捐項裏；但這寡婦是

自己不足，把她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路廿一 4】 

禱告 主啊，「我將一切全獻基督，全獻恩主心甘願；我要永遠愛

主，隨主，天天活在主面前。」《聖徒詩歌》312 首    

詩歌 一切全獻上～ YouTube 

十月二十四日 

讀經 路加福音 22～24章；人子受難復活和升天。 

鑰節 「又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說：『這是

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

我。』」【路廿二 19】 

禱告 主啊，我們願照你的吩咐，常常藉擘餅喝杯來記念你，並

學習等候你來。 

詩歌 我們照你恩惠話語～ 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二十五日 

讀經 約翰福音 1～4 章；神子第一年傳道工作。 

鑰節 「道成了肉身，住（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

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

光。」【約一 14】 

禱告 主啊！求你光照、啟示，使我們更多地認識你，更深地經

歷你。 

詩歌 恩典夠我用～ 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二十六日 

讀經 約翰福音 5～7 章；神子被人拒。 

鑰節 「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

就是這經。然而你們不肯得生命【約五 39～40】 

禱告 主啊！在每次閱讀你的話語時，幫助我遇見你，更多的得

著你。 

詩歌 耶穌，我來～ churchinmarlboro.org 

【為什麼要讀約翰福音？】任何人若想要知道主耶穌如何以神子

身分，將父神表明出來，並且叫凡信祂的人，因祂的名得生命，

作神的兒女而與祂聯合，就必須讀本書。 

【本週聖經鑰句】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

也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一 14】 

整本約翰福音的中心就是基督是神的兒子。祂藉著話、生命、

光、恩典和真理，一方面彰顯了神的榮耀（『榮光』的原意），

另一方面是叫人因著信祂可以享受、領略神，並且得著神的生

命，成為神的兒女(12節)。因此，當我們讀這卷書時，求主開啟

我們，叫我們懂得珍賞耶穌基督的身份，更讓我們天天經歷祂，

叫我們的生命有長進、生活有改變和工作有力。  特別『信』、

『生命』、『光』、『愛』和『真理』是約翰福音中最寶貴的鑰

字，盼望我們能仔細默想，必能找出其中的亮光，使我們能進入

其中的豐富。 

默想：我們對祂瞭解有多少﹖認識祂有多深﹖ 

【創世記讀經課程第六課】人第一次的墮落 

【重點】人第一次墮落的原因：(1)撒但的試探和(2)人只為自己

的私慾──不依靠神、不順從神、不守地位。 

【中心思想】第三章 1～7節清楚又簡要地記載了人一步步墮落的

過程。夏娃受蛇（魔鬼的工具）的引誘，使她：(1)懷疑神的話

（1節)；(2)加添神的話（3 節)；(3)輕信魔鬼的謊話（4節)。約

壹二章 16節指出人第一次的墮落的原因(6 節)：(1)「眼目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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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為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 

◆ 為兒童服事禱告。 

◆ 為病痛之中王旭萍姊妹，胡静倩和刘向群的父親禱告。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0/20&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3/Daily%20Bible%20Reading/10-20-13.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g_baPnT7tw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0/21&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3/Daily%20Bible%20Reading/10-21-1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3/Daily%20Bible%20Reading/10-21-13.htm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JXTbW7jgcVY/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0/22&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3/Daily%20Bible%20Reading/10-22-1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3/Daily%20Bible%20Reading/10-22-1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66.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0/23&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3/Daily%20Bible%20Reading/10-23-13.ht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jULzQC7lIo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0/24&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3/Daily%20Bible%20Reading/10-24-1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687.html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0/25&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3/Daily%20Bible%20Reading/10-25-1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96.html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0/26&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3/Daily%20Bible%20Reading/10-26-1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Jesus%20I%20c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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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悅人的眼目」；(2)「肉體的情欲」——「見那棵樹'的

果子好作食物」；(3)「今生的驕傲」——「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

惡」。夏娃受到蛇的誘惑欺騙（創三 13；林後十一 3；提前二 

14)，但人類的墮落乃是因亞當犯的罪（林前十五 21～22)。亞當

失敗，因為他沒有站在神所安排的地位上，卻跟著夏娃去犯罪；

並且又沒有遵守神的吩咐。 

【鑰節】【創三 1】「耶和華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

狡猾。蛇對女人說，神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

麼？」 

【鑰字】「蛇」【創三 1】﹞──字根和『邪術』及『占卜』相同，

發音與『引誘』相近；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原文意思

是靈巧，通達，有見識)。「蛇」原文前有冠詞，表示是特定的「那

蛇」，是跟撒但有關。撒但又稱「古蛇」(啟十二 9；廿 2)，是迷惑

普天下的。在這裡，牠裝作光明的天使 (林後十一 3，14)，誘使夏

娃走上墮落的道路。 

【大綱】【人第一次的墮落】 

一、蛇引誘女人的步驟(1～5 節)： 

(1) 懷疑神的話（1 節)──「神豈是真說」； 

(2) 使人跟牠進行對話（2～3節)──「神曾說」； 

(3) 說謊否定神的話（4節)──「你們不一定死」； 

(4)  誘使人高抬自己（5節)──「你們便如神」。 

二、女人違背神的話(6 節)──「見」、「摘」、「吃」、「給」了善惡

樹上的果子。 

三、二人墮落後的第一後果──眼睛明亮，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7

節)。 

【默想】撒但試探我們的都是我們自己的私慾（雅一 13～15)。主

耶穌在曠野受試探時(太四 1～12)，用神的話抵擋了魔鬼的試誘。

我們同樣也可以，每天運用神的話，剛強地面對生活中、工作上、

人際關係裡的一切挑戰，抵擋惡者有關靈、魂、體的攻擊，並且勝

過各種不依靠、不順從神的試探吧！ 

【禱告】親愛的主，我願對撒但總是說「不！」，對父神總是「說！」 

【金句】 神的話語是屬靈的寶劍，我們需要用它作武器，因為在這

個世界裏，魔鬼依然與我們爭戰，意圖誘惑和逼使我們犯罪。―― 

約翰‧加爾文 

【基要查經】魔鬼 
很多人對魔鬼的認識不夠清楚，常常懷疑說：「到底有沒有魔鬼？魔

鬼是怎麼有的？魔鬼所作的是甚麼？」今根據聖經述之於後： 

一、魔鬼的來歷 

（1）本來也是天使：

在神的聖山上；你在發光如火的寶石中間往來。你從受造之日所行

的都完全，後來在你中間又察出不義。」（結二八 14-15） 

神是聖潔的，絕不會造出犯罪的魔鬼來，但在神所造的天使中，有

的不順服神，且叛逆神，神既沒有立刻除滅他們，所以就越發遠離

神，甚至變成了魔鬼。 

（2）因驕傲被驅逐：「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從天墜

落……你心裏曾說：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神的眾星

以上；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我要升到高雲之上；我要與至上者

同等。然而，你必墜落陰間，到坑中極深之處。」（賽一四 12-

15）天使本來是被神所造而作服役之靈的，但他們中間有一部分竟

居心高傲，要想與神同等平權；神憎惡驕傲，所以就把這些不守本

位的天使免去聖職，不許他們再作天使，這樣，他們就與神對立起

來了。 

（3）在黑暗中被拘：「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沒有寬容，曾把他

們丟在地獄，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審判。」（彼後二 4） 

天使犯罪叛逆神，神就把一些罪大惡極的交在黑暗中拘禁起來。

有人問：「天使既然是受造之靈，怎麼犯了罪呢？」回答說：「天

使想要與神同等，就是想要作神，在他本身也許不知是罪，但在

神看來是已經敗壞了。」 

（4）名字叫作撒但：「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

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啟一二 9） 

撒但是敵對的意思：在神面前敵對信徒，在信徒面前敵對神；魔

鬼是毀謗的意思：在神面前毀謗信徒，在信徒面前毀謗神。從此

他就世世代代作起迷惑人的工作來了，並且敵對神，毀謗神，敵

對人，毀謗人！ 

二、魔鬼的行為 

（1）遍地往來行走：「有一天，神的眾子來侍立在耶和華面前，

撒但也來在其中，耶和華問撒但說：『你從哪裏來？』撒但回答

說：『我從地上走來走去，往返而來。』」（伯一 6-7） 

撒但天天在地上往來行走，尋找機會要破壞神的工作，要摧毀信

徒的信心，尋找可吞吃的人，無論甚麼地方他都能走到。他很殷

勤的努力工作，目的就是反抗神。 

（2）蒙蔽世人心眼：「如果我們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滅亡的

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

3-4） 

人人都願意為善，人人都願意得

惑人的工作，蒙蔽世人的心，叫人犯罪作惡，不信耶穌，忽略永

生的問題，藐視救恩的福音，但聖靈也光照世人，使魔鬼的計謀

失敗。 

（3）說謊不守真理：「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父的私欲

你們偏要行。他從起初是殺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裏沒有真

理。他說謊是出於自己；因他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

父。」（約八 44） 

魔鬼會說謊造謠，以偽亂真，他不守真理，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假

道理，叫人不信純正的福音真理，以達到他破壞神工作的目的。 

（4）奪去人心真道：「撒種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

就是人聽了道，撒但立刻來，把撒在他心裏的道奪了去。」（可四

14-15） 

很多人聽見救恩的福音，但聽了以後不起作用，或者聽完就忘

了，這正是魔鬼的伎倆，他專會奪去人心中的真道，叫人忽略救

恩，叫人腦筋健忘，記不住所聽見真理的道；所以要嚴嚴的防備

魔鬼的作為。── 李漢文 

【只有基督徒才會吸引魔鬼的注意】有一些人造花非常美麗，有

用絲布作的，也有用塑膠或臘作的。但有趣的是這些花從來不能

招蜂引蝶，只有真花才能。照樣，只有基督徒才會吸引魔鬼的注

意，而不停地加以騷擾、威脅和破壞。── 葛培理 

【不可個人去爭戰】陰間的門是不能勝過教會的(太十六 18)。主

耶穌從來沒有應許神的兒女可以單獨，可以離開教會。屬靈的爭

弟兄姊妹中間去。你千萬不要單槍匹馬，以為自己一個人就夠

了。這是自討苦吃。―― 倪柝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