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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6/16~ 6/22 
福音營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福音聚會                          9:00-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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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艾東弟兄家 

福音愛筵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一. 6月22日(週六晚上6:30 PM )福音愛筵聚會，請全體出席。  

 

 

 

 
六月十六日 

讀經 詩篇 78～80篇；求神使人回轉。 

鑰節 【詩八十 3】「神啊，求你使我們回轉，使你的臉發光，

我們便要得救。」 

禱告 主阿，救我脫離一切的軟弱或失敗，使我轉向你，你纔是我

惟一所需。 

詩歌 轉，轉，我轉向你～YouTube  

六月十七日 

讀經 詩篇 81～83篇；呼求救助的禱告。 

鑰節 【八十三 1】「神啊，求你不要靜默；神啊，求你不要閉

口，也不要不作聲。」 

禱告 神阿，你向你的兒女靜默不言是有目的，但我卻要不住地向

你呼求，讓你介入我的危機。 

詩歌 信靠耶穌何其甘甜～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十八日 

讀經 詩篇 84～89篇；蒙福的人。 

鑰節 【詩八十四 10～12】「在你的院宇住一日，勝似在別處住

千日。寧可在我神殿中看門，不願住在惡人的帳棚裡。因為

耶和華神是日頭，是盾牌，要賜下恩惠和榮耀。他未嘗留下

一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 

禱告 神啊！在你的院宇住一日，勝似在別處住千日。因你是我日

光、盾牌，你未嘗留下一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 

詩歌 主你居所何等可愛～YouTube 

六月十九日 

讀經 詩篇 90～97篇；求神使人回轉的禱告。 

鑰節 【詩九十 1】「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 

禱告 主啊，你是我穩固的居所，我可以不斷住在其中。 

詩歌 
主你是我們永居所～YouTube 

六月二十日 

讀經 詩篇 98～103篇；當向耶和華歡呼。 

鑰節 【詩一百 2】「你們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來向祂歌唱。」 

禱告 耶和華我們的神，你本為善，你的慈愛存到永遠，你的信實

直到萬代，普天下當向你歡呼向你歌唱... 

詩歌 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詩歌音樂 

六月二十一日 

讀經 詩篇 104～106 篇；稱頌神奇妙的作為。 

鑰節 【詩一百零五 1～2】「你們要稱謝耶和華，求告他的名，

在萬民中傳揚他的作為。要向他唱詩歌頌，談論他一切奇妙

的作為。」 

禱告 神阿，我是走天路的人，也是蒙福的人，因為你應許我，行

走時力上加力，需要時恩上加恩和任何境遇時榮上加榮。 

詩歌 榮耀歸於真神- YouTube  

六月二十二日 

讀經 詩篇 107～110 篇；求神使人回轉的禱告。 

鑰節 【詩一百十 3】「當你掌權的日子，你的民要以聖潔的妝飾

為衣甘心犧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 

禱告 坐在寶座上的主，願你向錫安伸出能力的仗，在仇敵中掌

權，以聖潔為衣妝飾你的子民，並使他們多如清晨的甘

露... 

詩歌 新鮮如同清晨甘露～  詩歌音樂 

【本週聖經鑰字―有福】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為有福！他們仍要讚美你。」（詩 84:4) 

──詩篇第八十四篇篇中的每一件事，都跟「便為有福」這個

主題有關。本篇中有三次提到「便為有福」：(1)住在神殿中的

人(4節)；(2)靠神得力，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人(5 節)；(3)倚

靠神的人(12 節)。甚麼是有福的人呢？這一篇給我們看見有福

的人就是一個追求屬靈長進的人。詩人從「渴想」到「前往」

到「倚靠」的漸進過程。第一段(1～4節)是基督徒長進的渴

慕，第二段(5～8節)是基督徒長進的經歷，第三段乃是基督徒

長進的見證(9～12節)。基督徒屬靈長進的秘訣是對神的認識和

經歷。詩人在本篇中直接向神說話，有七次稱神為「你」。另

有其它對神的稱呼．例如「万軍之耶和華」，「耶和華万軍之

神」，「永生神」，「耶和華」，「我的王．我的神」，「雅

各的神」，耶和華是我們的日頭、我們的盾牌、我們的恩惠、

和我們的榮耀。每逢詩人用不同的稱呼向神說話時，都是代表

他對神不同的經歷和享受。 

【默想】親愛的，你是走天路的人，也是蒙福的人。因為神應

許你，行走時力上加力(7節)，需要時恩上加恩(11 節）和任何

境遇時榮上加榮(11 節）。 

【家訊信息】不義的管家─小事不忠、大事不義 
讀經：路加福音十六 1～13 
鑰節: 一個僕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

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路十六 13） 

提要 

這是路加福音中另一個特有的比喻。說到一位精明的財主。發覺

管家不忠於職守，想將他革職。那知這個不義的管家卻趁機為自

己的將來打算，轉而討好欠主人錢的人，替他們在帳上動了手

腳，減輕他們的債務。他一心想到自己的未來，根本不把主人的

得失放在眼裡。雖然主稱讚他聰明，並不是稱許他的狡猾欺詐的

行為，而是說他在急迫的情況下表現出來的機智和精明。其實耶

穌在這個比喻中要人學習的，乃是這個不義管家的遠見和機敏，

絕不是他的狡猾與欺詐。主要引導我們注意他的深謀遠慮，特別

是在屬靈的操練上。 

從他的身上，主將我們的焦點引到二個部份，「忠心」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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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 6月 22日的福音聚會禱告。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6/16&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nLL_HyB-mU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6/17&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rust%20In%20Jesus.html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6/18&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5O79lvADLg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6/19&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iLlv96FSJI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6/20&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agvnacc.org/Hymns/C141_hymnary.MP3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6/21&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google.com/url?sa=t&rct=j&q=%E6%A6%AE%E8%80%80%E6%AD%B8%E8%88%87%E7%9C%9F%E7%A5%9E&source=web&cd=1&cad=rja&ved=0CC4QtwIwAA&url=http%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vgS9UrudOEY&ei=A6m7UeyoHYvo9gTSp4GwDA&usg=AFQjCNFhnwtpK-W_4wlaVpKjn4a_DkrF-w&bvm=bv.47883778,d.eWU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6/22&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agvnacc.org/Hymns/C823_1_3.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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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須從小事上忠心，才能承擔更大的事。「公義」是必需

的，在小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人若不能在「忠心」和

「公義」上堅持，就無法承受永恆的祝福。這個不義的管家，雖

然一時看似聰明，可惜他所追求和看重的乃是今生的財富和名

利，他所在乎的是短暫的物質和生活，況且他用那不正當的手段

去得著，這些都是我們當引以為鑑的。 

默想 

1. 錢財本身其實是中性的，但若為愛財而愛財，實際上就是愛自

己，其結果就是忽略了別人。神並不反對人富有，祂甚至是厚

賜萬物的神，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明白作一個忠心的管家，將神

所賜給我們的一切，用於榮神益人的事工上，如此才能累積天

上的財富。 

2. 我們的主，要求人對祂忠心，惟有忠心的人才能凡事公義行

事，不管我們所擁有的是多是少，只要我們謙卑為主忠心獻

上，在永世中將得著喜樂的冠冕。──大有聖經人物 

【起来做教会的柱子】 
亲爱的弟兄们， 主里平安！ 

关于我们亲爱的陆弟兄未来工作调动的事，他昨日已给我们少数

弟兄们发出了一封忠实且坦诚的交通信，我们的弟兄向着神是忠

实的，向着我们是坦诚的。我个人觉得这封信非常及（timely），

不给仇敌留任何地步！ 

毫无疑问地，陆弟兄在主与教会里的那一份是无人能取代的！虽

然，一面我们非常捨不得他去德州；但我们还得相信神的主宰

（罗马 8：28）以及尊重我们弟兄在主面前的学习与决定；另一

面，我们还要感谢神，他自己里面对玛波罗教会仁然满有负担，

至少每个月有两个周末会留在本地，不仅上有俩老要照顾，而且

心中牵掛着所有的圣徒。为此，我们敬拜我们的主！ 

首先，对心里会担忧的弟兄姊妹，我必须提醒大家：马太福音

16：18节，主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既然

祂说“我的教会”，可见教会是主的！主是教会的元首，祂是基

督身体的头，我们应该信得过主在看顾祂的教会，我们可以放一

百个心！！ 

其次，如果我们真爱我们的陆弟兄，关心他所爱的主以及他所关

心的教会，我们就不要再等待明天，也不要再等别人，我们必须

今天就起来，对主说，“主啊！我愿意起来担负教会的担子，起

来做教会的柱子。阿们！” 

别忘了，基督的历史，包括祂的死与复活，要成为我们基督徒的

经历，就是与祂同死同活。换言之，在祂以外，我们没有属灵的

经历。就如约翰 15：5，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基督徒

生活的秘诀，就如枝子住在葡萄树上，住在主里面，停留在主

里，天天学习安息、安静在基督里。──冯永全弟兄  

【銀必須重 但不可顯得重】 
外面樸素，裡面貴重。 

曾讀《猶太人的父母──如何教養孩子》這本書，其中有一句：

「銀必須重，但不可顯得重」，留給我深刻的印象及聯想。 

注重內在而不炫耀 

「銀必須重，但不可顯得重」，此句乃是紐約猶太裔富豪之一菲

利普‧丁古達德夫人的座右銘。譬如說：衣服必須用最高級的布

料、最高級的技術做，但絕不可用鮮艷的顏色、最新流行又最漂

亮的式樣。未滿四十歲的女性，無論多麼有錢，不可穿貂皮大

衣。換句話，就是不把自己裝飾得過分炫目而惹起別人的反感，

不過還是要適宜地使用高級的東西。  

猶太人教導小孩子，從小就養成裝束簡單而且整齊，避免愛炫

耀、追求特異的行為習性；注重內在，而不於外表上過分追求，

這是一種很實在的教導。這也令人感覺無論在那一階層的猶太

人，他們都不顯得重「耀眼、高調」，實際上卻能讓人感覺得到

他們的重「份量」及帶給人的壓力。 

環顧我們家的鄰居，一家有四個上高中的男、女孩子，他們上學

開的車子是賓士、富豪、BMW、Lexus；家中的電視有半面牆那麼

大，兩旁裝置高級音響及卡拉 OK；這些都面向窗外，一到夜晚，

不拉上窗帘，外暗內明，往往引起來往過路和開車人的側目。到

了週末，音響的喧嘩更成為打擾附近居民的噪音，引起鄰居的反

感。 

另一家則將整棟房子拆掉，重建二樓紅磚宅第，將附近社區景觀

整個破壞；一副大爺有錢，你奈何我的德性﹔他有三個大錢，有

二個半都掛在鼻子上，在左鄰右舍面前搖來晃去，弄得大家都不

喜歡他們，這是「銀重又顯得重」的結果。  

同樣地，另一家鄰居，我們都是在外面澆花、整理院子、散步打

招呼而認得，一戶平常宅舍，尋常人家，開的賓士、BMW 都停在車

房裡。認識久了後，便邀我們去他家中小坐，才看見屋內陳設之

精緻。也因此見識他們事業遍及全球的富有。主人給我們的名片

上只印了姓名三個字。他說他的頭銜如果都印上，正、反兩面都

不夠印，知道他名字的人，都知道他的實力。如果不經他提起，

我從來都沒有想到有這麼一位重量級的人物住在我們附近。他是

一位「銀重而不顯得重」人。  

有一年，在美國的亞裔權利聯盟的記者會上，二位越裔年輕女生

聲淚俱下地講述她們去年遭警察誤認作幫派分子，被拍照存檔，

後再度遭到警察逮捕、恐嚇並騷擾的經過。律師認為她倆成績都

是全 A的資優生，沒有犯罪紀錄，只因穿著警方「界定」的幫派

服裝，出現在幫派分子出沒的地區，就被當作幫派分子而遭逮捕

有些不公平，因此要求警方改變、修正政策及要求賠償損失。 

我則認為，除了律師依循法律途徑保障亞裔青少年的基本人權之

外，這些全 A資優學生也需要有一些正當穿著的教導，因為無論

是否是警察，都很容易憑眼見來界定人 的品類，希望他們不但具

有內在資優的實力，也要有外在穿著合宜的智慧。 

弱點即強處 

數年前，我們全家去優勝美地度假。回程一遊紅木林區，只見整

個林區裡，一棵棵大紅樹木聳立，一棵倒下的大樹，可容一隊騎

兵走在其上。在這許多可容一、二十人連手圍抱的大樹面前，豎

立一標牌 ，說明它根淺易倒，請勿踐踏入它的根部四周；同時木

質鬆軟，不易製成傢俱等……這些外表的弱點，不致引人覬覦而

遭人盜伐，才留下這片壯觀的紅木樹林，供人觀賞，令人嘆為觀

止。這也是為什麼它面前另立一牌，上面寫著“ Weakness Is 

Strength” 「弱點即強處」的道理 ，非常發人深省。其實我們

知道紅木有相當大的利用價值，這和猶太人的「銀重而不顯得

重」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教育孩子的事上，猶太人的教育方法值得我們借鑒，不僅能教

導孩子，也向我們這些為人父母的人提供很好的例證和榜樣。 

 ──漆哈拿 

相關經文： 

只要以裡面存著長久、溫柔安靜的心為妝飾，這在神面前是極寶

貴的。(彼前 3:4) 

智慧存在聰明人心中；愚昧人心裡所存的，顯而易見。 (箴 

1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