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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11/1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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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陈宪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范建姊妹家 

一、 1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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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1 月 30 日感恩節特別愛筵交通聚會，將由陸维德/鲍贤珍和

陸慶保/陸翁文英夫婦，一同見證蒙神所賜福的婚姻生活。

請弟兄姊妹全體出席。 
 

 

 

 

 

十一月十日 

讀經 使徒行傳 23～24章；保羅在該撒利亞受審。 

鑰節 「當夜，主站在保羅旁邊說，放心罷！你怎樣在耶路撒冷為

我作見證，也必怎樣在羅馬為我作見證。」【徒廿三 11】 

禱告 親愛的主，謝謝你在保羅最需要安慰時，與他同在，並且鼓

勵他，還應許他要繼續為你作見證。幫助我在各種情況下，

能確信你的同在，使我有負擔及信心傳揚福音。 

詩歌 父我知道我的一生-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一月十一日 

讀經 使徒行傳 25～26章；保羅在非斯都和亞基帕王前作見證。 

鑰節 「亞基帕王阿，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徒

廿六 19】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給我們天上的異象與使命。 

詩歌 你是我異象-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一月十二日 

讀經 使徒行傳 27～28章；保羅往羅馬的旅程。 

鑰節 「保羅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裏，住了足足兩年。凡來見他的

人，他全都接待。放膽傳講神國的道，將主耶穌基督的事教

導人，並沒有人禁止。」(徒廿八 30～31) 

禱告 親愛的主，感謝你揀選及使用保羅，成為你的活見證人。我

們願意獻上自己的一生，甘心被你使用，聽從你的差遣，同

樣來繼續寫使徒行傳。 

詩歌 求主給我一顆心-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一月十三日 

讀經 羅馬書 1～3 章；神的定罪。 

鑰節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

的。」【羅一 16上】 

禱告 神啊，今天我們開始讀羅馬書，開啟我們，真正地認識袮兒

子的福音，也不斷地經歷這福音的大能！ 

詩歌 我愛傳講主福音-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一月十四日 

讀經 羅馬書 4～5 章；神的稱義。 

鑰節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樣，恩典也藉著義作王，叫人因我

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羅五 21】 

禱告 主啊，感謝袮，我們今日成了蒙恩稱義的人，全是因袮恩典

的作為。在每天的生活中，求袮教導我們學習在生命作王。 

詩歌 信的故事-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一月十五日 

讀經 羅馬書 6～8 章；成聖和得榮。   

鑰節 「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的模樣使

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

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

耀。」【羅八 29～30】 

禱告 親愛的主，在我們裏面造出一個飢渴的心，願意出代价竭力

追求屬靈的長進，使我們能達到生命的成熟，達到救恩的終

極『得榮耀』！ 

詩歌 我們不會疲倦- 土豆网视频 

十一月十六日 

讀經 羅馬書 9～11章；神福音的計劃。   

鑰節 「因祂對摩西說：『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恩待誰就恩待

誰。』」【羅九 15】 

禱告 神啊，為著袮的揀選臨到我而感謝袮，我願信服袮的主權，

也信服袮全備的救恩。。 

詩歌 袮信實何廣大～ churchinmarlboro.org 

【為什麼要讀羅馬書？】任何人若想要知道基督徒之核心信仰的

根据和章程，並且蒙恩後如何在個人或團體生活中所該有的實

踐，就必須讀本書。 

【本週聖經鑰句】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羅一 16 上】神的福音是羅馬書的主題。本週聖經鑰句，保羅

言簡意賅地闡明全書的中心信息，並告訴我們福音的意義。因為

保羅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希臘文原是 dunamis，爆炸力或動

力)，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他不仅不以福音為恥；並宣告神

的義只能藉信得著，這就是「本於信，以至於信」。 
默想：對未信主者，我們是否有欠人福音債的心，而有不以福音

為恥的靈呢？   

【家訊信息】墮落與救恩 

【讀經】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

是神所賜的。(弗二 8) 

人的墮落 

第一個人亞當受造以後，不久就犯了罪，開始墮落。墮落就是遠

離神，因為神才是人的標準。從前亞當常見神的面，和神親近，

現在他犯了罪，罪使他與神阻隔，並且使他一直的落下去。他先

被趕出伊甸園，耕種他所自出之土。從那時起，他不得再見神的

面，以前那些美好的日子，只能留著回憶。他的靈死了，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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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ather%20I%20know.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Be%20Thou%20my%20vision.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ressore%20my%20heart.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9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stody%20of%20believe.htm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JxBAGn9kWho/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4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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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神相通的功用，他再也聽不到神的話，也不再有神的託付。他

空活了九百三十歲，身體雖然健康，靈的功用卻完全失去。九百

多年的生命，如同浪費。 

亞當的兒子該隱，兇性大作，殺了他弟弟亞伯，成了第一個殺人

的人。到這時，人不但墮落遠離神，而且也屬了魔鬼。亞當受造

以後，不過一千五百多年，整個世界的人都「罪惡很大，終日所

思想的盡都是惡。」人的思想，佔了人魂的大部分，到這時候，

人的魂既傾向罪惡，身體也變成肉體，人就墮落到邪情私慾、強

暴敗壞之中，因此帶來了神的大審判：有洪水出來，絕滅了世

人，惟有挪亞一家八口，藉著一個方舟得蒙拯救。 

挪亞雖然逃過了洪水，但是他的子孫還是亞當的後代，仍然是帶

著墮落天性的墮落人。到了一個時候，他們犯了一種背逆神、抗

拒神的大罪。他們在示拿地的巴別，預備造一座塔，塔頂通天，

為要傳揚自己的名，不使自己分散。他們這種高舉自己、向神獨

立、自大自驕的情形，和撒但的背叛原則完全相同。到這時候，

人類的墮落可說嚴重萬分，無可救藥，因此招致神對人的盼望斷

絕，把受造的人全數放棄。神把他的旨意轉向另一種人，就是蒙

召的族類。 

神的救恩 

第一個蒙神呼召而出來歸向神的人，就是亞伯拉罕，他是一切蒙

召之人的父。從亞當而出的人是墮落了，被神放棄；答應神的呼

召，而歸向神的人，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神要賜他以救恩。 

人墮落不但人自己痛苦，也叫神的旨意無法成全。有人說，人心

不古，世風日下。若是指人一天比一天墮落，這話就說對了。但

是若認為古代的人好，近代的人壞，這話就不準確。從第一個人

起，因為犯了罪，墮落也就開始。神若要再使用人，不但要把人

從罪中救贖出來，還要把人從墮落中提拔出來，清除人靈魂體的

墮落毒素，使人純淨、徹底的歸給神。這種工作，就是基督作成

的救恩，現在臨到我們身上，也在我們身上動工，直到把它完

成。這救恩的來源，乃是出於神對我們的愛，神的心因為專一的

愛人，不管人怎樣污穢，怎樣墮落，但是神愛人，在任何困難之

下，他還要為我們完成一個救恩。因此，他的兒子甘願來世受

死，好成功這個救恩。 

全備的救恩 

神的兒子耶穌來到地上，要親身作成這個救恩， 使這個救恩的每

一方面都作得完全，有能力，能應付我們各方面的需要，所以又

稱作全備的救恩。既然救恩的每一方面都是他作的，所以在基督

之外就沒有救恩。你只要求基督，接受基督，就可以得到全部救

恩。救恩也就是基督，經歷基督就是經歷救恩。 

救恩的第一部分是救贖，為要把我們從犯罪當受的審判下贖出

來，使我們所犯的罪，全部得赦免。基督為我們釘死在十字架

上，他流的血作了救贖的代價，滿足了神公義的要求，神就赦免

了我們的罪，不再定我們的罪，並且稱我們為義。 

基督的死，也把我們帶同著一起死了。我們死了，就脫離了亞當

的範圍，不再屬於亞當，不再屬於墮落的族類。在墮落裡所有的

咒詛、定罪、滅亡，也跟著消失，與我們再無關係。 

基督的復活，也把我們包括在裡面。我們在亞當裡死了，在基督

裡活了。在亞當裡告一結束，在基督裡有了新生，一切有新的起

頭。 

不但如此，我們這個人開始有極大的變化。基督進到我們裡面，

救恩的能力也在我們裡面，開始作改變我們的工作。基督赦免我

們的罪，改變我們的地位─不屬亞當，乃屬基督，連同賜我們新

生命，只是一霎那之間，就作成功。我們一信主，一求告主的

名，一接受基督，赦罪、換地位、新生命也就同時完成。 

但是基督進來之後，他帶來的救恩還要在我們身上繼續工作，要

消除身上墮落的毒素。消除罪的殘餘，需要用一段長的時間，何

況今天的世界，仍舊為撒但所控制所霸佔，我們的環境仍舊邪惡

腐敗。我們時刻都會被引誘、欺騙，撒但還會藉著殘存在我們裡

面的墮落天性，再引我們犯罪，拉我們下去。因此在裡面的救恩

還要不斷的拯救我們，一面為我們消毒，殺死一切的敗壞、死

亡、墮落的因素，一面供應神的生命，就是恩典，叫我們靠著恩

典剛強、有力，靈和魂都蒙拯救，生活就因此天天改變，直到我

們脫離一切的墮落，生活像神的兒女，在這黑暗的世代中，如同

明光照耀出來。 

在這一段時候，我們需要靠救恩活著，特別是我們的思想、觀

念，更需要基督的救恩。按照我們從前的習慣，我們只思想墮落

的事，思想如何犯罪，思想如何利己，思想如何亨受世界的事，

思想怎樣發達，思想怎樣居高位、出人頭地。這種種思想觀念，

都與神無關，都是虛空，都是無益。現在我們的靈活了，有基督

和救恩在靈裡，開始拯救我們的思想、觀念，以及我們的存心。

救恩一面光照我們，指出我們的思想虛妄、不正，一面把我們的

思想、觀念和全心轉向基督，因為他才是真埋。救恩就在凡事上

天天的遭遇上，不住的光照我們，改正我們。我們的頭腦、觀

念、看法、喜好、存心，天天蒙靈的拯救。這些事不用死條規、

死戒律，一切都是活的、生命的、靈的，變化我們的魂。 

救恩的最後一步，是變化我們的身體，時間預定在主再來的時候。

到那時，救恩在我們身上，工作完全完成，能以榮耀神。――真理

號聲 

【拾穗】設立人生的優先次序 

 欲望指使著我們的優先次序；優先次序形成我們的抉擇；抉擇

決定了我們的行動。 Desires dictate our priorities, priorities shape 

our choices, and choices determine our actions. ~Dallin H. Oaks  

 要獲致今日的成功，就必須設立好人生的優先次序，決定甚麼

是你所要堅守的 To succeed today, you have to set priorities, 

decide what you stand for. ~Lee Iacocca。  

 偉人的標誌之一，就是能辨明甚麼時候該把要事擱置一邊，好

完成最關鍵之事。 The mark of a great man is one who knows 

when to set aside the important things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e 

vital ones. ~Brandon Sanderson  

 神的旨意並不是只附加在你生命中的一項事罷了，它是你抉擇

的道路。你要不是順服於神的兒子，就是屈從於管轄世人的規

律習俗 The will of God is not something you add to your life. It’s a 

course you choose. You either line yourself up with the Son of 

God…or you capitulate to the principle which governs the rest of 

the world.” ~Elisabeth Elliot。  

 當你將神擺在第一，其他的事就都會各就各位，或從我們的生

活中退位。我們對主的愛將會管理我們的感情、時間、興趣等

需求，調整好先後次序。When we put God first, all other things 

fall into their proper place or drop out of our lives. Our love of the 

Lord will govern the claims for our affection, the demands on our 

time, the interests we pursue, and the order of our priorities. ~Ezra 

Taft Benson ――飛揚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