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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12/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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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英杰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3-9:30 PM       高春华姊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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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一日 

讀經 帖撒羅尼迦前書 1～3章；保羅的感恩、牧養和關懷。 

鑰節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不住的記念你們因信心所作的工

夫，因愛心所受的勞苦，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忍

耐。」（帖前一 3） 

禱告 親愛的主，求袮幫助我們活出信、愛、望的實際，並且見

證我們是蒙神所愛並揀選的一群。 

詩歌 我生命有何等 奇妙的大改變- churchinmarlboro.org 

九月二日 

讀經 帖撒羅尼迦前書 4～5章；勸勉與勸慰。 

鑰節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

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

無可指摘。」（帖前五 23） 

禱告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我們完全成聖，保守我們身心靈，直

到主再來的日子，無可指摘。 

詩歌 祝福- churchinmarlboro.org 

九月三日 

讀經 帖撒羅尼迦後書 1～3章；基督徒工作与等候的生活。 

鑰節 「願主引導你們的心，叫你們愛神，並學基督的忍耐。」

【帖後三 5】 

禱告 主啊！求袮引導我們的心，叫我們進入神的愛裏，並進入

袮的忍耐裏。使我們一面愛慕袮的再臨，一面盡在教會、

家庭、工作上的責任。 

詩歌 救主領我免迷途～churchinmarlboro.org  

九月四日 

讀經 提摩太前書 1～3章；工人的見證和教會的行政。  

鑰節 「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被顯

現，在靈裏被稱義，在使者中被看見，在外邦中被傳揚，

在世人中被信服，在榮耀裏被接。」【提前三 16直譯】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感謝袮道成肉身，顯出了敬虔的奧秘。謝

謝袮託付教會的使命，就是彰顯袮。主啊，教導我們與袮

同心、同行、同工，讓人在聚會中遇見袮，知道『神真是

在我們中間了 (林前十四 25) 』。 

詩歌 大哉！敬虔的奧祕！～YouTube 

九月五日 

讀經 提摩太前書 4～6章；如何作基督的好執事。 

鑰節 『操練身體，益處還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

今生和來生的應許。』 (提前四 8) 

禱告 親愛的主，使我們成為敬虔的人，不止是在今生得神的祝

福，並且在來生領受永恆的福分。 

詩歌 主耶穌，我羡慕活在袮面前～ churchinmarlboro.org 

九月六日 

讀經 提摩太後書 1～2章；作神基督的精兵。 

鑰節 「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

的，直到那日。」(提後一 12) 

禱告 親愛的主，我雖不知前途如何，但我深信袮能保守我所信

託袮的，都全備直到那日。 

詩歌 惟知道我所信的是誰～churchinmarlboro.org  

九月七日 

讀經 提摩太後書 3～4章；基督精兵的榜樣和見證。 

鑰節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

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

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

給我，也賜給凡愛慕祂顯現的人。」【提後四 7~8】 

禱告 親愛的主，願我們的一生，和保羅一樣能唱出這一段凱歌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詩歌 當我跑盡應跑道路～YouTube 

【為什麼要讀帖撒羅尼迦前書？】任何人若想要知道如何仰望、

儆醒、等候並預備主在榮耀中的再來，就必須讀本書。 

【為什麼要讀帖撒羅尼迦後書？】任何人若想要知道主再來的時

間和方式，并且在這等候主回來的期間，我們應該做什麼，就必

須讀本書。 

【為什麼要讀提摩太前書？】任何一個事奉主的人若想要知道如

何過敬虔生活、作美好的見證，并且明白怎樣治理和牧養神的教

會，就必須讀本書。 

【為什麼要讀提摩太後書？】任何一個事奉主的人若想要知道如

何作基督的精兵和無愧的工人，并且成為貴重聖潔的器皿，一生

忠心為主盡職，就必須讀本書。 

【本週聖經鑰句】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

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

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祂

顯現的人。」【提後四 7~8】保羅的職事，從世人的標準來看，好

像失敗了；然而在他的內心深處，他確信自己的事奉蒙主悅納，

他也從沒有後悔一生忠心跟隨主。面對死亡，保羅的心仍舊充滿

讚美，因為他 

（一）一直準備，傳遞永恆福音──他勝利的呼喊，因他有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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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da Brodie 姊妹心臟搭橋手術禱告。 

◆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2/1&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Since%20Jesus%20Came%20Into%20My%20Heart.html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2/2&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bless.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2/3&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481.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2/4&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VBxMxlknZw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2/5&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LP.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2/6&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I%20know%20whom%20I%20believed.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2/7&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6iDDeU4-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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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打過了那美好的仗；跑完了當跑的路；守住了所信的道！ 

（二）一生預備，離世得主賞賜──他美滿的結局，因他的歸宿是

冠冕、榮耀！     

默想：保羅在寫他最後一封書信時，正面臨孤單和死亡，然而從信

中，我們發現，他只想到別人，而忘了自己，在這短短幾章的親密

分享中，他提到 23 個人的名字，你能找出他們的名字，他們跟保

羅之間又有什麼關係呢﹖如果你能仔細查考，這些人都是他福音佳

美腳蹤的見證人，在保羅到過的三十幾個地點，向多少萬人傳過福

音﹖作過見證﹖主啊！保羅晚景雖寂寞，但滿有聖靈的同在而不孤

單，他的心中充滿對人的關懷。願我們效法保羅一生忠心跟隨主。

【創世記讀經】第十課 挪亞進方舟 

讀經：六 13～八 12 

【重點】神以洪水為審判，而挪亞全家在方舟裡被保全。 

【中心思想】神為著成全祂在人身上最高的旨意，祂不容讓邪惡猖

狂，用「洪水」對人類施行了嚴厲的審判。當洪水氾濫，消滅了地

上的生物。挪亞一家八口得以存活，不僅是他們因信自動的「進

入」(創七 6)方舟裏面，而且是耶和華把他們「關」(創七 16)在方

舟裡頭。挪亞一家在方舟裏得拯救，正表明了信主的人在基督裏得

蒙救贖，免受神忿怒審判，不至滅亡。 

【鑰節】【創七 1】「耶和華對挪亞說，你和你全家都要進入方

舟，因為在這世代中，我見你在我面前是義人。」 

【鑰字】「挪亞」【創六 8】─—原文的意思為「安慰」或「安

息」。挪亞在神眼前蒙恩，因他是個義人，在當時的世代他是個完

全人，因為他與神同行(創六 9)。挪亞一生中最突出的事就是神使

用他造了方舟；也藉着他的義行，「就定了那世代的罪」（來十一

7）。他在可怕的風暴與洪水中，他和他的全家進入方舟裏被保全

了，因而享受了「安息」。 

「方舟」【創七 1】─—挪亞在神的吩咐中，建造「方舟」，他和

一切在方舟中的活物，就得以在神的審判中存活。方舟預表基督是

我們的拯救，使我們脫離神審判的避難所。彼得前書三章 20～21

節指出挪亞進入方舟，藉水得救。「進入方舟」預表因信而得以在

基督裏面；「藉著水得救」這話並不是說當時的洪水具有救人的能

力，而是說由於洪水的審判毀滅了那敗壞的世代(創六 13；七 21～

23)，使因進入方舟經過洪水而仍然存活的挪亞一家八口，藉這洪

水的功效，得以脫離敗壞的世界而得救。 

【大綱】【挪亞進方舟的前後】 

一、進方舟前的準備工作(六 13～七 10 節)─—凡神所吩咐的，挪

亞都照樣行： 

(1) 神定意毀滅全地(六 13節)； 

(2) 神命挪亞造方舟(六 14～21節)； 

(3) 挪亞遵命造方舟(六 22節)。 

(4) 挪亞遵命帶全家和活物進入方舟(七 1～10 節)。 

二、挪亞進方舟被保全(七 11～24 節)─—洪水氾濫四十晝夜，神

把挪亞全家關在方舟裏。 

三、洪水退落的過程(八 1～12 節)─—神慈愛的記念；放出烏鴉和

鴿子而得知洪水消退。 

【默想】 

(一) 挪亞造方舟和進方舟說明人蒙恩的秘訣，乃是信靠神的話，

並順從祂的指引。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創六 8)，也叫全

家蒙恩，也叫萬有蒙恩。親愛的，你願竭力追求在神眼前的

蒙恩，並使別人蒙恩嗎？ 

(二) 挪亞全家得救說出神的救恩不是以個人為單位的，乃是以全

家」(創七 1)為單位的(出十二 3～4；書二 18～19；徒十六

31)。親愛的，你的家人若是還沒有相信主，千萬不能灰

心，要憑信心一直為他們禱告，至到全家人受感動而信主、

歸主，進入基督裏面得享安息。筆者為家父禱告十年，至終

他得救後，愛主並在教會裏服事主。 

【禱告】親愛的天父，願我們家中的每個人，都能進入方舟(基督) 

裏得着救恩，愛祢並在教會裏服事祢。 

【金句】千萬不能放鬆家庭裏的下一代，容讓他們信仰自由。

―― 倪柝聲 

講道材料──【方舟豫表基督】 

   一、「歌斐木」(14節)──象徵基督堅固完美的人性。 

   二、「一間一間的造」(14節)──象徵基督是各種人的安息。 

   三、「裏外抹上松香」(14節)──象徵基督的寶血具有救贖的功

效。 

   四、方舟的尺寸(15節)──豫表基督的完備豐滿。 

   五、方舟上邊的「透光處」(16節)──象徵基督是世界的光。 

   六、方舟的「門」(16節)──象徵基督是人通神之門路。 

   七、門開在「旁邊」(16節)──象徵基督可親可近。 

   八、方舟分「上、中、下三層」(16節)──象徵人對基督的經歷

有不同的程度。 

【麥克阿瑟祈禱文】 
"Build me a son, O Lord, who will be strong enough to know when he 

is weak, and brave enough to face himself when he is afraid; one who 

will be proud and unbending in honest defeat, and humble and gentle in 

victory. 主啊！求你塑造我的兒子，使他夠堅強到能認識自己的軟

弱；夠勇敢到能面對懼怕；使他成為一個敗不餒、勝不驕的人。 

Build me a son whose wishes will not take the place of deeds; a son 

who will know Thee..... and that to know himself is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knowledge.懇求雕塑我的兒子，不致空有幻想而缺乏行

動，引導他認識你，同時又知道，認識自己乃是真知識的基石。 

Lead him, I pray, not in the path of ease and comfort, but under the 

stress and strains of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let him learn to stand up 

in the storm. Let him also learn compassion for those who fail.我祈

禱，願你引導他不求安逸、舒適，相反的，經過壓力、艱難和挑

戰，學習在風暴中挺身站立，學會憐恤那些在重壓下失敗的人。 

Build me a son whose heart will be clear, whose goal will be high, a 

son who will master himself before he seeks to master other men; one 

who will reach into the future, yet never forget the past.求你塑造我的

兒子，心地清潔，目標遠大，使他在指揮別人之前先懂得駕馭自

己，永不忘記過去的教訓，又能伸展未來的理想。 

And after all these things are his, add, I pray, enough of a sense of 

humor, so that he may always be serious, yet never take himself too 

seriously. Give him humility, so that he may always remember the 

simplicity of true greatness, the open mind of true wisdom and the 

meekness of true strength.當他擁有以上的一切，我還要禱求，賜他

足夠的幽默感，使他能認真嚴肅，卻不致過分苛求自己。懇求賜

他謙卑，使他永遠記牢，真偉大中的平凡，真智慧中的開明，真

勇力中的溫柔。 

Then, I, his father will dare to whisper, 'I have not lived in vain.' "  

如此，我這作父親的，才敢低聲說：「我沒有虛度此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