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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5/19~ 5/25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2:15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曹英杰弟兄家 

福音營 下午 12:00-9:30 PM        Tri-State Bible Camp 

 
 

 

 
五月十九日 

讀經 約伯記十一～十二章；約伯第一次與瑣法的對話（一）。 

鑰節 【伯十二 9~10】「看這一切，誰不知道是耶和華的手作成

的呢？凡活物的生命和人類的氣息都在他手中。」 

默想 我們的氣息一呼一吸都在於主。我們是否願意活出一直吸

入主所有豐富的生活（聖徒詩歌 235 首）。 

五月二十日 

讀經 約伯記一三～一四章；約伯第一次與瑣法的對話（二）。 

鑰節 【伯十三 15】「祂必殺我，我雖無指望，然而我在祂面前

還要辯明我所行的。」 

默想 約伯表明不論遭遇何事，他對神的信靠、盼望、等候永不

改變，這樣的宣告，怎能不令撒但震撼呢？ 

五月二十一日 

讀經 約伯記一五～一七章；約伯第二次與以利法的對話。 

鑰節 【伯十六 19】「現今，在天有我的見證，在上有我的中

保。」 

默想 約伯落入最苦的深淵中，無法依靠世間的友人，只能呼求

天上的那一位中保――見證者、幫助者、辯護者。親愛

的，無論你目前的遭遇如何？祂是你的中保、是你的幫

助。 

五月二十二日 

讀經 約伯記一八～一九章；約伯第二次與比勒達的對話（一）。 

鑰節 【伯十九 25】「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末了必站立在地

上。」 

默想 「救贖主」指至近的親屬或辯護人。在人生的困境中，我

們不必懼怕，因為有祂在身邊，而且祂在天替我們祈求。 

五月二十三日 

讀經 約伯記二十～二一章；約伯答第二次與比勒達的對話

（二）。 

鑰節 【伯二十一 22】「神既審判那在高位的，誰能將知識教訓

他呢？」 

默想 不要自以為是，好似你什麼都知道。神才知道什麼是最好

的，要帶諸子進入榮耀。祂必揀選最好的，適合你的需

要。──邁爾 

五月二十四日 

讀經 約伯記二十二～二十四章；約伯第三次與以利法的對話。 

鑰節  【伯二十三 10】「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試煉我之

後，我必如精金。」 

默想 親愛的，若你正在苦難中，神的美意是要造就、煉淨你，

使你的生命達到成熟。 

五月二十五日 

讀經 約伯記二五～二八章；約伯第三次與比勒達的對話。 

鑰節 【伯二十八 28】「敬畏主就是智慧，遠離惡便是聰明。」 

默想 神是智慧的源頭。人要得智慧，必須敬畏神，包含對神的

敬拜、信靠與順服，而且要遠離惡事。 

【本週聖經鑰字―約伯】 
「約伯」――約伯是約伯記書中主要的人物，他名字的原意是

「遭痛恨」或「受逼迫」。因為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

惡事」，所以遭受了撒但的痛恨和逼迫。本書的中心信息，乃是

苦難即是祝福（詩一一九 71），神的美意容許敬虔之人，受到撤

但的攻擊，目的是要造就、煉淨他，使他的生命達到成熟。約伯

在苦難中，忍耐了全部的剝奪、全部的病痛、全部的痛苦，以及

朋友們所有的誤會、批評與譏諷。最終，神讓約伯明白神試煉他

的心意和目的，使他在榮耀裡認識祂是全能信實的神，且是滿了

憐憫與慈愛的神；亦認識了自己的自義，使他坐在灰塵裡，深深

懊悔。約伯得著了神加倍的恩典與祝福(伯四十二 12)，這是榮耀

的結局！他的『忍耐』是『有結局的忍耐』(雅五 11)，否則他的

受苦便全無意義。本書的鑰點，乃是苦難的發生(一至二章 )，然

後是對於苦難的討論與辯論(三至三十七章)，終述苦難的結果(三

十八至四十二章)。 
【默想】任何人若想要知道義人為何受苦，及如何面對苦難，就

必須讀約伯記。不管我們的境遇如何，願約伯蒙受神試煉與祝福

的經歷，幫助我們都能深信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羅八28）。 

【詩歌】「祢若不壓橄欖成渣」(《聖徒詩歌》386首第1節) 

【家訊信息】失錢的比喻 
讀經: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8-10 節 

這個比喻是婦人尋找失落錢幣的比喻。在此之前的另一個比喻，

是牧人尋羊的比喻（4-7節）。牧人的運作是在外面的，是人可以

看得見的；婦人在屋裡找錢是看不見的，這說出姊妹的運作是隱

藏的。 

婦人尋找錢幣的比喻，是說到聖靈的工作。燈，預表聖靈。姊妹

們在教會生活中運作，特別是和其他人一同勞苦時，一定要特別

的小心，我們必須配合聖靈的工作。我們勞苦，首先要注意點

燈，不要被情感牽著走；妳必須緊緊跟隨聖靈行動。 

這位婦人在屋裡打掃，這說出姊妹的運作是在教會生活裡的。如

果妳所在的教會不大，你可以有小的運作；如果妳所在的是很大

的教會，妳就可以有大的運作。 

尋找失落的錢幣，就是去照顧軟弱、退後的聖徒或是福音朋友。

婦人打掃時必須四處觀看，好尋得失落的銀幣。姊妹們在教會生

活裡也要四處觀看，照顧軟弱的聖徒。我們常常只看到那些顯明

的聖徒，卻沒有人花功夫掃地板。如果妳開始和聖靈同工，妳就

會發現，老早有許多失落的銀幣了。 

從這些比喻中我們看見，弟兄們所作的工是外在的，是表顯的；

姊妹的運作是內在的，是實際的。弟兄們是管家，在田間勞苦，

出外尋找迷羊；但是姊妹們有油，能點燈，找著失去的銀錢。弟

兄所有的運作，它的背後都必須有姊妹的支持。若是姊妹們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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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5~27 日的的福音營禱告。 

◆ 為兒童服事禱告。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5/19&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5/20&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5/21&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5/22&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5/23&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5/24&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5/25&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3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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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她們的功用，弟兄們即使運作得再好，也很難產生健康教會生

活的實際。弟兄們不斷地把迷羊帶回來，他們卻常常成為教會中

失落的銀錢，沒有人打掃屋子來尋找他們。弟兄的運作必須有姊

妹的配合，主才能有路往前。摘自──生命信息 

【2013年玛波罗教会国殇节福音营纲要】 

前言 

1.宇宙的中心、圣经的核仁 -耶稣基督 – 人类历史中一位最奇

妙的人物! 

2. 约翰福音书，从头到尾，就在证明这一特点：耶稣基督乃是本

书的中心，贯穿全书。本书的第二特点：乃是要我们人与基督有

一生命的联合（1：12） 

3.在最后的晚餐 -  主耶稣的心中有三个负担 （约 13）： 

A 祂爱我们就爱到底（约 13：1）； 

B 祂的“去与来”（约 14：3）要把我们包括（13:3）在祂(死而

复活)的过程里； 

C  祂给门徒洗脚，要我们有分於祂（约 13：8） 

4.主题的简介 -主耶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 （约 14：6）  

A  祂是道路：给我们開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来到神面前，

进到神里面 

B  祂是真理：神永远常存的活话，使我们可以丰丰富富享受神作

一切的实际 

C  祂是生命：神的兒子，经过死而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进入

人里作生命 

（第一堂） 

主题:我是道路  -给我们開了一条又新又活、通天的路 

1.很不幸，我们的人生，“生老病死”，结局都是“死路一

条！”自从六千年前，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 亚当 - 堕落后，人

进伊甸园吃生命树（享受神作内容）的通路就被把守封住了。

（创世纪 3：24）於是，人的光景每况愈下，无可救药，人人都落

在“罪恶”与“死亡”的两大捆绑之下，无人能逃脱。      

2.然而，神爱世人，给我们众人带来一个大好信息（神的福

音）！直到两千年前，神的兒子，耶稣基督（又称为第二个人，

也叫末后的亚当）： 

a.离开天上的荣耀，亲自道成肉身，降卑为人，把神带到人里

面，祂就成了第一个“神人。” 

b.祂在地上三十三年半之久，过了一个完美的人性生活。 

c.至终，且为我们钉死十字架，流血捨命，并且殿里的幔子从上

到下裂为两半（马太 27：51。）从此，祂给我们開了一条又新又

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祂的肉体 （希伯来 10：19-

20。） 

d.然后，祂又从死里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并藉着祂的升天，

将人也带进神里面。祂为我们打通了一条天连地、地通天的“免

费高速公路！” 

3.这就应验了旧约中，雅各梦中所见到的“天梯。”（创世纪

28：12） 

a.次日，约看见耶稣，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

的。”（约 1：29）约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那灵，彷彿鸽子从天

降下，停留在祂身上。我看见了，就见证这是神的兒子。（约 1：

32，34） 

b.再次日，约同他两个门徒又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神

的羔羊。”（约 1：35-36） 

c.又次日，耶稣对拿但业说，“。。。你们将要看见天開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天梯)身上。”（约 1：51） 

4.这就是新约中所说，“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我

们，叫一切信祂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 （约 3：

16）的那条路。 

5.这也是以弗所书中，神要建造祂的教会的真正的路。因为，神

在宇宙中不只是要得着我们一个一个单独的人，祂乃是要得着一

个团体的器皿，就是一个建造的教会，在各地来荣耀祂，彰显

祂！（弗四：8-10，11-12，15-16） 

（第二堂） 

主题:我是真理  -叫我们脱离许多属地的捆绑，得到真正的自由 

1.耶稣受审时，审判官彼拉多问耶稣说，“真理是什么？”（约

18：38） 

2.只有永远不改变的，才是真理；例：不像饮食、营养、医药等

科学 

3.神活泼常存的话就是真理 ，（约 17：17） 因为神是昨日、今

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 

A.耶稣基督是从太初就有的话 （约 1：1） 

a.祂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祂 

b.祂是从亘古到永远一直存在的话 

c.祂是与神同在的话，祂的话里带着神的同在 

d.祂自己更是“道成肉身”的话，包括祂说出来的、没说的，甚

至祂的一举一动，都是神的话 （约 1：14） 

B.万物是藉着祂大能的话而有的 （约 1：3；来 1：3） 

a.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b.创世纪里，神创造的工作，都是藉着祂的说话 

c.直到如今，万有仍是用祂大能的话来维持并托住着 

C.生命在这话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约 1：4） 

行走在真理里的人，就是活在光明中的人，结局是永远的生命 

不行走在真理里的人，就是活在黑暗里的人，结局是永远的沉沦 

4.神的兒子就是真理  （约 8：32，36） 

A.你们必認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所以，神的兒子

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B.使我们脱离律法、罪、魔鬼、审判的捆绑, 叫我们得到真正的

自由。例：行淫妇人的记载 （约 8：1-11；希伯来书 9：27） 

C.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没有定罪了。因为生命之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

（罗马书 8：1-2） 

5.万有都是影儿；惟有基督是一切的实际 （歌罗西书 2：17） 

希腊文里的“真理”与“实际”是同一个字。只要是真理，就一

定有实际。若缺少实际，就只是道理、知识。但耶稣基督和祂的

话，不是知识、道理，乃是真理，使我们丰丰富富的享受祂所带

给我们一切的实际。比如：爱、光、圣洁、公义、智慧、平安、

喜乐、忍耐、恩典、等等。 

6.神的对头 - 魔鬼撒但是说谎者，且是说谎之人的父，在他里

面完全没有真理。例：倪弟兄患肺病得医治的经历。几千年来，

世上许许多多各种的政治、宗教、哲学都想尽办法，一套一套的

说辞与作法，但常被撒但利用，并没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真正的

答案或解决的办法（way），无济於事。例：每天都在报新闻

（抢只管制），却从没听到什么好消息（No  Good News!） 

7.但是，神的兒子 - 耶稣基督的确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福音！祂

不仅是我们的道路，祂也是我们的真理与实际，祂更要进到我们

里面作生命。──Timothy F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