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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3/3~ 3/9 
主日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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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勇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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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三日 

讀經 書九~十一；征戰結束。 

鑰節 【書十一 15】「 耶和華怎樣吩咐他僕人摩西，摩西就照

樣吩咐約書亞，約書亞也照樣行。凡耶和華所吩咐摩西

的，約書亞沒有一件懈怠不行的。」 

禱告 神，深願我們也都依照祢的吩咐而行，沒有半點懈怠。 

詩歌 殷勤作工 詩歌音樂 

三月四日 

讀經 書十二～書十三；分河東之地。 

鑰節 【書十三 1】「約書亞年紀老邁，耶和華對他說：『你年

紀老邁了，還有許多未得之地。』」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願靠祢恩典，天天努力，天天上升，憑信

過更高屬靈得勝的生活，直等到得著從上面召我們來得的

獎賞。 

詩歌 更高之處 -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五日 

讀經 書十四～十七；分配河西之地。 

鑰節 【書十四 11】「我還是強壯，像摩西打發我去的那天一

樣；無論是爭戰，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時如何，現在還是

如何。」 

禱告 親愛的主，保守我們在祢的恩典中，使我們見證「日子如

何，力量也如何」。 

詩歌 每一天-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六日 

讀經 書十八～二十一；分給其他支派的地。 

鑰節 【書二十一 45】「耶和華應許賜福給以色列家的話，一句

也沒有落空，都應驗了。」 

禱告 感謝神，祢是信實的神，祢所應許的話，沒有一句落空。 

詩歌 我們的神 詩歌音樂 

三月七日 

讀經 書二十二～二十四；約書亞最後的勸勉。 

鑰節 【書二十四 15】「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

華。」 

禱告 主，但願聖徒心心相愛、軟弱彼此體諒，重擔互相擔當。 

詩歌 福哉！以愛聯系 詩歌音樂 

三月八日 

讀經 士一～五；以色列人的背道。 

鑰節 【士一 19】「猶大…不能趕出平原的居民。」  

禱告 主阿，我們願意答應祢的呼召，起來為祢爭戰。 

詩歌 我是否要背負十架  - 土豆网 

三月九日 

讀經 士六～八；基甸擊敗米甸人。 

鑰節 【士七 7】「……我要用這舔水的三百人拯救你們，將米

甸人交在你手中……。」 

禱告 主阿，我們願作個得勝者。然而，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

少。保守我們不因构不上祢的標准而被淘汰。 

詩歌 我不敢稍微失敗- churchinmarlboro.org  

【本週聖經鑰字―「沒有趕出」】 
「沒有趕出」【士一 32】——《士師記》是整本聖經中最悲哀的

書，因為這卷書是說到「未完成使命」的書。本章八次提到「沒

有趕出」（士一 27，28，29，30，31，32，33），即以色列人沒

有按著神的吩咐，趕出那地的迦南人，導致日後無窮的後患。例

如猶大支派敵不過平原居民的鐵車（19），便雅憫人沒有趕出耶

布斯人（21），瑪拿西人沒有趕出伯善一帶居民（27）等等。他

們失敗的癥結是什麼？主要就是妥協！他們曾聽見過神偉大的呼

召，但是在大功告成前懈怠下來，而沒有全面趕出迦南地的外邦

人。結果他們受迦南人的影響，去敬拜巴力，離棄神，並且行

惡，惹神發怒。屬靈的墮落總是以妥協開始。一個妥協的人會失

去異象、失去啟示、失去目標感、失去往前的動力，終於失去爭

戰的靈。每一個試著與世俗為友(雅四 4)、與世界聯合的人，也就

不能完成神從託付他們的使命(提後四 10)。 

【默想】以色列各支派因為難處和只顧跟前利益，而沒有趕出當

地的迦南人，因此為日後的失敗埋下伏筆。以色列人並非不能趕

出迦南人，而是不為。對付肉體的情慾和軟弱時，我們是否不與

世界妥協，不給魔鬼留地步(弗四 27)呢？ 

【家訊信息】種子生長的比喻 

讀經:「神的國如同人把種撒在地上，黑夜睡覺，白日起來，種子就

發芽漸長，那人卻不曉得如何是這樣。地生五穀是出於自然的，先

發苗，後長穗，再後穗上結成飽滿的子粒。穀既熟了，就用鐮刀去

割，因為收成的時候到了。」(可四 26~29) 

活在生命的規律中 

主說這一段話的關鍵在那裏呢？生命的現象是那麼自然的，你只看

見那個現象在變化，你卻不瞭解那個生命現象的原因。但是這並不

重要，重要的是什麼呢？ 

我們的主在底下就說到，那種子撒出去，先發苗，後長穗，然後穗

就長滿，然後成熟就收割。弟兄姊妹們，我們的主在這裏說的整個

現象，乃是一個自然的規律。這個自然的規律就是生命的規律，你

不必管為什麼會是這樣，你只要知道這個生命的規律是這樣，這個

活，就帶出那該有的結果。 

弟兄姊妹們，我們實在感謝我們的主，祂把話說得那麼明白。當 

然，對我們有了聖靈的人來說，我們明白主是這樣說。如果沒有

生命的，就像上面說的是「外人」。「是啊！我們知道，你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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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 

◆ 為兒童服事禱告。 

 

http://www.agvnacc.org/Hymns/C273_1.MP3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igher%20Ground.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3/2-10-13%20weekly.htm
http://www.agvnacc.org/Hymns/C569_6_7.MP3
http://www.agvnacc.org/Hymns/C232_1_3.MP3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12-2-12%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9-2-12%20weekl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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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它就長苗，長苗以後就長穗，穗就長出穀粒來，穀粒飽滿成

熟了就收割。」這現象誰都能看見，但是我們的主卻在這裏要向

人指明，這一個現象乃是一個生命的法則，是生命的自然規律。

當然這裏說的好像是很狹窄，就是說到這是一個生命的自然法

則。事實上，我們的主在這裏說，我們這些跟隨主的人，必須要

懂得不違反自然規律。 

不該違反自然規律 

如果違反自然規律，我們卻說我們剛強，自然規律限制不到我。

弟兄姊妹們，前不久，我去看醫生，醫生給我檢查，也給我刺了

兩針。那麼長的針，刺到膝蓋底下，疼到一個地步，差一點我都

不能忍受。他就跟我說，「以後你發覺有這種毛病，你立刻來見

我，你不要在那裏忍」。他說，「你能忍並不表明你忍受的能力

很強。我擔心的是你所忍受過來的結果，是發炎的現象，那種疼

痛會把你整個的關節弄壞。」弟兄姊妹們，你曉得，疼就疼嘛！

我還能忍受得住，有什麼了不起？但是醫生在他的角度來看就不

是這樣。你能忍受是一件事，但是他擔心你的關節受損傷是另外

一件事，他所注意的是那一點。 

這個是自然的規律。正如我們的主說，「有病的人就要找醫生，

沒有病的不需要找醫生」，你有病去找醫生，這個是很自然的

事。當然有例外，但那是例外。一般來說，是應該這樣行，但是

我說，「不，我有毛病，我也不看醫生。」像我們中國人說，諱

疾忌醫，結果我死掉了。 

主在這裏給我們留意到一件事，在屬靈的生命上面非常重要的，

。我說具體一點，一個生命的成

長，那個自然的規律是什麼呢？及時的供應它的需要。屬靈生命

所需要的供應乃是主的話，是屬靈的交通，特別是與主的交通。

還有，要除掉一切妨礙生命成長的事物，就是罪的對付，和肉體

靈所賜的安息裏，我們就活在屬靈生命的自然規律裏。如果不是

不能給帶到結果子的地步。 

但是你說，「為什麼這樣活就可以？」我們的主說，你看那個人

撒種下去，黑夜，白日，一直這樣過去，就是這樣長。為什麼是

這樣長？那個人一點都不曉得。你不要說那個人不曉得，就是現

在那些農藝專家，他們也不懂。他們只懂那個現象，這現象為什

麼是這樣，他們也不懂。他只能說，「現象就是這樣。」感謝我

們的主，主告訴我們不必太過注意那現象，你要注意的乃是你不

要脫離那個自然的規律，生命的規律。── 王國顯 

【詩歌欣賞】進深，進深 
一  進深，進深，進入耶穌大愛，每日更進深； 

登高，登高，在主智慧學校經歷主恩深。 

（副）求主助我進深！我願登峰造極！ 

使我悟性更新，領我進入真理 

二  進深，進深，藉著全能聖靈，不斷的進深； 

直到生命消失在基督裏，溶於祂旨意。 

三  進深，進深，雖經艱難試煉，仍不斷進深； 

根深蒂固在主神聖愛中，結果好收成。 

四  進深，登高，每日活在主裏，直到爭戰過； 

靠主得勝，長成基督形像，豐富進天國。 

【詩歌介紹】本詩 (《聖徒詩歌》第 273首) 的作者是仲斯

（Charles P. Jones, 1865-1949）。他出生的那年，正值美國憲法通

過第十三次修訂，廢止奴隸制度；但非裔美人仍需面對貧窮，被

歧視等殘酷無情的現實。 他母親早逝，仲斯體弱多病，一切靠自

己照料。十七歲時，他離開喬治亞州的家鄉，一路旅經田納西

州，到阿肯色州。 仲斯在 1884年信主，翌年開始傳講福音，不

久成為出色的佈道家。他受人歡迎，也遭人排擠。 1887 年，在他

講道時，有人持槍襲擊，有五人受傷。 數月後，他在另一城市講

以賽亞書 32:1-2「看哪，必有一王憑公義行政．必有首領藉公平

掌權。必有一人像避風所，和避暴雨的隱密處，又像河流在乾旱

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當他邀請決志者來台前跪

下禱告時，有一白人一連對他開了六槍，幸未受傷，次日，那狙

擊者遭人暗殺。仲斯牧會一個有 1200會友的教會，他們在山的斜

坡上造一教堂，但被一群暴徒縱火焚毀，後由白人及黑人捐款重

建。  

仲斯不但在身體的安全上常受威脅，在靈命上也倍受挑戰。 他覺

得自己需要有進一步的屬靈經驗，以得更大的能力。他禁食禱告

了三天，感到被 神的大愛潔淨，真實地與聖靈同在，自己更感

不配受此祝福，他的靈裏充滿了屬天的喜樂，覺得他的每一日都

是奇異的恩典。 因此他鼓勵教友們追求這屬靈的確據，讓聖靈的

火來煉純心田。 1897年，他成立了一個有色人種的聖潔研習會，

有八州人士前來參加，以後每年開會時，有各不同宗派的人參

與。 有一次他在禱告時，一再受聖靈感動囑他寫聖詩，他推辭了

五、六次，最後他走到琴旁寫下了他第一首詩歌「讚美主」

（Praise the Lord）。 嗣後，他一共寫了一千多首聖詩。 這首詩

歌是他在默想約翰 14:12「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所作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作，並且要作比這更大的事。」他領會到自己才幹

的有限，必需有更大的恩典，更深的智慧，更完全順服 神的旨

意。於是他矢志向 神求靈命增長，而神賜給了他這首詩歌。 

【詩歌感想】「 約書亞對約瑟家，就是以法蓮和瑪拿西人，說：

『你是族大人多，並且強盛，不可僅有一鬮之地。山地也要歸

你，雖是樹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歸你。迦南人雖有鐵

車，雖是強盛，你也能把他們趕出去。』」(書十七 17~18) 

這段經節背景是約瑟的子孫拈得肥沃的土地，但卻一同來到約書

亞面前，抱怨他們所得的產業窄小。他們將約書亞給予他們的兩

份土地，當作為「一鬮之地(以抽簽方式抽的地) 」。 然而，約

書亞卻智慧的鼓勵他們可以向山地上發展，首先去砍伐樹木，開

闢山林，這樣就可以善加利用山地之外；並且他們可以趕出佔據

地業的迦南人，這樣就可以擴張他們所需要的平原土地。他們若

只看眼前的難處，又不肯向外開拓付代價，就不可能完全的承受

神所應許的地。基督徒屬靈的成長是一個努力進取、進深的旅程

(腓三 13～14)。為何有些基督徒眼光短淺、靈裏貧窮、能力軟弱

呢？多半是不肯付上生命成長的代價有關。同樣我們若不願付上

丟棄萬事的代價，就無法經歷得著基督(腓三 8) 。現在我們屬靈

的生命是否仍不斷進深，天天靠祢得勝，直到登峰造極呢？ 

【你看見甚麼】有一個守財奴去見一位猶太的拉比(教師)。拉比

請他隔著玻璃窗，朝外面看：「你看見甚麼？」「人！」守財奴

回答說。拉比又請他到大鏡子的面前，問他說：「現在看見甚

麼？」「我！」守財奴回答說。於是拉比說：「窗與鏡子都是玻

璃製的，所不同者，鏡子的後面塗了一層銀子。照樣，一個人的

眼睛前面，若隔著一層銀紙，他就看不見別人，只看見自己。」

【默想】：銀子不但叫人只知有己，不知有人；銀子還叫他只看

見自己的小圈子，而不知道外面尚有更大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