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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11/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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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育明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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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建姊妹家 

 
 

 

 

 

十一月三日 

讀經 使徒行傳 8～9 章；教會遭大逼迫。 

鑰節 「他說：『主阿，你是誰？』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

耶穌。』【徒九 5】 

禱告 親愛的主，光照我，使我認識『你是誰？』主啊！你是我

的『主』。我把我的一生交給你，讓你來掌管。 

詩歌 認識祢，耶穌-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一月四日 

讀經 使徒行傳 10～11章；外邦人歸向基督。 

鑰節 「他有話告訴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徒十一

14】 

禱告 主啊，你拯救人，是一個家、一個家的拯救。願我和我的

一家都必得救(徒十六 31)。 

詩歌 全家得救-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一月五日 

讀經 使徒行傳 12～13章；教會得勝和擴展。 

鑰節 「門徒滿心喜樂，又被聖靈充滿。」【徒十三 52】 

禱告 親愛的主，幫助我經歷『被聖靈差遣』和『被聖靈充滿』。 

詩歌 充滿我～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一月六日 

讀經 使徒行傳 14～15章；保羅第一次傳道的行程。 

鑰節 「堅固門徒的心，勸他們恆守所信的道。又說：『我們進

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徒十四 22】 

禱告 主啊! 幫助今天的教會守住真道；被堅固；被建立。 

詩歌 復興你工作，主-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一月七日 

讀經 使徒行傳 16～18章；保羅第二次傳道的行程。 

鑰節 『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十六 31下】 

禱告 親愛的主，幫助我們帶領全家來聽道，一家大小都得救。

使我們全家喜樂，永沐主恩。 

詩歌 全家得救-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一月八日 

讀經 使徒行傳 19～20章；保羅第三次傳道的行程。 

鑰節 「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徒十九 20】 

禱告 主啊! 唯願你的道大大興旺，這是我們的異象，是我一生

的標竿。求你保守我們，不被事務纏身，不被小勝利灌

醉，使我們能為異象勇往直前。 

詩歌 復興你工作主-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一月九日 

讀經 使徒行傳 21～22章；保羅在耶路撒冷為主作見證。 

鑰節 「我說：『主啊，我當做甚麼？』主說：『起來，進大馬

色去，在那裏，要將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訴你。』」【徒

廿二 10】 

禱告 親愛的主，教導我們常作準備，與別人分享我信主的見證。 

詩歌 當轉眼仰望耶穌- churchinmarlboro.org 

【本週聖經鑰句】 
『主阿，你是誰』【徒九 5】『主啊，我當做甚麼？』【徒廿二

10】保羅悔改的禱告震撼了第一個世紀，也不停地震撼這個世

界。他的簡單兩個問題，說出他的轉變的過程： 

 (一)遇見基督──在大馬色的路上，看見大光，聽見復活主的聲

音。從這裏開始，他確定人生奮戰的目標，便無怨無悔一生事奉

神到底。 

 (二)遇見教會──亞拿尼亞是一個平凡的弟兄，但卻得著主的吩

咐，夠資格去幫助他，使掃羅不只體驗主的愛，也體驗從弟兄、

從教會來的接納與愛。 

默想：我們人生的「路」、人生的「前途」，是否也和保羅一

樣，看見基督和教會，就完全改變了？ 

【創世記讀經課程第七課】神的審判和救贖 
【讀經】創三章 8節 至 24節。 

【重點】人墮落以後，神向人表明祂的審判和救贖。 

【中心思想】人受了撒旦的誘惑後，而違背了神的吩咐，以致神

對蛇、女人、男人，分別宣告了祂的審判。人為所犯的錯鋘，付

出了慘痛的代價。然而人雖然墮落了，神仍主動來尋找人、呼喚

人，並為人預備了救贖。從神對人失敗的應付中，我們看到了神

的憐潤、慈愛和寬容；神審判人的罪本是死，卻變成了神救贖人

的應許，並且啟示了神藉著主耶穌完成了救贖和對付了仇敵撒

旦。 

【鑰節】【創三 9】「耶和華神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哪裏？」

【鑰字】「你在哪裏？」【創三 9】─—神問這句話並不是祂不知

道亞當躲在哪裡；而是祂在問：「亞當！為甚麼你會在那

裡？」，為著是引導、光照他，使他知道自己落到失喪的光景。

其次，亞當得罪了神，因懼怕與羞恥就躲在樹木中，並想躲避神

的面（創三 10)。但神卻主動來尋找他，呼喚他來聽見祂慈愛的聲

音，帶他重回祂的跟前。自從人墮落以來，神仍一直在尋找人(路

十九 10)，並向每一個失喪的人呼喚：「你在哪裏？」(創三 9)。

【大綱】【神的審判和救贖】 

一、 人犯罪後的反應(7～13 節)： 

(1)  失去了純真(7節)─—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 

(2) 懼怕與羞恥(8～10 節)─—躲避神的面； 

(3)  彼此推諉責任(11～13節)─—亞當把過錯推諉給夏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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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3/Daily%20Bible%20Reading/11-3-1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knowing%20jesus.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1/4&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3/Daily%20Bible%20Reading/11-4-1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Salvation%20for%20whole%20family.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1/5&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3/Daily%20Bible%20Reading/11-5-1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ill%20Me%20Now.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1/6&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3/Daily%20Bible%20Reading/11-6-1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Revive%20Thy%20Work.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1/7&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3/Daily%20Bible%20Reading/11-7-1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Salvation%20for%20whole%20family.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1/8&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3/Daily%20Bible%20Reading/11-8-1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Revive%20Thy%20Work.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1/9&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3/Daily%20Bible%20Reading/11-9-1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urn%20Your%20Eyes%20upon%20Jesu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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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夏娃也推諉給蛇。 

二、 神對蛇的判決(14～15節)─—受咒詛終身吃土，女人的後

裔要傷蛇的頭。 

三、 神對女人的判決(16 節)─—生產的苦楚，受丈夫管轄。 

四、 神對男人的判決(17～19節)─—汗流滿面才得糊口，要歸

於塵土。 

五、 神救贖的恩典(20～21節)─— 用皮子做衣服，給他們穿。 

六、 被趕出伊甸園(22～24節)─—以免人吃生命樹的果子，帶

著罪性永遠活著。 

【默想】神給人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來選擇愛祂、信靠祂、順服

祂，或逃避祂、拒絕祂、背逆祂。亞當因著錯誤的選擇而墮落

了，我們的生命豈不也在乎於一次次的選擇麼？是選擇討神的喜

悅，還是討人或是自己的喜悅？然而無論你現在的光景如何，慈

愛的神一直在呼喚：「你在哪裏？」親愛的，現在選擇回轉、悔

改、重回祂的懷抱，你又何必因以往的錯誤選擇，而仍舊留在悲

慘光景里呢？ 

【禱告】感謝神，我的犯罪和退後，未曾叫祢放棄我，祢仍來尋

找我、呼喚我，帶我重回祢的懷抱！ 

【詩歌】祂來尋覓，滿了柔情～churchinmarlboro.org 

【金句】「感謝神！我們的失敗、罪惡、軟弱、虧欠，並未把神

愛我們的心沖淡了。回頭吧！祂正以展開的雙手等你回來重投祂

懷抱。」―― F.B. Meyer 

【神的愛（上）】 
“神就是愛。”（約壹 4:8） 

詩：哦！聖哉神意！已經規定，榮耀都要歸給神； 

    哦！聖哉神愛！已經發令，藉血我們也有分。 

最深奧而又最簡單的，那就是神完全的愛。什麼時候我們真的認

識神，我們就認識祂是愛，既知所有臨到我們身上的，都是從祂

而來，因此雖然現在我們所過的生活像荒漠一樣，但不管什麼地

方，或什麼環境，我們都能用神的大愛來解釋一切。 

神在祂自己的愛中，需要有其他生靈為物件，而使他們得著喜

樂，祂是願意他們喜樂，也只有這樣，祂自己在愛中才有完全滿

足的感覺。 

律法是命令說：“你要去愛。”這是公義要求，但在福音書裏，

基督是說“神愛”（參閱約 3:16譯注） 

沒有一種受造之物，或世上任何東西，能和十字架一樣。受造之

物可能彰顯神的能力，卻不能像十字架那樣表達神的愛和真理，

所以十字架永遠是那奇妙有福的東西，給我們來探討，領會，要

認識神一切所是，只有藉十字架。 

人自私自利的心太厲害，因此，神的愛對他就成了一個謎，這愛

比罰他的聖潔更難得到人的瞭解。當時沒有一個人瞭解主耶穌，

因為他是彰顯神。 

聖靈使我們感到父的大愛，祂顯示給我們的，不是我們的微小，

而是神的偉大，藉此使我們進入自由。 

信心是眼光，是在十字架裏，纔能最厲害看出人類罪惡的深重，

和神對罪的憎惡。信心的眼光，又在那裏看出神勝過一切的大愛

和憐憫，是如何在祂兒子身上向人布開，百夫長的槍刺透主的肋

旁，這不過是引出愛與憐憫的明證。 

在人間有一件真正痛苦的試煉。就是看見自己的骨肉，在想不到

的日子忽然去世，然而若能抬起頭來仰望主的愛，心境又有何等 

大的區別呢？這一個安慰，能叫一切改觀，在親友離世這一件事

上認識神的大愛，能叫所有死的黑暗，給有福之愛的光照亮了；

並且那黑暗也不過更加證明，這光是何等有效的安慰。 

基督必須作我們的一切，不然，我們就會很快灰心喪氣，基督若

不是我的一切，而父的愛如何也不我們生命所呼吸的空氣，那麼

我們就不是起在正路上了。 

天父的家，萬福之源，甘甜遠超恩物。臨到我身，永不收回，如

主存到永遠。 

耶和華管教祂所愛的人。這裏可得到兩個結論：一，這管教必不

是無緣無故；二，這管教絕對不會不帶著神的愛。所以我不可輕

看管教，因為在我裏頭有一個緣由，使聖潔有愛的神要執行這件

工作。我不可灰心，因為是祂大愛的作國；這管教是天父對所喜

悅的兒子的指正。―― 達秘《基督是我們的滿足》 

【神的愛（下）】 
“基督的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弗 3:18-19） 

詩：神聖大愛，無何能阻隔，竟使我歸回； 

    大愛為我，成功贖罪祭，我們要讚美。 

我所認識那位元為我捨命的主，也就是我一生中，天天要與他來

往的主，祂對待我的一切，都依據恩典原則。認識主耶穌就在這

時，正用祂在十字架上替我受死那愛來懷念我，護庇我，這是何

等寶貴，又是何等使我們得著力量。 

祂的死打開了水閘，好叫愛的滿潮可以湧流到罪人身上。 

哥林多前書十一章廿六節中有兩個字，世上沒有其他二字合起來

會發生這樣重大的意義，這兩個字就是主和死，那一位稱為主的

祂死了，在這裏包含何造次我的事情，哦，這是何等愛情！何等

目的！何等效力！何等結果！ 

哦！主耶穌，有誰像你愛我？因你工夫，我成你工之果，親你有

路，在榮耀中相交；永蒙眷顧，我是你的珍寶，是你勞苦功效。 

設若一個可憐人，看見他要和已經替他打敗一切仇敵的那位得勝

者相交，他的心是得到何等的安息！在還沒有知道這一個事實

時，他每天犯罪的記錄好像要升到神的台前，全書黑暗，滿紙罪

證，每頁所記都是罪、罪、罪；但如今這些黑字已被塗抹了，神

羔羊的血，在其上寫上血字──愛、愛、愛。 

神的大愛是避難所，我們在其中行走，通過世上到處密佈的網

羅，人的攻擊……通過越多，外面的紛亂越大，在祂面前的安息

就越甜美。 

我們應該作的一件大事，就是要親近基督。不斷的親近祂；心靈

就得安息；如此得享受愛的甘甜，我們的事奉就因住在祂裏面而

流露出來，且有事奉的印證。基督如何將父啟示給人呢？“只有

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主在父懷中，一直作父愛的

對象。這樣，主享受了父的愛，就能將父表明出來。主是完全

的，我們是常常失敗的僕人。這一點的看見，成了惟一的路，使

我們能經常有祂同在。並膏油的塗抹。 

當一切風雨都成過去，主預備給我們的光輝，會毫無擋阻的顯

現。那光輝就是祂自己……。哦！那萬福的大愛，就是主耶穌的

愛，已經帶領我們到那邊永遠與祂同在了。―― 達秘《基督是

我們的滿足》 

※ 神是一個行動的愛。─ 戴德生 

※不管你怎麼棄絕祂，怎麼拒絕祂，怎麼冷落祂，神還是愛。―

― 倪柝聲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In%20tenderness.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