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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5/12~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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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麗斌弟兄家 

(一) 5月18日(週六晚上 8:00-9:30 PM，杨震宇弟兄家) 福音營交

通聚會，請參與服事的弟兄姊妹出席。 

 
 

 

 

 
五月十二日 

讀經 斯三～四；哈曼卑劣的陰謀。 

鑰節 【斯四 14】「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

嗎？」 

禱告 主啊，求祢開啟我屬靈的眼睛，讓我看到祢今日為我安排的

一切都與祢的計畫有關，“焉知我得了今日的位分，不是為

現今的機會麼？” 

詩歌 眾人湧進主的國度～ churchinmarlboro。org 

五月十三日 

讀經 斯五～六；哈曼的計畫失敗。 

鑰節 【斯六 1~2】「那夜王睡不著覺，就吩咐人取歷史來，念給

他聽。正遇見書上寫著說：王的太監中有兩個守門的辟探和

提列，想要下手害亞哈隨魯王，末底改將這事告訴王后。」 

禱告 神啊！一切事情的發生，都不是偶然，都有祢的安排及掌

管。讓我們簡單信的靠祢，因祢永不會錯，也永不誤事！ 

詩歌 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 churchinmarlboro。org 

五月十四日 

讀經 斯七～八；以斯帖的筵席和結果。 

鑰節 【斯八 6】「我何忍見我本族的人受害？何忍見我同宗的人

被滅呢？」 

禱告 主啊，你從未留下一時一事讓我們自己去應付。你只要我們

安息在你的應許上面。你是何等的可靠，能使我們轉憂為

喜、轉悲為喜、轉危為安。 

詩歌 視聽――信靠耶穌何其甘甜 

五月十五日 

讀經 斯九～十；普珥節。 

鑰節 【斯九 26~27】「照著普珥的名字，猶大人就稱這兩日為普

珥日。他們因這信上的話，又因所看見、所遇見的事，就應

承自己與後裔，並歸附他們的人，每年按時必守這兩日，永

遠不廢。」 

禱告 神啊，願我能透過祢所調度的萬有來認識祢，透過祢對的引

領來深刻感受天父深沉的愛。祢創造天地統管萬有，卻愛上

了我這個渺小的人。讚美祢！願祢的愛來征服我，儘管有時

我不能完全理解祢的計畫，但求祢讓我願順服祢的手。 

詩歌 父，我知道我的一生～ churchinmarlboro。org 

五月十六日 

讀經 約伯記 1-3章；約伯的試煉。 

鑰節 【伯一 21】「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

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五月十七日 

讀經 約伯記 4-7章；約伯答以利法的對話（一）。 

鑰節 【伯四 7】「請你追想，無辜的人有誰滅亡？正直的人在何

處剪除？」 

五月十八日 

讀經 約伯記 8-10 章；約伯答比勒達的對話（一）。 

鑰節 【伯十 2】「對神說：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為何與

我爭辯。」 

【本週聖經鑰字―普珥日】 
「普珥日」【斯九 26】──本章記述末底改宣告每年有兩天（十

二月 14和 15日）的歡筵，來紀念猶太人蒙拯救，脫離仇敵，得享

平安，轉悲為樂的吉日。這節日就是「普珥節」(Purim) 。普珥原

為波斯卜卦的簽名，當年哈曼請人製普珥就是製籤，以決定何日要

消滅所有的猶太人。直到今日，猶太人在每年的普珥節，聚集在會

堂內守這節日，並朗誦以斯帖記。當朗誦完畢時，會眾會同聲說：

「咒詛歸於哈曼；祝福歸於末底改，咒詛歸於細利斯（哈曼之

妻）；祝福歸於以斯帖。咒詛歸於敬拜偶像者；祝福歸以色列，祝

福歸於處哈曼絞刑的哈波拿。」 

人們通常都很健忘，常常忘了神為我們已經成就了許多的大事。讓

我們常常在擘餅聚會中（林前十一 23～26），讚美和敬拜中紀念祂

的作為吧！ 

【默想】猶大人記念的乃普珥節日，因為這日是他們得勝、感恩、

歡宴的紀念日。我們的人生是否也曾經歷轉憂為喜、轉悲為喜、轉

危為安的的事件？我們的一生是否也有不少值得記念的「普珥日」

呢？ 

【家訊信息】迷失羊的比喻 
讀經: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3-7 節 

人看的是物質的價值和意義，主用這個失羊的比喻，把天上的心

意向人打開了。 

生命比物質貴重 

 一隻迷失的羊和九十九隻羊在數字上的比較是很有意思的，撇

下九十九隻去尋找失去的一隻，似乎是很不值得。但是一般人都

會這樣作，主更是這樣作，但在意義上有極大的不同，人所注意

的是財物的損失，主所注意的是生命的喪失。所以人的尋找是盼

望找到，主的尋找是一定要找著。在神的心思中，生命的喪失比

甚麼的損失都重，迷失的羊若是找不回來，那定然是會給野地的

走獸撕裂，這就是生命的喪失，為了找回這一隻要喪失的生命，

祂就撇下九十九隻在曠野。『迷失』與『在曠野』擺在一起，就

顯出真正的意義來，『迷失』是有危險的，可能喪失生命的，但

在曠野仍舊可以說是安全的。 

 在神的眼中，再沒有甚麼比生命的喪失更嚴重了。祂要付出代

價去把失喪的生命尋找回來，祂也實在的付出了祂的獨生子作代

價，去尋找迷羊。這個代價不可以說不重，但神還是付了，因為

神要找回喪失的生命。義人雖是寶貴，但義人並不能補償生命的

喪失，神看見義人，心裡會受安慰，但一個罪人給尋回，神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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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27日福音營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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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mns/many%20crowd.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many%20crowd.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ather%20I%20kno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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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的安慰更深。我們要記得，生命是從神來的，生命是神的性

質，神是生命的源頭，生命的喪失就是神榮耀的虧損，神不能讓

祂的榮耀受損害，所以祂不願意看到生命的喪失，祂把挽回生命

的喪失看為最重要的事。 

 人重看物質的價值和意義，神卻看重生命，罪人和義人在人眼

中的價值不一樣，但神看他們兩者的生命都是一樣的貴重。在屬

天的領域裡，物質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只有生命才有真正的價

值。生命要比物質貴重，在人的直覺裡是這樣，在挽救危急的病

人的努力中就可以看出來。在屬靈的實際裡，生命是肯定的比物

質貴重。 

意義重大的那一隻 

 迷失的羊雖然只不過是一隻，但這一隻所表達的意義卻是很重

大，這就是主所指明的，一個罪人悔改所帶來的歡喜，比九十九

個不用悔改的義人所帶出的歡樂更大的原因。在數字上，九十九

隻比一隻是大九十九倍，但這九十九隻加在一起的意義，卻比不

上那一隻所表達的意義來得大。因為在這一隻的身上表達出來的

意義，是那九十九隻所沒有的，而這些意義又是非常重大，不可

或缺的。同時這一隻把這些重大的意義表達出來以後，也得著與

那九十九隻同等的地位，並沒有分別。因此，它雖然只是一隻，

但表明的意義卻是很大。 

1 承認神的地位 

 這一隻迷失的羊，是代表悔改的罪人。罪人原來是不服神的權

柄，流蕩在神的豐富以外的人，這些人不在乎神，不要神，拒絕

神，甚至不肯承認有神，處處表明與神為仇，事事表明與神為

敵。這些敵對神的心思，比他們在實際生活中所犯的罪更可憎，

更惹動神的怒氣。神的話稱他們為『可怒之子』。但是有一天，

他們悔改了，結束了與神敵對的心意，收拾了與神為仇的態度，

轉回過來承認神的地位，接受神的權柄。這一個轉變實在是天大

的事，震動了天上神的寶座，也震撼了撒但的權勢，神得著這一

個人，來顯明祂在宇宙中的地位。 

 在屬靈的事上，人給神的難處不在他犯的罪行有多少，也不在

他所作的罪惡有多深重，而在他不承認神的地位。伊甸園的墮

落，和以後所發生的影響，都離不開這一個，就是人不承認神的

地位，結果就是人失喪了，失喪是人不肯承認神的後果。人不單

是不停的給神這個難處，也是不停的為自己製造承當這惡果的難

處。等到有一天，人悔改了，一面承認過去作錯了，一面也承認

神的地位，這一個承認把他恢復到神原來為他所定規好的榮耀

裡。這不能不說它是宇宙中的一件大事，因為有人掙脫了撒但所

執掌的死亡和黑暗的權勢。 

2 顯明神是完全的心意 

 一百隻羊就是原來的完整，缺了一隻就不是完整。神是完全的

神，一切的不完整在祂的眼前，都不是祂所願意見到的，祂要把

不完整改轉成為完全，這就合祂的心意了。因為神要把一切都作

到最好，只要留下一點點的次好，祂心中都感覺不夠滿意。所以

缺了一隻羊，祂就要去尋找，並且是付代價的去找。在救恩的顯

明上，神就是以尋找這一隻迷失的羊來表達祂的心意，來說明祂

要得著完全的要求。人悔改，承認了神的地位，神就要把這一個

人恢復到完全的地步，這樣的恢復才能叫神心滿意足。 

神沒有得著人悔改歸向祂，那總是不完滿的事。在以弗所書一

章的末了，神明明的說，『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

充滿的。』這裡所說的『所充滿的』，其中有『完全』和『完

滿』的意思的。那就是說，教會要成為神的完滿，也表明神的完

全，若是神沒有得到教會，神就看祂的工作沒有達到完全的地

步，祂的心也不能有完滿的感覺。教會就是那些悔改歸向神的人

的組合，神是一個又一個的把他們尋找回來的，雖然他們是一個

一個的給神找著，但每一個都對神有重大的意義，因為他們使神

的完全顯出來。── 王國顯 

【一隻迷羊的告白】 
我獨自漂流，孤孤單單，生活在茫茫的曠野上，心頭滿是夢

想，心中充滿盼望，尋找我人生幸福的方向。走過平原，踏遍山

崗，喝過苦水，陷過泥潭，腳下是羅網，眼前是試探，得來的不

易，擁有的短暫，一種失落讓我不安惆悵。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站，前方的道路多迷惘，我已迷失生活的方

向；驀然回首，只是虛度光陰與流浪。飽受生活的摧殘，我身體

疲憊不堪，我靈裏在呼喊，何處是我理想的天堂？飛鳥有窩可

享，螞蟻有家可安，哪裏是我停靠的港灣？ 

哦！我心目中的青草地，我夢幻裏的溪水旁，如海市蜃樓般消

散；人生只是夢幻一場，生命也正逐漸走向死亡。 

我的好牧人你在何方？我太自以為然，我再也不敢自作主張；

我揚起懺悔的風帆，因為我的好牧人還在等待我歸航。我願真心

與你同行，我願實意與你作伴。請你用聖靈的寶劍，將我世界捆

綁的繩索割斷；請你用真理的亮光，將我罪惡籠罩的黑暗驅散。 

提比哩亞海邊深情的呼喚，還在我的腦海裡迴盪。我願將身體

當作活祭獻上，用愛心為祢牧養，用信心為祢爭戰。走在永生的

道路上，尋覓我渴慕的錫安山，依傍在主的十架旁。心中似乎有

些憂傷：魔鬼猶如一隻隻惡狼，正四處遊蕩顯猖狂，欺騙誘惑最

擅長，無數隻小羊正因此而淪亡。快把神教會興旺，還得剛強壯

膽靠主加力量。 

雖知前方路上還有許多險阻與艱難，然而什麼時候軟弱，什麼

時候就剛強。拯救靈魂工作尚未完，美好的福音尚待你我去傳

揚。這種生活也許平淡又平凡，但卻能使你的人生尊貴又輝煌！

──葛可超 

【The Beauty of Motherhood 母愛之美】 
 Blessed is the mother who teaches the word of God， for she shall 

take pride of her children。教導兒女神話語的母親有福了，她將

會以兒女為榮。 

 Blessed is the mother who pray for her children， for she shall find 

confidence and peace。為她兒女禱告的母親有福了，她將擁有自

信和平安。 

 Blessed is the mother who understand her child， for she shall build 

a paradise of good memories。瞭解她孩子的母親有福了，她建造

了美好回憶的樂園。 

 Blessed is the mother who knows how to comfort， for she shall 

inherit a child's devotion。 知道怎樣安慰孩子的母親有福了，她

將擁有她孩子的愛戴。 

 Blessed is the mother who emphasizes the positive and minimizes the 

negative， for she shall see sweet personality in her child。強調孩

子的長處而不是短處的母親有福了，她兒子將展現美好人格。 

 Blessed is the mother who teaches responsibility， for she shall be 

respected。教導兒女責任感的母親有福了，她將贏得兒女的尊

敬。 

 Blessed is the mother who turns he home into a school of character， 

for she shall be filled with joy。將家庭經營成為建造品德之學校

的母親有福了，她將充滿喜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