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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5/26~ 6/1 
福音營 

Tri-State Bible Camp 

福音聚會                          9:00-11:45   AM 

擘餅聚會                          7:00-8:00     P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王麗斌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陈宪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30-9:30 PM     闵永恒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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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二十六日 

讀經 約伯記二九～三十章；約伯答比勒達的對話（三）。 

鑰節 【伯二十九4】「我願如壯年的時候。那時我在帳棚中，神

待我有密友之情。」  

默想 約伯細數神與他親密的關係，對他的保守、光照，待他如密

友，使他的生存有價值、有意義。 

五月二十七日 

讀經 約伯記三一～三二章；約伯最後的呼籲。 

鑰節 【伯三十一 35】「惟願有一位肯聽我，（看哪，在這裡有

我所畫的押，願全能者回答我。）」 

默想 約伯以這種呼喊向全能者挑戰！他是如此自義自信，就像洪

爐中的黃金溶化了，雜質浮現，預備好了等待神去煉淨。 

五月二十八日 

讀經 約伯記三三～三四章；以利戶的的發言（一）。 

鑰節 【伯三十三 14】「神說一次、兩次，世人卻不理會。」 

默想 神一次又一次地講話，我聽了多少？ 

五月二十九日 

讀經 約伯記三五～三七章；以利戶的的發言（二）。 

鑰節 【伯三十五 10】「他使人夜間歌唱。」 

默想  親愛的，你正在受苦之中嗎？當一隻夜鷹吧，發出悅耳的

歌聲，唱出讚美的歌聲，那就是得勝的凱歌。 

五月三十日 

讀經 約伯記三八～三九章；耶和華答約伯。 

鑰節 【伯三十八 1～2】「那時，耶和華從旋風中回答約伯說：

誰用無知的言語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 

默想 神等約伯和他的朋友盡情各自抒發己見之後，祂才開始說

話。人只有在安靜無言、心靈沉靜之時，才能專心聆聽神的

聲音。 

五月三十一日 

讀經 約伯記四十～四二章；約伯的結局。 

鑰節 【伯四十二 5～6】「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 

默想 經過神的啟示與光照，約伯終於認識了自己！約伯對神本

身、神的旨意與作為都有了新的、深切的認識。 

六月一日 

讀經 詩篇 1～6 篇；蒙福的人生。 

鑰節 【詩一 2】「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

有福。」 

默想 耶和華「知道」【詩一 6】人的道路，所以我們每個人都

必須對自己的生命負責。親愛的，你是否是否讓祂的話影

響你日常生活的每一步呢？ 

禱告 神啊，我願像一棵樹，不斷受祢的話滋潤、供應，結出豐

盛的果實。 

詩歌 溪邊的樹──YouTube 

【本週聖經鑰字―有福】 
「有福」【詩一 2】──詩篇中 論到「有福」，在希伯來文及英

文中都是一個字，希伯來文是 AAHREI，英文是 BLESSED。換句話

說，那就是「喜樂」。這一個字在詩篇中共用了二十五次。第一

篇詩是特別為整卷詩篇所寫的引言，因為它明確地說明詩篇的基

本信息：一個蒙福的人是與神交通的人。有福的人是藉著禱告，

默想，安息，歌頌，讚美，感謝，與神親近來往，過著蒙福的生

活。本篇說到有福的人就是： (1)與神同行，不與犯罪人同流合

污──不從、不站、不坐；(2)喜愛、思想神的話──使我們的生

活以祂的話為指引，使我們的生命合乎祂的旨意；(3)聯結神生命

的供應，活出結果子的生活──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 
【默想】本篇我們看見耶和華的律法為蒙福人生的基礎。凡與神

親近的人，神的律法是他們生命的泉源，他們也必能享受從神而

來的福樂。我們是否愛慕神的話嗎？我們是否將神的話常常放在

心上，晝夜思想呢？ 

【家訊信息】失錢的婦人─尋找到底的人 
讀經：路加福音十五章 8～10 節 
耶穌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中一連說了三個感人肺腑的比喻，雖然這

些比喻似乎是在述說一個故事，但我們相信這些比喻中的人物，

是耶穌三十幾年道成肉身生活中，可能是在拿撒勤或其他地方遇

到的一些真實故事。這個失錢的婦人，很可能是許多以色列婦女

的寫照。這些窮苦的婦人，平時過著儉樸的生活，好不容易一點

一滴節省積蓄下十塊錢。也可能這十塊錢是她當年的結婚禮物，

是她所珍藏的銀圓不能失落的。那知不小心在家裡失落了一塊

錢，她心中何等焦急，她急著去找尋那失落的一塊，甚至點上

燈、打掃屋子、細細的找。雖然她仍有九塊，她卻寶貝捨不得失

落的一塊，畢竟那是屬她的。 

這位婦人珍惜所有的心情值得我們讚賞，她尋找到底的心志值得

我們欽佩，她仔細徹底的行動值得我們學習。主耶穌用她來說明

天父尋找罪人的心情，並且也讓我們體會主降世為人尋找拯救罪

人的大愛。當這位婦人找到了那塊錢，她有多麼開心，甚至請朋

友來與她一同慶祝。必定這失落的一塊錢，對她有著極大的意

義。那是屬她的，是她所擁有的、也是她所愛的，當我們體會瞭

解她的心情時，我們便能明白，為什麼一個悔改認罪與神和好的

靈魂，能在天上引起這麼大的喜樂。因為其中代表了深深的愛，

無比的恩典和憐憫。 

默想： 

(1) 這位婦人的一塊錢是在家裡失落的，與那位牧人和浪子不

同。這一塊錢是否代表那些在神家裡，失落的人？今天在教

會中，無論是服事的人，是信徒，豈不也有很多失落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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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5/26&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5/27&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5/28&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5/29&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5/30&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5/31&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6/1&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8ssH5BUI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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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興起更多像這位婦人的人。去關心、尋找、挽回這些失

落的人。 

(2) 這位婦人珍惜所有的心情，尋找到底的心志、仔細徹底的行

動值得我們學習。她為了找回失落的一塊錢，她點燈、打

掃、尋找，直到找著。這不正是每一位有心參與服事的人所

該有的行動嗎？ 

(3) 這位婦人不正是聖靈的表徵嗎？她點燈、打掃直到找著，不

正是聖靈的工作嗎？ 

祈禱：主啊！您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您對世人是多麼在乎和不

捨。求主加添我們的愛心，熱切尋找失喪的靈魄。 

【2013年国殇节玛波罗教会福音营纲要】 

主是生命 -  使我们藉着信，得着祂永远的生命，作神的兒女 

1. 我们人的存在有三个层次，也可说三个境界：物质界、精神界、

灵界。人眼睛看得见、手摸得着的，明显是在物质界。人心里想

的、魂中感受到的，常常是在精神（魂）界。然而，人最深处的

灵（包括良心）所感觉、感动的、開啟的，应该是属于灵界的。 

2. 在希腊文里，讲到“生命”它也有三个不同的字：Bios （物质

界）,  Psyche （精神界）,  Zoe （灵界、永远、神圣的。） 

3. 我们所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有生命的东西，多半还是属于物质

界的、短暂的。惟有神自己是真正的生命（Zoe），是永恒的、

不死的、不朽坏的、超越的、荣耀的。神不仅是一切生命的源

头，祂就是生命的本身。 

4. 因此，主耶稣敢说：“我就是生命。”因为祂就是神的兒子，祂

也就是神。祂是“道成肉身”，神来成为人。不过，圣经马太福

音记载的很清楚，祂是童女马利亚从圣灵怀的孕所生下来的。换

句话说，祂的源头是神自己，祂外表是穿上了人的血肉之体，但

祂的内里却是神的自己。祂乃是神人的调和，第一个“神人。” 

5. 只有这样一位神而人者，人而神者，既是完整的神，又是完全的

人，祂有本事，祂够资格，担当我们所有世人的罪，被钉死十字

架，满足神公义的要求，解决我们所有在神面前的“罪与死”的

问题，为我们完成了神的救赎。 

6. 又因为祂里面那不死、不会死、也死不了、不朽坏的生命，经过

了坟墓、阴间，再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和阴间，成了赐生命

的灵，进入我们里面作我们永远的生命，使我们成为神的兒女，

能天天活在神的家中（祂的教会里）享受祂作我们一切的实际，

经历祂完整的救恩，直到我们达到生命的成熟，与神的众兒女被

建造在一起，作神的居所。 

7. 哈利路亚！耶稣基督不仅是“我们的道路”，把神带给我们，也

把我们带到神里面。使我们人生满了活泼的盼望，也使神心满意

足。而且，祂又是“我们的真理”，把神的心意，藉着祂永远常

存的话，不断的传输到我们里面，更新我们的心思，变化我们的

全魂，将我们全人圣别，使我们与祂的兒子必像必肖。更宝贵

的，祂就是“我们的生命”，活在我们每个信祂的人里面，作我

们生命的供应和一切。藉着我们天天吃主、喝主、享受主，被祂

的灵充满，我们就能过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教会生活！ 

结语 

1. 只要信，就必得着祂永远的生命 （约翰 3：16） 

2. 神是灵，所以敬拜祂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祂 （约翰 

4：24） 

3. 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 （马可 16：16）── Timothy Feng 

【一支奇特的鑰匙】 

鑰匙，開啟喜樂盼望之門；基督，翻轉損毀破碎家園。  

前幾天清掃家裡，無意間拉開了一個許久沒碰的抽屜，裡面的物

品映入我的眼簾──那是一把褪色的、小小的、不起眼的鑰匙。

因著長時間的氧化侵蝕，表面覆上一層薄薄的銹，我把冰涼的鑰

匙握在手裡，我的思緒隨之回到了當初……  

我願成為堅強的松樹 

我從小成長在一個健康的家庭 ，父母親很恩愛，兄弟姐妹也都和

睦相處。小時候，爸爸最喜歡帶全家到郊外野餐，欣賞大自然的

千變萬化及多彩多姿。媽媽說，她最喜歡高大的松樹，因為不管

天氣多麼寒冷，山坡多麼陡峭，松樹總是能挺直著高大的樹幹，

從不低頭。她也常常勉勵我們，要勇敢面對人生中的各種考驗，

就像松樹那麼勇敢 。小小年紀的我，便把這句話牢記在心坎裡。  

七歲那年，我的爸爸因為到外地工作的關係，不與我們同住。照

顧及教育三個孩子的重責大任，便落在媽媽一個人的身上了。剛

開始還勉強過得去，但是由於爸爸工作不順利，家中的收入逐漸

入不敷出 。爸爸難得回來一次，卻總是把時間用來為錢的事情爭

吵。有時吵得太激烈，家中的傢俱都被打壞，我只好帶著年幼的

妹妹，跑到其他房間去躲起來。直到有一次，我親眼目睹爸爸對

媽媽拳打腳踢，才驚覺到這個家，已經不再是當初那美好的樣子

了！  

爸爸和媽媽好長一段時間都不再說一句話，後來爸爸搬到外面去

「冷靜」。我和妹妹無助地想：爸爸媽媽會不會不要我們？ 

直到有一天，媽媽在偶然的情況下聽朋友談起教會，就帶領我們

這些小孩到教會。當時我們年紀還小，對所聽的內容有很多不

懂，但我們還是抱著半信半疑的心，參加教會的聚會。 

透過教會老師的教導與陪伴，我漸漸對耶穌有所認識。我開始學

習讀聖經、唱詩歌，神奇的是每當我開始哼唱那些我不熟悉的曲

調、讀著那些我從沒看過的經文時，它們竟是如此的吸引我，我

心中感到是那麼地溫暖、喜樂。  

打開心門的鑰匙 

有一次，我們參加了教會的聖誕節晚會。聚會中，牧師給了每個

人一把鑰匙。他說：「你願意用這把鑰匙打開你的心門，讓耶穌

住在你心裡嗎？」我握著那把鑰匙，心中默默地對耶穌說：「主

啊！我願意！我願意把我的一生交給.來管理，讓.在我的生命中

掌權！」 

自從媽媽決志信耶穌，我的家庭竟發生徹底的翻轉，因為她決定

原諒爸爸，讓一家人的生活重新開始。更想不到，後來爸爸也相

信耶穌了，神的愛改變了他，讓他從原本的自我中心、目中無

人，漸漸變成一個謙虛有禮、熱心助人的人。  

被重建的家園 

因為一家人認識了耶穌，我的家庭從破碎和傷害中，一點一點被

重新建立起來。那棵高大的松樹，到現在，還經常出現在我的腦

海裡 ，似乎在提醒著我，要勇敢面對人生中的各種考驗。正如聖

經裡的一句話：「一宿雖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詩 30:5b」 

縱使我們的生命中會遭受各種困難考驗，但只要我們向神呼求，

誠心倚靠祂，神必然成為我們的幫助與力量。  

而那支鑰匙，到現在我都還保存著，它讓我知道，世人的愛都會

過去，只有耶穌在我們還不認識祂的時候，就先愛了我們。 

主耶穌不僅是創造宇宙的真神，在我生命中，祂更是愛我到永永

遠遠的神。  

我要感謝神，重新賜給我這麼美好的家庭。在我未來的生命裡 ，

我願意成為福音的使者，將這支打開人心門的福音鑰匙，傳給我

周遭的親朋好友，讓耶穌也成為他們生命中的祝福，賜予他們永

生的盼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