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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10/6~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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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宪明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曹振东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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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国华姊妹家 

 

 

 

 
 

十月六日 

讀經 馬太福音 20-21 章；主捨命服事人的榜樣。 

鑰節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

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太二十 28) 

禱告 親愛的主，但願你所有的美麗、清潔、溫柔與甘甜，從我

身上顯現，好使我能自動並樂意地服事人。 

詩歌 但願耶穌的美麗從我顯現 @ 隨意窩 Xuite 影音 

十月七日 

讀經 馬太福音 22-23 章；問中之問。 

鑰節 「『論到基督，你們的意見如何？祂是誰的子孫呢？』他

們回答說：『是大衛的子孫。』」(太廿二 42)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我們，讓我

們與你建立親密的關係，使我們能對你有更深的認識。 

詩歌 我願更多認識基督- YouTube 

十月八日 

讀經 馬太福音 24-25 章；末世的預兆。 

鑰節 「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

(太廿四 4) 

禱告 主耶穌啊，我們願你來。願你再來的應許，成為我們每一

天生活的原動力。 

詩歌 你的話- YouTube 

十月九日 

讀經 馬太福音 26-28 章；主的復活。 

鑰節 「祂不在這裏，照祂所說的，已經復活了；你們來看安放

主的地方。」【太廿八 6】 

禱告 親愛的主，一想到你的復活，我們的心何等感恩。你的復

活成了我們榮耀的盼望，也是我們随時的拯救。 

詩歌 Hymn:救主基督已復活 

十月十日 

讀經 馬可福音 1-3章；僕人在加利利的服事。 

鑰節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可一 1】 

禱告 親愛的主，沒有你，我們的人生中是多麼的茫然。謝謝

你，我們得著了你，我們的人生就有了起頭。 

詩歌 祂是一切最亲- YouTube 

十月十一日 

讀經 馬可福音 4-7章；呼召和訓練門徒。 

鑰節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差遣他們兩個兩個的出去；也

賜給他們權柄，制伏污鬼。」(可六 7)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裝備我們，差遣我們与你同工，使人認識

你，信從你。 

詩歌 要忠心- 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十二日 

讀經 馬可福音 8-10 章；往耶路撒冷之路。 

鑰節 「於是叫眾人和門徒來，對他們說：『若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可八 34】 

禱告 親愛的主，開我的眼，讓我們更深地認識你；以你的榮耀

吸引我們，使我們甘心地的背十字架來跟隨你。 

詩歌 盡忠為主 churchinmarlboro.org 

【為什麼要讀馬太福音？】任何人若想要認識基督的生平；以及

明白祂天國教訓的啟示；和瞭解祂傳道的工作，救世的恩典，神

性的能力和榮耀，就必須讀本書。 

【為什麼要讀馬可福音？】任何人若想要知道主耶穌在地上如何

作神完美的僕人；以及服事眾人，為世人的罪捨命在十字架上，

後復活和升天，而完成了救贖的工作，就必須讀本書。 

【本週聖經鑰句】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可一 1】本書的主題是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而本書的鑰字就是「福

音」。馬可福音一章 1 節宣告偉大的福音工作就要開始，而耶穌

基督則是這福音的內容。馬可福音中對于主一言一行的描述，均

生動詳實，猶如歷歷在目。藉此書，我們可以跟隨主耶穌，与祂

同行，看祂的手勢，看祂的心路歷程，看祂對待那些親近祂的人

的態度，看祂怎樣，因此認識祂自己。 

【創世記讀經課程第四課】神創造人的經過 
【重點】神如何完成祂造人的目的。 

【中心思想】本課強調神造人的心意和安排─—(1)人有靈，可以

接觸神与接受神；(2)人被擺在生命樹前，叫人得著和享受神的生

命；(3)人藉著生命的河（比遜河、基訓河、希底結河、伯拉

河），喝生命的活水，而成為神建造的材料；(4)人要與神同工，

修理看守伊甸園。 

本章我們看見認識自己是從認識神創造人開始。我們是神所爭取的

對象，因為我們是祂所創造的(創二 7，詩一百卅九 13～14)；所塑

造的 (耶十八 6)；所寶愛的 (賽四十三 4)；所引導的（何十一 4，

詩三十二 8～9)；所保護的 (申三十二 10，詩十七 8)。為此，人要

注重裡面的內涵 (氣质、性格、判断…)，而非外面過度的包裝 

(外貌、衣服、化妝…)。親愛的，你知道你的價值、尊貴和地位在

於你是祂所精心設計的嗎？ 

【鑰節】【創二 7】「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鼻孔

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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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vlog.xuite.net/play/M0lkc2k0LTM2NzI2NTUuZmx2/【每月詩歌】但願耶穌的美麗從我顯現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0/7&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F_Dc5ynsVc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0/8&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_ohvCsmrm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0/9&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hymnal.net/hymn.php/ch/102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0/10&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KGuG8SIcj8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0/11&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Be%20Faithful.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0/12&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loyal%20to%20the%20Lor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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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鑰字】「亞當」【創二 7】─—這個字是和合本為便於介紹而加上

的名字。「亞當」原文就是被造」或「從紅土而出」的意思，因神

用紅土造了人的身體。「亞當」是聖經中照著神的形像造的第一個

人，是屬血氣之人的元首(路三 38)，是基督的預像(羅五 14)。神

造萬物，皆是用祂口中所出的話造成。惟獨人是神用祂的手，並把

祂生命的「氣」吹到人鼻孔裡，而使人成了「有靈的活人」(「有

生命的活人」〔呂振中譯〕)(創二 7)，可以接觸祂，敬拜祂，与祂

相交。神好像一個陶匠，很有創意地由「塵土」塑造出有靈、魂、

體 (帖前五 23) 的「亞當」。從神造「亞當」精心設計的方式和過

程，叫我們知道人是何等的尊貴！ 

「耶和華」（Jehovah）【創二 4，7】─—意即「自己生存者」，這

啟示祂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這個稱呼說出祂向人的慈

愛和恩典是存到永遠的。 

【大綱】【神創造人的經過】 

(一) 創造天地的來歷(4～6節)─—神創造天地是為著人的存在： 

(1) 四個沒有：(1)草木，(2)菜蔬，(3)降雨，(4)耕種(4～5

節)； 

(2) 但有霧氣從地上騰(6節)。 

(二) 神創造人的經過(7～17 節)─—人的被造是為著與神聯合： 

(1) 用塵土造人，向人吹氣，成了「有靈的活人」(7

節)─—要人与祂相交； 

(2) 人被安置在伊甸(「快樂」)園裏(8～15節)─—要人接

受和享受生命的供應； 

(3) 吩咐人不可吃分別善惡樹的果子(16～17 節)─—要人自

由地選擇倚靠和順服祂。 

【默想】人存在的價值是因著人有靈；人生活的目標是與神聯

合；人與神的關係是倚靠和順服；人在地上的使命是與神同工。 

【禱告】主啊！祢讓我成了有靈的活人。求祢常向我們「吹氣」，

使我們更多充滿聖靈。願我們一生愛祢，倚靠祢，順服祢；經歷

與祢聯合，讓你的生命作生命。 

【金句】「我必須找出為何我真實存在的意義，因為我存在，我真

的存在。」(I have to find out the sense which is why do I survive, 

because I do live, I do.) ――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講道材料──【神與人神聯合的計劃】 

（1） 人是神造物的中心(8節)。 

（2） 神盼望人吃生命樹的果子，運用自由的意志，揀選倚靠神

(9，15節)。 

（3） 神盼望人也喝生命河的水，使生命得以長大，而成為神建造

的材料(10～14節)。 

（4） 神要人與祂同工(15 節)。 

【人體零件】 
在這個科技時代，人是一個有商業價值的動物了。你不可以再罵人

說：「你一文不值」。請看看下面這個價目表，你身上的零件何止千

百萬美元。單單在 1983年，全美國有 103 宗換心手術，62宗換肝

的，5358 宗換腎的，22宗換心肺手術和無數其他小手術。但換心

肺手術的人大多不能稍大得大久。難怪耶穌說：「人若賺得全世

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因為你身上的無數零件即

使世界所有的錢都不能換取得來，我們不能不和詩人一同說：「因

我受造奇妙可畏」（詩一三九 14）。 

人體零件價目表（連工包料） 

（A）自然零件（美元計 US＄） 

1、眼角膜            ＄2,500.00至 5,000.00 

2、骨髓                60,000.0 

3、肺                  50,000.00至 150,000.00 

4、心肺                78,000.00至 92,000.00 

5、心                  57,000.00至 110,000.00 

6、肝                 54,000.00至 238,000.00 

7、胰                 18,000.00至 50,000.00 

8、腎                 25,000.00至 35,000.00 

9、血（每升計）       100.00 

（B）人造零件 

1、耳                 8,000.00至 12,000.00 

2、眼晶體             300.00 

3、手腕               280.00至 295.00 

4、心                 50,000.00至 80,000.00 

5、心瓣               2,000.00 

6、膝蓋               1,500.00至 2,000.00 

7、手指骨節（每節計） 99.00 

8、手或足             60,000.00至 5,000.00 

9、腳跟               700.00 

10、血管（每釐米）    300.00 

11、大腳趾骨節        92.00至 99.00 

12、韌帶              200.00至 500.00 

13、肩膀              900.00 

14、肘                1,200.00 

15、盤骨              1,000.00至 2,000.00 

默想：「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詩

八 4）？——蘇美靈《故事百感》  

【见证基督的十大原则】 
Character Building：Learn to Live Christ and Experience Christ in 

Work Place – 10 Principals 

性格培养- 学习在职场中活出基督，见证基督的十大原则 

1. Fear God 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2. Respect 尊重别人，尊重自己，彼此尊重 

3. Trust 建立一个健康的互信关系， 信任别人，也被别人信任。 

4. Humbleness 学习做一个凡事谦卑的人，求主磨去我们显明的

和藏在里面的骄傲。 

5. Trustworthy & Be Truthful 做一个诚实的人。 言出必行。 答应

的事一定做到，建立一个能被朋友，家人，同事，上司，弟兄

姊妹信任和委托的形象。 

6. Love & Forgiveness 当遇到不公正或恶意对待时，仍能以神的

爱来爱人，如同用炭火堆在对方的头上。多想别人的好处，少

想别人的坏处。  

7. Honesty & Integrity 学习做一个诚实和有原则的人。一是一，

二是二，不随便讲话，不说不造就人的话。 

8. Holiness 不口出恶言，不说闲话；不合乎圣徒体统的话不出我

们的口。 

9. Be Constructive and Be Positive 当遇到不合理或我们不喜欢的

事时，少说消极的和抱怨的话，多说积极的和有建设性的话。 

10. Healthy Friendship 寻求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朋友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