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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11/17~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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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麗斌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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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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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十七日 

讀經 羅馬書 12～14 章；過聖潔的生活。   

鑰節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

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

所當然的。」【羅十二 1】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願將身心靈的全部當作活祭都獻給袮，好

讓袮的愛火在我們裏面天天燒我們，使我們靈裏火熱的來

服事袮，在生活中也將袮的愛火燒到凡與我們接觸的人。 

詩歌 活著為耶穌-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一月十八日 

讀經 羅馬書 15～16 章；持守合一和諧的見證。 

鑰節 「但願賜忍耐安慰的神，叫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

穌，一心一口榮耀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羅十五

5～6】 

禱告 親愛的主，求袮幫助我們有美好的教會生活，能『一心一

口』榮耀神。 

詩歌 聖徒眾心，愛里相系-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一月十九日 

讀經 哥林多前書 1～6章；合一與聖潔。 

鑰節 「神是信實的，你們原是被祂所召，好与祂兒子——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一同得分。」（林前一 9） 

禱告 親愛的主，求袮幫助我們學習有分於袮的交通，也與學習

眾聖徒一同分享袮一切的豐盛，好使我們能實行「一心一

意，彼此相合」，過榮神益人的生活。 

詩歌 我神、我愛、我的永分～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一月二十日 

讀經 哥林多前書 7～10 章；榮神益人。 

鑰節 「但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林前

八 1下】 

禱告 主啊，知識叫人自高自大，求袮賜我們謙卑、受教、愛人

的心。 

詩歌 耶穌耶穌我的性命～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一月二十一日 

讀經 哥林多前書 11～14 章；教會生活的實行。 

鑰節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

愛。你們要追求愛。」【林前十三 13~十四 1上】 

禱告 親愛的主，請將袮聖的愛，澆灌在我們心中，好讓這篇

「愛的詩篇」於我們不僅是一張清單，而是讓基督愛的美

德顯於我們每日的生活中！ 

詩歌 愛的真諦～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一月二十二日 

讀經 哥林多前書 15～16 章；復活與結語。 

鑰節 「我如今把一件奧祕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

乃是都要改變。」【林前十五 51】 

禱告 主啊，讓我們充滿信心和喜樂，盼望袮快來！當那日子來

臨時，袮要把我們帶進榮耀裏，與袮同享榮耀。 

詩歌 有一日 YouTube  

十一月二十三日 

讀經 哥林多後書 1～4章；保羅新約執事的見證。 

鑰節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其大的能力是出於

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四 7） 

禱告 主啊，謝謝袮，我們裏面有大能的寶貝。叫我們欣然迎接

一切遭遇，天天經歷袮復活的生命與大能，使裏面的人剛

強、更新、變化！ 

詩歌 主活我裡面 churchinmarlboro.org  

【為什麼要讀哥林多前書？】任何人若想要透過從個人和教會的

問題上，而进一步認識基督和祂的釘十字架；並且明白基督的所

是與所作如何應用在活出聖潔生活和治理教會，就必須讀本書。

【為什麼要讀哥林多後書？】任何人若想要知道如何才能像神的

僕人保羅一樣，承當新約執事而該有的學習與特質，以及實際經

歷基督死而復活的大能，就必須讀本書。 

【本週聖經鑰句】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你

們要追求愛。」【林前十三13~十四1上】基督徒與世人不同的地

方在那裡呢？基督徒真正的價值在那裡呢？基督徒屬靈生命的長

進和追求又在那裡呢？對基督徒生活中的每件事來說，愛正是那

關鍵的鑰匙。它除去生命中一切的繁雜，把責任減縮成一個簡單

的，首要的元素，就是要去愛神並且愛人。所以有了愛人則像

神，因為神就是愛（約壹四8，16）。有了愛，才能使世界開滿

鮮花，人間成為天堂。反之，若沒有愛，世界變成沙漠，人間成

為地獄。 

然而愛是需要人去追求的。追求這個一詞是用來形容一個獵人追

趕他的獵物那麼急切；或是形容一個熱心的人奮力地追求他自己

設定的更高目的。而所謂「追求愛」就是形容全心去追趕，直到

追上為止，否則不休息。所以我們蒙恩以後，要將全部的精力投

注在一件事上，就是追求那祟高、永恆的恩賜──愛的恩賜，以

致讓主的愛完全充滿和管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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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1/17&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Living%20for%20Jesus.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1/18&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christian%20heart.html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1/19&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watts2.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1/20&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227.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1/21&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Love.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1/22&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FezFOcp0b0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1/23&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Christ%20Liveth%20In%20M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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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讀經】第八課 人第二次的墮落 

讀經：創四章 1節至 26節  

【重點】在該隱身上，我們看到了人第二次的墮落─—嫉妒、忿

怒、和殺人，顯示了魔鬼兒女的本相(約壹三 10)；於是他受了神

的審判，而離開了耶和華的面。 

【中心思想】從他們兩種不同的行業，兩種不同的獻祭，兩種不同

的態度，和兩種不同的結果，說出亞伯牧羊是因信靠神，為神而

活；而該隱種地是因向神獨立，為自己而活。神看中了亞伯和他的

供物，而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乃是取決於他們對神的態度。亞伯

是按著神的旨意獻祭；而該隱卻按自己的意思選擇供物。此外，該

隱對殺亞伯的態度和對神審判的反應，說明他沒有悔意，反而向神

埋怨，最後離開了神。人一但遠離神，結果就失去了神的供應、喜

樂和保障，於是在地上就開始過著無神的生活。 

【註】人第一次墮落(指亞當)，只是離開伊甸園(創三 23)；人第

二次墮落(指該隱)，是離開耶和華的面。 

【鑰節】【創四 4～5】「亞伯也將他羊群中頭生的，和羊的脂油

獻上；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

物；該隱就大大的發怒，變了臉色。」 

【鑰字】「亞伯」【創四 4】─—意思是「氣」或「虛空」。聖經

中第一個獻祭的人和第一位殉道者。他短暫的人生結束於嫉妒的哥

哥該隱的手中。然而時至今日，亞伯雖然死了，卻因信仍舊向我們

說話（來十一 4)。神見證他獻的祭，比該隱所獻的更美，因神先

看重了亞伯這個「人」，再悅納他的「供物」；換句話說，神看重

我們的「所是」過於我們的「所做」。亞伯所獻的是羊群中頭生的

和羊的脂油，預表基督是神的羔羊(約一 29，36)；祂就是那「更

美的祭物」(來九 23)，為我們流出寶血。 

【大綱】【人第二次的墮落】  

一、該隱和亞伯(1～16 節)： 

(1) 兩種行業 1～2 節)─—亞伯牧羊，該隱務農； 

(2) 兩種奉獻(3～4 節上)─—該隱獻地裡的出產，亞伯獻羔羊； 

(3) 神的兩種回應(4下～7節)─—看中亞伯的供物，看不中(原

文是不看)該隱的供物； 

(4) 該隱受神刑罰(8～16節)─—因嫉妒殺亞伯，而在地上流離

飄蕩，離開耶和華的面。 

二、該隱的後代(17～24節)─—遠離神、不要神的後代。 

三、塞特的後代(25～26節)─—求告神、需要神的後代。 

【默想】 

一. 在你的一生中曾否做過甚麼討神喜悅，蒙神悅納的事呢？ 

二. 你是否甘心樂意把「最好的時間、金錢……」獻給神嗎？ 

三. 神問人第一個問題：「你在哪裏？」(創三 9)第二個問題：「你

兄弟亞伯在哪裡？」(創四 9) 你是否愛神，也愛你的弟兄呢？ 

【禱告】親愛的主，是祢的愛激勵了我，使我揀選單純地為你而

活。為著祢的喜悅，我願自動並樂意來向祢投順。 

【詩歌】【活著為耶穌】（《聖徒詩歌》306首） 

【你的責任是愛主耶穌】有一位年輕神父向德瑞莎修女抱怨工作太

忙了，使他無法服事窮人，而那纔是他最渴望做的事。德瑞莎修女

聽了他的話後，回答他說：「你的任務不是服事窮人，而是愛耶

穌。」 

【創世記第四章裏的人名意義】 
【引言 】聖經中的人名教導我們有關人與神的關係。你能否能在

創世記第四章裏的人名中找到寶藏呢？ 

【大綱】創世記第四章指出兩種人生的對比： 

（一） 向神獨立，為自己而活的人生：該隱(「得著」) 受神的審

判，離開神的面之後，「開始學習──以諾」」過無神的生

活 (17節)；逐漸發展出一套無神的文化系統，而以其為

「見證──以拿」和誇耀 (18 節)；人在建造無神文化的

過程中，雖然明知神在反對並要「消除──米戶雅利」(18

節)；並且也知道人是「屬於神──瑪土撒利」的 (18

節)；但仍一意孤行，「強有力──拉麥」的推展其文化建

設 (18節)；他們注重「裝飾和娛樂──亞大」(19節)；

美其名為「保護──洗拉」身心的健康，實際上卻是在放

縱肉體的情慾(多妻 (19節)；他們倡導了「遊牧──雅

八」」以維持生存 (20節)；發明了「音樂──猶八」以消

愁解悶」(21 節)；更進一步「擴展──土八該隱」，製造

銅鐵利器以自衛 (22節)；強橫兇暴，竟至殺人「取樂─

─拿瑪」(22 節)。 

（二） 信靠神，為神而活的人生：認識人生的「虛空──亞伯」

(2 節)；也認識自己是「軟弱必死的──以挪士」(26

節)；因此轉而求告那位「我是的──耶和華」(26節)；

以神的生命來「代替」──塞特」舊人(25節)。 

【卓越的人生觀】 
你想做個卓越人物嗎？你得發展出你的一套人生觀。 

有個初作祖母的母親，寫了一張卡片，給她剛生了女兒的女

兒，簡單幾行的人生精華──盡可能地教她學七十萬個單字，

但重要的是要她記牢：  

 最偉大的字是神。 

 最長的字是永生。 

 最快的字是時間。 

 最近的字是現在。 

 最黑暗的字是罪。 

 最壞的字是虛假。 

 最深的字是靈魂。 

芝加哥第一國立銀行的副總裁威爾森先生 (Christopher Wilson) 

寫了一段精闢的金石良言，像暮鼓晨鐘般提醒我們正確人生觀

的重要： 我們活在一個危險的物質主義世代，我們忙著賺取更

多的財富，忽略了道德和原則。很少停下來思想我們在做什

麼，什麼是真正重要的，怎樣幫助他人。歷史上的偉人，比如

說甘地、史懷哲等人，之所以偉大，不是因為他們非凡的能

力，(有些極為能幹的人，卻沾不上偉大的邊)，他們的偉大是

建立在下列這五點人生觀的理念── 

1.深刻的信仰，給他們力量渡過人生的考驗和危機。  

2.真誠的謙卑，關切周圍人的福祉。  

3.公正和真誠的品德。 

4.充分開發神所賜的才幹，服事人類。 

5.忘我地犧牲自己，努力達成無私的目標。 

「然而，秉承這樣人生觀的人，人生道路可能會崎嶇不平。但

他 /她必然找到內心的平安與滿足，找到有意義有貢獻的一

生。」 

約翰衛斯理是十八世紀出名的佈道家，論到基督徒的財富觀 

──盡可能地賺錢；盡可能地存錢；盡可能地奉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