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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6/30~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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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宪明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曹英杰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30-9:30 PM     李景译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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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三十日 

讀經 詩篇 146～150 篇；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 

鑰節 【詩一百五十 6】「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你們要

讚美耶和華！」 

禱告 親愛的主阿！祢是賜福的神，我們願一生向祢歌頌讚美。 

詩歌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YouTube 

七月一日 

讀經 箴言 1～4 章；敬畏耶和華。 

鑰節 【箴一 7】「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 

禱告 主，指教我專心倚靠你而不靠自己的聰明，請指示我當行的

路... 

詩歌 倚靠耶和華真有福～churchinmarlboro.org 

七月二日 

讀經 箴言 5～9 章；智慧的開端。 

鑰節 【箴九 10】「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禱告 智慧的神，我願離棄愚蒙走光明的路；我願敬畏你，得智慧

和聰明... 

詩歌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詩歌音樂 

七月三日 

讀經 箴言 10～13章；智慧地生活。 

鑰節 【箴十 12】「愛，能遮掩一切過錯。」 

禱告 神啊！求你保守我的心只愛不恨，保守我的口不說乖謬的

話... 

詩歌 晚禱～churchinmarlboro.org 

七月四日 

讀經 箴言 14～17章；倚靠神的智慧。 

鑰節 【箴十六 3】「你所作的，要交托耶和華，你所謀的，就必

成立。」 

七月五日 

讀經 箴言 18～21章；人生的智慧。 

鑰節 【箴二十 24】「人的腳步為耶和華所定，人豈能明白自己

的路呢？」 

禱告 天地的主，你掌握一切，調度萬事、無人無事能抵擋你，得

勝全在乎你... 

詩歌 我知誰掌管前途～詩歌音樂 

七月六日 

讀經 箴言 22～24章；面對失敗的智慧。 

鑰節 【箴二十四 16】「因為義人雖七次跌倒，仍必興起。」 

【箴言引言】 
【為什麼要讀箴言？】任何人若想要學習如何在生活上，活出

聖潔、 公義、 良善、 高貴的品格和超越的道德；並且以天上的

智慧，在地上過敬虔、 蒙神悅納的生活，就必須讀本書。 

【如何讀箴言？】【箴言】是用簡短精鍊有力之言語來表達作

者的人生體驗，好叫人易於記憶，又能恒久思想。故讀本書最

好仔細地揣摩那些金句鑰節，然後好好地背熟，並且作為一生

的座右銘。有弟兄說：「背誦一句箴言不消一刻，但應用之則

要一生之久。」願我們多多背誦，並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靈活地

運用。 

「這卷書被稱作好行為的一卷書是很合適的，因為所羅門在其

中教導一個敬虔並有用生活的特質。任何以敬虔為目的的人都

該用這卷書作每日的手冊，作靈修用的書。」——馬丁路得 

【本週聖經鑰字―智慧】 
【箴九 10】「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箴言的目的是叫

神的子民尋求智慧， 得著智慧，好使我們在地上過敬虔、 蒙神

悅納的生活。而箴言一章 1～7節更清楚道出本書要旨：為要

「使人曉得智慧」，「領受智慧」，「使愚人靈明」，「使少年

人有知識和謀略」，也使智慧人更加明智。這智慧是建築於「敬

畏耶和華」的根基上。人如果認識祂而懂得祂的法則， 敬畏祂

而遵行祂的旨意，就會得著真「智慧」(這詞在本書用了一百次

以上) 。 

本書中所說的「智慧」並不是指「世上的智慧」（ 林前一

20）， 乃指人對神的認識和敬畏；並且本書把「智慧」人格

化，啟示「智慧」與亙古永有的基督(箴八 22) 是不可分開的。

所以，我們讀箴言不只要明白智慧的本源就是基督，更叫我們追

求基督，靠著主耶穌的恩典，活出智慧(基督)的生活。 

【默想】親愛的，你是否得著了『智慧』，而叫你敬畏耶和華，

並認識至聖者，因而帶給你說不盡的祝福呢？ 

【家訊信息】乞丐拉撒路 
經文: 路加福音十六 19～31  

鑰節:「拉撒路也受過苦，如今他在這裏得安慰。」（路十六 25）  

提要 

拉撒路是一個困苦貧乏的乞丐，全身長瘡，被人拋棄放在財主的

門口，靠財主吃剩的零碎過活，只有狗來為他舔瘡。從外表看

來，他是一個可憐、無助、孤單、貧窮的乞丐，雖然他的名字的

意思是「神是我的幫助」，諷刺的是，像拉撒路這樣一個善良的

人，神竟然讓他生活在困苦與病痛之中。當他躺在財主門口，眼

看著財主錦衣玉食的享受，他內心卻是以神為他的滿足。 

後來拉撒路死了，聖經說：「那討飯的死了」他的死沒人紀念，

他那久病積弱的軀殼，可能被丟棄城外的欣嫩子谷，與垃圾一起

焚化，雖然他的一生這麼悽慘可悲，然而天使卻把他的靈魂帶到

樂園裡去了。他得以進入樂園中，不是因為他的貧窮與疾病，乃

是由於他在貧窮與疾病的可憐情況中，仍能尊主為大，事奉祂， 

並且相信能從祂得著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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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0MAZcrXxOk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1&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1/1-2-11%20weekly.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2&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agvnacc.org/Hymns/C076_HP.MP3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3&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Evening%20prayer.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4&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5&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agvnacc.org/Hymns/C1518.MP3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6&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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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特別提到，拉撒路在亞伯拉罕的懷裏，那位被神稱為「朋友」

的信心之父的懷中，拉撒路得著了在世上所沒有享受的尊榮與安

慰。亞伯拉罕說，拉撒路在這裏得「安慰」，「安慰」原文就是

保惠師，這位可憐的乞丐，因著他對神的信心，他息了世上了勞

苦，享受與神同在的喜樂。拉撒路在世時，選擇了跟隨神、事奉

神，生前似乎一無所有，在永世中卻是樣樣都有。 

默想 

1. 拉撒路蒙神的恩惠，不是由於他貧窮、無助而多病，乃是他在

苦難煎熬的境遇中，沒有以神為愚拙的，他以信心尊主為大，

以事奉祂為樂。信徒啊，你是否正懷疑自己的遭遇如此淒慘？

你是否不明白為什麼神不幫助你脫離苦難？想想拉撒路吧！今

生決定來生，你在世上與主的的關係，決定你在永世中的地

位。 

2. 神的「懷裏」永遠是受苦者最大的「安慰」，對拉撒路而言，

樂園乃是與神同在，享受主恩的地方。其實「與主同在，就是

天堂」，那些被主呼召、蒙主揀選的人，是最有福氣的人。 

【2013年溫哥華教会福音营纲要】 
【福音聚會主題】豐盛的人生從得著更豐盛的生命開始。 

第一次福音聚會(約翰福音第一章) 

【讀經】 

【約十 10】「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約一 1】「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約一 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

真理。」 

【引言】人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認識主耶穌。 

【大綱】 

(一) 認識創造宇宙的神和道成肉身的主耶穌 

 祂願意叫你得著恩典和真理─使你過一個有愛和充實的人生 

 祂願意作你的朋友(約十五 14) ──祂為你捨命 

 祂願意作你的家人(約廿 17) ──祂賜給你生命 

(二) 人認識主耶穌的結果──約翰、安得烈、彼得、腓力、拿但業 

(三) 你如何認識主耶穌──『你們來看』(約一 39，46) 

第二次福音聚會(約翰福音第二章) 

【讀經】 

【約二 2】「耶穌和祂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席。」 

【約二 3】「酒用盡了，耶穌的母親對祂說：『他們沒有酒

了。』」 

【約二 7】「耶穌對用人說：『把缸倒滿了水。』他們就倒滿了，

直到缸口。」 

【約二 10】「對他說：『人都是先擺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擺

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引言】人生最美妙的改變，就是讓主耶穌來到你的人生裡。 

【大綱】 

(一) 人生命的光景──脆弱(迦拿) 、有盡頭 (酒用盡) 、平淡且

乏味 (缸的水) 

(二) 主耶穌應付所有人的需要──叫你的人生變成新鮮、活潑、

豐富、充實、有意義 

(三) 你如何經歷奇妙的大改變──讓基督來住在你心 

第三次福音聚會(約翰福音第三章) 

【讀經】 

【約三 3】「耶穌回答說：『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約三 5】「耶穌說：『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神

的國。』」 

【約三 16】「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 

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引言】人生最重要的經歷，就是生命的重生。 

【大綱】 

(一) 人生命的光景──學問、成就、金錢都不能叫人得著真正

的滿足 

(二) 主耶穌應付所有人的需要──叫你得著新的生命，把你遷

到光明和愛子的國裏 

(三) 你如何經歷生命的重生──承認神愛你，並且接受主耶穌

作你的救主 

第四次福音聚會(約翰福音第四章) 

【讀經】 

【約四 10】「耶穌回答說：『你若知道神的恩賜，和對你說給

我水喝的是誰，你必早求祂，祂也必早給了你活水。』」 

【約四 13～14】「耶穌回答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 人

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頭成為泉

源，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 

【約四 24】「神是靈；所以拜祂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

祂。』」 

【引言】人生最喜樂的體驗，就是從主耶穌得到真正的滿足。 

【大綱】 

(一) 人生命的光景──孤獨(午正) 、乾渴和虛空(來打水) 、

和失望 (有五個丈夫) 

(二) 主耶穌應付所有人的需要──把你的虛空變為滿足，失望

成為喜樂，羞辱成為榮耀 

(三) 你如何體驗叫人滿足的生命──在靈裡禱告:求祂、接觸

祂、並得著祂。 

主日早上聚會信息 

【讀經】 

【約十 10】「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賽四十 28～3】「你豈不曾知道嗎？你豈不曾聽見嗎？永在

的神耶和華，創造地極的主，並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

無法測度。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

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

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

不疲乏。」 

【帖前五 16~18】「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

為這是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引言】神在你生命中，有一個特別的揀選、命定和計畫，好

使你過一個豐盛的人生。 

【大綱】 

(一)  神在人身上作工的目的──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

盛。 

(二) 神在人身上作工的法則── 疲乏的， 給力；軟弱的，

加力 ；等候的，得力。 

(三)  你如何過一個不後悔，榮神益人的人生── 從順服神的

旨意開始: 

 常常喜樂 

 不住的禱告 

 凡事謝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