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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6/23~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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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麗斌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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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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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十三日 

讀經 詩篇 111～114 篇；讚美神的作為。 

鑰節 【詩一百十一 2】「耶和華的作為本為大，凡喜愛的都必考

察。」 

禱告 主，我們要在你所定的日子歡喜快樂，因為你作了奇妙的

事... 

詩歌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詩歌音樂 

六月二十四日 

讀經 詩篇 115～118 篇；萬國萬民都來讚美耶和華。 

鑰節 【詩一百十七 1】「萬國啊，你們都當讚美耶和華！萬民

哪，你們都當頌贊他！」 

禱告 主啊，求你幫助我常以歌頌和讚美回應你的恩典。 

詩歌 一切歌頌讚美～ YouTube 

六月二十五日 

讀經 詩篇第 119 篇；愛慕神的話語。 

鑰節 【詩一一九 97】「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終日不住的思

想。」 

禱告 神啊，「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105節) 。

願你的話能成為我的導航器(GPS)，在人生茫茫的路上，一步

步的指引我、扶持我，使我不致迷失方向。 

詩歌 你的話～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二十六日 

讀經 詩篇 120～127 篇；上行詩(一) 。 

鑰節 【詩一百廿六 6】「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樂樂地帶

禾捆回來。」 

禱告 主啊，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裝備我們，與你一同出

去收莊稼。 

詩歌 禾捆帶回來～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二十七日 

讀經 詩篇 128～134 篇；上行詩(二) 。 

鑰節 【詩一百卅三 1】「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

等地美！」 

禱告 主，真願教會中有弟兄和睦同居的實際，好領受你命定的

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詩歌 弟兄和睦同居～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二十八日 

讀經 詩篇 135～139 篇；讚美神的全知、全在、全能、全管。 

鑰節 【詩一百卅九 1】「耶和華啊，你已經鑒察我，認識我我坐

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 

禱告 神啊，你深知我的的一切。求你鑒察我，試煉我，並引導我

走永生的道路... 

詩歌 展開清晨的翅膀～ YouTube 

六月二十九日 

讀經 詩篇 140～145 篇；拯救脫離仇敵的禱告。 

鑰節 【詩一百四十三 6】「我向你舉手，我的心渴想你，如乾旱

之地盼雨一樣。」 

禱告 父神，在干旱之地，我心渴想你，求你使我清晨得聽你的慈

言，求你使我知道當行的路... 

詩歌 我靈單單渴慕你～詩歌音樂 

【本週聖經鑰字―愛慕】 
「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終日不住的思想。」【詩一一九】

──詩一一九篇是讀經的「神聖指引」，它指教我們尊重神的

話到應有的地步，以及從神的話得著祝福的方法。底下的提示

可以幫助你讀詩篇一一九篇：一、注意所有用來提到神話語的

不同名稱。二、注意一切不同的動詞，描述我們對神的話應有

何感覺與行動，如：渴望、愛、喜樂、信靠、順服、行動等。

三、注意作者如何用不同的時式，超過一百次提到他立志在神

面前作一個尊崇並遵行神律例的人。四、然後專門讀他的禱

詞，他對於神的話不同的籲請。五、注意他在苦難中對於神的

話的態度。六、注意作者所有提及神的話之處，都是直接對神

而發，上達於神面前，不管是表明自己對神話語的愛慕，或者

表示需要神的教訓並賜下能力。―― 慕安得烈《內在生活》 

【默想】親愛的，神的話語是過純潔生活的惟一、絕對引導，

你願意花時間好好學習、進入神話語的豐富嗎？願神的話能成

為你生活中的一盞明燈，陪伴你渡過生命中每一個黑暗坎坷的

日子。 

【家訊信息】近代雲彩的見證 
 許多弟兄姊妹都願意作這個時代的見證人，但我要問一個很基

本的問題：「我們的見證內容是甚麼？該從哪裡開始？」這堂聚

會的主題是「近代雲彩的見證」，其中「雲彩」一詞非常重要。

舊約時代，當以色列人豎立帳幕之後，雲彩就充滿會幕。同樣，

聖殿蓋好後，約櫃搬進去，服事開始了，雲彩就充滿聖殿。人看

見雲彩就看見神的榮耀，神的榮耀是與會幕、聖殿連在一起。今

天神的榮耀要充滿教會，我們就是見證神榮耀的人。換言之，人

看見我們，不但看到我們的熱鬧，也看見了神的榮耀。另一方

面，以色列人漂流曠野的時候，他們的停留和行動都是根據雲

彩。以色列人不知往哪裡去，雲彩在他們前頭，他們就跟著走，

雲彩正代表神的同在和信實。故此，我們見證的內容就是神的榮

耀和信實。當人碰見我們，就知道我們有一位榮耀和信實的神。 

神在每一個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個特別的揀選、命定和計劃。我

們各有不同，但神按著自己的旨意揀選我們，這是神的憐憫。在

我年輕的時候，弟兄們跟我說不要愛世界，但我不以為然，因為

我覺得世界很可愛。那時我就像一個不要主的人，直至在地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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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agvnacc.org/Hymns/C1318.MP3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6/24&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n2_HXgQw3o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6/25&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9-16-12%20weekly.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6/26&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97.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6/27&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695.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6/28&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UNsVsc2hS0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6/29&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agvnacc.org/Hymns/1513.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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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成就，一天早上，主來遇見我。主問了我一句話：「你愛我比

這些更深嗎？」我對主說：「我當然愛你！」但這問題一直在我

心裡醞釀，不放過我。我是不要主的人，十分看重自己的事業，

但主那不肯放我之愛遇見我，我惟有把自己交給主。我一方面覺

得很榮耀，另一面覺得很委屈，但主不單是榮耀的神，也是信實

的神，一下子令我的薪酬加倍，叫我大吃一驚！主向我說：「你

才放棄一點點，我加倍的給你。」神是信實的，從來沒有虧待

我。我的人生不後悔，因為我有一位榮耀和信實的神。 

信心見證人 

 神揀選了我們，把我們放在教會中，是要叫我們作他的見證

人。見證人是有影響力的，能影響自己的家人、教會，甚至整個

世代。十九世紀，主興起一些西方聖徒到中國傳福音；當時中國

是清朝，非常封閉和排外。西方聖徒為著中國，連性命都不顧，

就像戴德生，一生只為中國，如他所說：「假若我有千枚英鎊，

中國可以全支取；假若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

國。」傳教士進入中國，穿著中式裝束，有些甚至留辮子，但中

國人並不欣賞他們，反叫他們「洋鬼子」。他們為了傳福音，大

多學習一些技能，於是戴德生學習醫術，因為醫生比較容易接觸

人。 

 戴德生在英國學醫的時候，愛上一位極具才華的姊妹，二人便

開始交往，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那位姊妹告訴戴德生，她絕不

去中國，但戴德生一生的心願就是傳福音給中國人，所以這句話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令他不知所措。有一天，那位姊妹給戴德生

一封絕交信，他整個人立時跌到谷底，甚至有一段時間不知怎樣

禱告。戴德生在信中告訴妹妹，不知道該如何往前，甚至撒但來

試探他：「為何放棄這麼好的姊妹而去中國？」當他掙扎不已之

際，神的愛充滿他，結果他的憂鬱一掃而空，二十歲便來到中

國。 

在中國，主安排了一對姊妹和戴德生一同服事。戴德生很喜歡那

位妹妹瑪麗亞，但他不敢向她表明，只藏在心底裡。其實在瑪麗

亞心裡，也很欣賞戴德生願意穿上中式衣服，向中國人傳福音。

有一天，戴德生跪在主面前禱告，終於有勇氣寫信向瑪麗亞表

白。可是那封信被瑪麗亞的監護人收到，馬上回信給戴德生說，

瑪麗亞不能嫁給傳教士，同時安排很多人追求瑪麗亞。一位傳教

士知道此事，特意邀請戴德生和瑪麗亞到家裡，讓他們有相聚的

機會。 

兩人由相聚、相愛到結合，是一件甜美的事情，但戴德生沒有

錢，婚後如何生活？他向瑪麗亞解釋自己的經濟狀況，說：「假

若你反悔，我不會勉強你遵守諾言，你要知道我們的生活會非常

艱辛。」瑪麗亞回答：「難道你忘了我是在遠離國土上長大的孤

兒？這麼多年來，神就是我的父親，你認為我會害怕繼續倚靠他

嗎？」六週後，他倆結婚了。戴德生寫了一封信給家人說：「與

你所愛的人結為夫婦真是好得無比，溫馨熱切的愛是筆墨難以形

容，也是想像不來的，每一天你都可以多一點認識你所愛的。假

若你也有我一樣的寶貝，你會更喜樂、更謙卑地感謝那將世上最

好的厚賜予人的神。」 

 四十年後，戴德生憶述當年往事，說：「我倆並排在沙發上坐

著，她的手握著我的手。我對她的愛從未冷卻下來，直到如今依

然如此。」戴德生的一生，正見證了神的信實──無論環境怎

樣，神都恩待他。他不但在主面前蒙恩，因著妻子與他一同過信

心生活，全家都蒙恩。 

順服神安排 

 我被主得著之後，就投入教會服事；第一項服事是清潔洗手 

間，是我自願作的。聚會所的男洗手間有三個厠格，我每次進去

都看見兩位弟兄在清潔，我便清潔餘下的一個。一個月後，弟兄

們都用特別的眼光望著我，說：「楊弟兄，你這麼快便成為教會

長老了！」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那時洗手間是由長老弟兄清潔

的。回想那段清潔洗手間的日子，我覺得十分榮耀，因為我是服

事神的人。 

 有一天，一位長老弟兄邀請我參加一個聚會，我坐下之後，才

知道那是全教會長老執事聚會，其後我開始在聚會中講道、帶領

聚會。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很多弟兄問我對哪位姊妹有感覺，

但我不敢對任何姊妹有感覺，因為幾乎所有優秀的姊妹都早被其

他弟兄看上。有一天，一位姊妹藉著一位師母說對我有感覺。當

時我在教會中有服事，沒有太多時間談戀愛；此外，我是負責弟

兄，恐怕給弟兄姊妹一種不合適的感覺。我對那位姊妹說，請她

等一年，待我畢業後，我願意一生與她在一起。半年後，我從別

人口中得知她不再是單身。當時我想起一首詩歌：「父，我知道

我的一生，你已替我分好。」(簡譜本 261首) 

 有一天，三位負責弟兄約我見面，說要告訴我一件很重要的事

情。他們鄭重地說禱告尋求了多年，有一位姊妹是最適合我的；

他們對那位姊妹，也是說同一番話。主實在沒有虧待我，將最適

合我的配偶賜給我。我曾對岳母說：「我這一生做了很多後悔的

事情，但有兩件事情從未後悔：第一是我信了主，第二是我娶了

你的女兒。」我願意向所有人作見證，婚姻最要緊的是有一位榮

耀且信實的神，有了神就不會後悔。 

經歷神恩典 

 婚後我倆組織家庭，需要買房子和車子；扣除其他費用和奉

獻，積蓄所餘無幾，因此妻子需要出來工作，盼望每個月都能存

一點錢。我負責家中賬目，妻子想買一部鋼琴給女兒；過了一段

日子，錢儲夠了，她也看中一部鋼琴，打算和我同去購買，但我

跟她說：「那筆錢被主用了。」她非常失望，只簡單地說「感謝

主」就走了，我知道她必定獨自流淚禱告。 

 過了一週，妻子說公司被收購，所以把她解雇了。雖然失去工

作，但她非常開心，因公司給她一筆豐厚的遣散費，足夠買一部

高質素的鋼琴。不久她找到另一份工作，薪金增加了百分之二

十。神是信實的，我們給他一點點，他就加倍給我們；在我的家

裡，這類事情常常發生。主能作在我身上，同樣能作在每位聖徒

身上。結婚前，我和姊妹常常到公園讀經和禱告，然後一起去聚

會。婚後三十年，我倆繼續一起讀經、禱告、聚會，我對這婚姻

絕不後悔。願教會中所有夫婦，都能一同見證神的榮耀和信實。 

要常常喜樂 

 作主的見證人，須從自己的家庭和職場開始，如果家人和同事

都不知道自己是基督徒，說甚麼都沒有意義。聖經說：「要常常

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

所定的旨意。」(帖前五 16節)只有不住的禱告，才能常常喜樂、

凡事謝恩。我和妻子是互補關係：我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人，她

是先天下之樂而樂的人，從來沒有憂愁，且很有親和力。她常常

題醒我要喜樂，但工作使我不能喜樂。 

要在職場生存，就好像打仗一樣，同時又要合乎聖徒的體統。當

我打勝仗，妻子就題醒我要謙卑；打輸了，就題醒我要常常喜

樂。如果我不聽，她就反問我：「你還是負責弟兄嗎？」有一次

我受不住了，希望她給我一點面子，她就說：「從此以後我不管

你了。」我反而嚇了一跳，請求她要管我。我們的婚姻生活，是

喜樂的生活，因為這是在神的旨意裡。若我們認定了神的榮耀和

信實，教會就有希望。願主得著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