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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4/14~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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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英杰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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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4月27日(週六)晚上福音愛筵聚會，請全體出席、參與服事及

留意教會各方面安排。 

 
 

 

 
四月十四日 

讀經 代上一～五；從亞當到以色列支派的家譜。 

鑰節 【代上四 9～10】】「雅比斯比他眾弟兄更尊貴，他母親給

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說：我生他甚是痛苦。雅比斯求告以

色列的神說：甚願你賜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常與我同

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神就應允他所求的。」 

禱告 親愛的天父，祢關心我們每一個人。雖然我們沒有甚麼驚天

動地的成就，祢仍會記得我們的名字，因為我們是祢所認

識、所深愛的。 

詩歌 主，你正懷念我～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十五日 

讀經 代上六～九；以色列支派的家譜和被擄而歸的選民。  

鑰節 【代上九 1】「以色列人都按家譜計算，寫在以色列諸王記

上。」 

禱告 親愛的天父，無論此時我的情形是如何，祢永遠的愛已愛

我，祢的愛叫我成為屬祢的人。 

詩歌 永遠的愛已愛我～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十六日 

讀經 代上十～十六；神的約櫃。      

鑰節 【代上十六 36】「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從亙古直到永遠，

是應當稱頌的！眾民都說：阿們！並且讚美耶和華。在耶路

撒冷和基遍的敬拜。」 

禱告 神啊，整個救贖的宇宙都要向祢讚美，述說祢偉大的作為。

整個宇宙到處都有讚美祢的聲音，沒有一個地方不是在那裏

喊「阿們」！ 

詩歌 聽哪，千萬聲音雷鳴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十七日 

讀經 代上十七～二十一；神與大衛之約。   

鑰節 【代上十八 11】「大衛王將這些器皿並從各國奪來的金

銀，就是從以東、摩押、亞捫、非利士、亞瑪力人所奪來

的，都分別為聖獻給耶和華。」 

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們願有大衛的靈，心甘情願的將最好的獻給

祢，來建造祢的家，好使祢可以在其中安然居住。 

詩歌 建造當趁今日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十八日 

讀經 代上二十二～二十七；大衛預備建殿。 

鑰節 【代上二十二 18】「現在你們應當立定心意，尋求耶和華

你們的神，也當起來建造耶和華神的聖所，好將耶和華的約

櫃和供奉神的聖器皿，都搬進為耶和華名建造的殿裡。 」 

禱告 親愛的主，求祢將我們心中的愛火點起，激動我們起來建造

祢的教會，直至祢的旨意成就。 

詩歌 建造當趁今日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十九日 

讀經 代上二十八～二十九；大衛臨終的言行。 

鑰節 【代上二十八 20】「大衛又對他兒子所羅門說：你當剛強

壯膽去行！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耶和華 神就是我

的神，與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直到耶和華

殿的工作都完畢了。」 

禱告 神啊，我願奉獻一生歸祢，求祢悅納。 

詩歌 收我此生作奉獻～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二十日 

讀經 代下一～五；所羅門建造聖殿。 

鑰節 【代下一 7】「當夜，神向所羅門顯現，對他說：你願我賜

你什麼，你可以求。」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願將祢放在首位，先求祢的國與祢的義。謝

謝祢的應許，使我們什麼好處都不缺。 

詩歌 先求祂的國和義～ YouTube 

【本週聖經鑰字―家譜】 
「家譜」【代上九1】——為何這些族譜成為了神啟示的一部分

呢？安格斯(Angus)在他的「聖經手冊」一書中說：「這些族譜把

三千五百年來神怎樣成就他的應許的脈膊顯明出來，是人類歷史

中僅見的一頁。」對以色列族的家譜，歷代志記得非常詳細，好

使歸國的百姓追憶他們是神在萬民中所揀選的。同時也隱隱指出

救贖的線從亞當一直到大衛，再從大衛起一直到他家最后的王，

也是永遠的王。所以這些家譜記載了以色列人的家族、支派和猶

太國的整個歷史，為著是表明神與人的創造關係，另一方面也指

出神與人的立約關係。更重要的是，這些家譜印證了在人犯罪失

敗之後，神的目的和計劃永不改變；祂對人的應許 (創12:1～3和

撒下7:12～13）永遠是信實的。所以從這一長串的人名單中，我

們看見神是如何的顯出祂的忍耐與愛心，祂施恩眷顧，施行管

教，赦罪保守，為著是完成祂偉大的救贖計劃，並建立祂在祂子

民國中的應有地位。 

【默想】對今日的我們，這些族譜有何深遠的屬靈意義呢﹖許多

人讀歷代志時，因為其中充滿許多名字和族譜，覺得索然無味，

往往忽略或跳過去。這些家譜雖然記錄的都是名字，但仔細查

考、研讀、比較、默想他們一生與神的關係和生活事蹟，就能幫

助我們瞭解神在他們身上的獨特計劃与主宰的安排。請謹記神對

我們也有祂的計劃与安排！ 

【家訊信息】無知的財主 
讀經:路加福音十二 13～21 

鑰節: 不要為生命憂慮喫甚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因為生命勝

於飲食、身體勝於衣裳。（路十二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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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inmarlboro.org/2012/12-9-12%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I%20am%20His.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131.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letusbuild.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letusbuild.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313.htm
hhttp://www.youtube.com/watch?v=a_oSmNrVRW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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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經經: 代上廿九 14；詩四十九 6，11～13；耶十七 11；提前

六 10  

提要 

在主耶穌的比喻中，曾經提到兩個財主；一個是無知的財主。

（路十二 16～21），另一個是陰間的財主。（路十六 19～31）

今天經文中的財主耶穌用了一個非常特別的形容詞來稱呼他：

「無知的人」。他的無知可以從幾方面來看。 

他對「神」的無知。雖然他在道德上可能並不是一個壞人，他的

財富也不是巧取豪奪來的。但從他對財富的態度上來看，他以為

財富是人生的一切，他忽略了財富真正的來源，乃是出於神，他

不知道人不過是受託於神的管家，他未曾對厚賜一切的神存有絲

毫感恩的心，他更不認識那位隱藏在他財富背後的神。這是他最

大的愚昧。 

他對「自己」的無知，從他自言自語中發現，他是一個自我中心

的愚人，他洋洋得意的數算：「我的出產」，「我的倉房」，

「我的糧食」，「我的財物」，「我的靈魂」。他以為所有的一

切都是他的，豈不知他倉房中的盈餘，正是窮人、寡婦與孤兒的

養生之物嗎？然而一個心中無神的人，肯定是目中無人的。 

他對「未來」的無知。他錯把靈魂當肉體，以為可以享受到永

遠。豈不知就在那一夜，擴建倉房的計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

他的葬禮。他無法從滿盈的倉房中帶走一粒殼到永世裡去，他必

須兩手空空的進入陰間。 

默想 

(1) 這個無知的財主落入陰間，並不是因為他的財物，而是因為

他對神的無知，對自己的無知，對未來的無知。他把生命的

目的弄錯了，認為物質的豐富就是生活的一切。真正的富足

是讓主在我們生活中居首位。 

(2) 許多人像這位無知的財主一樣，物質上一無所缺、非常富

足，但在靈裡卻是貧窮愁苦的。不論我們的財富多或少，除

非我們在主的恩典中，享有信心、愛心與盼望的富足，否則

在屬靈上我們仍是一個破產的人。──聖經人物每日靈修 

【雲彩的見證】相愛相伴共白頭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往哪裏去，我往那裏去。  

小時候隨著爸媽逃難，每到一省，如果住得長些，就和當地小朋

友玩在一起，扮家家酒之中，「結婚」是一定有的節目，總是按

著高矮配對，也不必徵求父母同意，人多時還常是「集體結

婚」，也沒有什麼「省籍情結」。就這麼一路逃到台灣，也不知

道經過多少次「自作主張」的婚姻。 

無夢的日子 

到了台灣，在蓬萊國小、北一女中唸書，全都是女生，沒有結婚

對象不說，光考試就叫人發昏，因此「婚事」就此不提。  

經過高中、大學，似乎是少女編織綺夢的日子。到了大學二年

級，爸爸去世之後，面對媽媽、三個弟弟、一個妹妹，生活的擔

子，已把我忙得變成「無夢的日子」。爸去世一年之後，由桃園

鄉下搬到台北士林眷村，依然張羅一家生計，挺立在那裏面對所

有艱難。沒有爸爸的日子過得真是艱苦、辛酸。 

大學畢業之後，我開始教書，兼家教養家，有空也參加教會服

事，照顧年少的妹妹。 

有一天媽媽說：「教會這位弟兄很不錯，每星期都會來村子裏看

望小弟兄，帶他們去聚會，不過他好像也是來看妳的！」  

我說：「他在唸研究所啦，每次來是鼓勵我去考考看，考上是二

年全額獎學金，我哪考得上嘛！」不過，他還是幫我最後一天報

上名，陪我考試，我也幸運考上。但我還得白天唸研究所，晚上

由華崗下山，去教夜間部兼補習班的課來養家。 

那溫暖的大手 

唸研究所那兩年的日子裏，是他每天送我上車，也是他每晚站在

山仔后的車站等我。春天、夏天、秋天、冬天，無論颳風下雨，

只要下車，他在那裏；下雨天帶傘及外套，先陪我去吃碗麵暖和

暖和，然後一路伴我走回我的宿舍。有時，他看我白天累了，就

到山下學校來接我，因他怕我太累了，會睡過站到陽明山去。冬

天很冷的日子，他的大手握著我那冰冷的小手，一起放在他的風

衣口袋裏。使我想起爸爸曾有六年的時間是在桃園南崁車站等我

放學，接我回家；他的一握和爸爸一握，是那麼一樣及溫暖。  

他寫論文的時候，我抽空為他一一謄寫，我寫論文的時候，他為

我審理大綱、細節。我們一起看書 ，累了就一起在風光綺麗的

華岡校園小徑散步。我依然有一家六口生活的擔子，依然有上

學、教書的壓力，每天山上山下奔波，常有軟弱疲乏無力的感

覺，是神這位天上的父大能的手托住我，也是神將他擺在我身

旁，安慰鼓勵我，體恤並幫助我。他這二年朝朝暮暮、陰晴風雨

的溫馨接送情，感動了我，也得著我一生的情愛，因此畢業之後

我們立刻結婚。 

同走信心路 

結婚十年，他誓言放下工作，獻身教會，服事弟兄姊妹，那也是

一段相當艱辛且需調適的日子，帶領我們一家五口過著信心的生

活。而娘家全家的生活擔子則越顯沈重 。我軟弱，他扶持；我

沮喪，他鼓舞。我對他只認定一個堅持：「你的神是我的神；你

往那裏去，我往那裏去。」我們經歷過樣樣都有，到一無所有，

也在一無所有中，經 歷到樣樣都有的實際。  

來到美國，我們開一間小店來維生並帶大三個孩子。這幾年異國

「守著陽光守著店」的歲月，他仍抽空寫書，我和孩子儘量與他

配合，讓他能安心完成《地方教會四十年來的回顧與前瞻》一

書，我們寶貝敬畏他服事的神也是我們的神；他的見證也是我們

的見證。 

攜手連心在主前 

七年之後，神釋放了我們，帶領我們處理掉小店，我則因長期勞

累需要休息，他便鼓勵我重回學校上課來調劑生活；他則和我一

樣入學進修。我們相識、相戀時只有二十五歲，如今再返學校已

經五十二歲。時光荏苒，三個孩子都已上了大學，我們的年齡的

個位數和十位數已互調了位置。可貴的是，一如當年，我們一起

上學，飯後攜手散步，好似回到華岡山仔后的路上；飯後燈下共

讀也如當年一般溫馨。  

卅多年的日子裏，我們經過不可言喻的艱辛、不得諒解的誤會、

力不能勝的壓力、不能承受的羞辱。但在服事神和人的道路上，

總是心連心、手攜手地堅持立定在主面前。神給我們的孩子，乖

順、體貼又相親相愛。他對他的揀選無怨無悔，我對我的抉擇也

滿心感激感恩。我們彼此寶貝、珍賞、擁有，並分享我們的一

切，這就是我們一生一世相愛相伴、相依相隨的生活！─漆哈拿 

※一個主的工人的妻子，必須把丈夫的職事，擺在自己之先。這

樣，她丈夫必定尊重並寶貴她，主也必定如此。─ 達祕  

※神賜給人最高貴的禮物及恩惠，是一個忠順、溫柔、聖潔及善

於治家的太太，你可以和她寧靜地共同生活，對她託付一切財

產，包括你的身體及生活。─ 馬丁路德 

※夫婦同處，有甚麼危險、患難，都當爭著自己去擔當；有甚麼

利益、好處，都當讓著對方去享受。這才是真愛情，這才是真幸

福。─ 王明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