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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7/14~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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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艾东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王麗斌弟兄家 

事奉交通聚會 週六下午 4:00-6:00 PM     杨震宇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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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四日 

讀經 以賽亞書 5～6 章；以賽亞的蒙召。 

鑰節 【賽六 8】「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

肯為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禱告 榮耀的主！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詩歌 主今日要差遣你～詩歌音樂 

七月十五日 

讀經 以賽亞書 7～8 章；耶和華的兆頭。 

鑰節 【賽七 14】「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

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就是神與我們同在的意

思)。」 

禱告 可愛的救主，你是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 

詩歌 耶穌遠超過萬名～詩歌音樂 

七月十六日 

讀經 以賽亞書 9～12章；稱謝救恩之歌。 

鑰節 【賽十二 3】「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並不

懼怕；因為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他也成了

我的拯救。所以，你們必從救恩的泉源歡然取水。」 

禱告 神的聖民哪！當從救恩的泉源歡然取水；當稱謝耶和華、

求告他的名；當揚聲歡呼。神啊！你為至大... 

詩歌 所以你們從救恩泉源歡然取水～詩歌音樂 

七月十七日 

讀經 以賽亞書 13～16章；施行審判。 

重點 預言巴比倫（亞述）受審判(賽 13)；亞述國的覆亡(賽

14)；審判摩押的預言(賽 15)；審判摩押的結果 (賽 16) 

鑰節 【賽十六 5】「必有寶座因慈愛堅立，必有一位誠誠實實

坐在其上，在大衛帳幕中施行審判，尋求公平，速行公

義。」 

禱告 神啊！你的寶座因慈愛永遠堅定，你憑誠實、公義施行審

判... 

詩歌 你是大能的君王～詩歌音樂 

七月十八日 

讀經 以賽亞書 17～20章；仰望造他們的主。 

鑰節 【賽十七 7】「當那日，人必仰望造他們的主，眼目重看

以色列的聖者。」 

禱告 神啊！我定睛仰望你，尋求你的能力、恩典，並悔改在你

面前。 

詩歌 我以信心仰望～ YouTube  

七月十九日 

讀經 以賽亞書 21～23章；守望的先知。 

鑰節 【賽二十一 11】「論度瑪的默示：有人聲從西珥呼問我

說：“守望的啊，夜裡如何？守望的啊，夜裡如何？”」 

禱告 神啊！我願作忠心的守望者，站在破口之中，向你禱告。 

詩歌 我以禱告來到你跟前～ YouTube  

七月二十日 

讀經 以賽亞書 24～27章；讚美之歌。 

鑰節 【賽二十五 8】「他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遠。主耶和華必

擦去各人臉上的眼淚，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為

這是耶和華說的。」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親近你，你就擦乾了我們的眼淚，平靜了

我們的歎息。 

詩歌 主耶穌我羨慕活在你面前 churchinmarlboro.org 

【以賽亞記引言】 
【為什麼要讀以賽亞記？】任何人若想要知道耶和華如何藉著審

判和恩典向祂的子民施行拯救，就必須讀本書。 

【本書要旨】本書之信息乃論神的救恩，神的救恩計劃中心就是

基督，因此論到彌賽亞的預言（約一 41；四 25）；並且本書對於

神的審判與救恩方面，敘述最為詳盡透澈。 

【本週聖經鑰字―以馬內利】 

【賽七 14】「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

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就是神與我們同在的意思)。」—— 

「以馬內利」(Imanuel )這個字是來自舊約聖經的希伯來文發音，

是從四個字合併成的: 

 Imanuel ——以馬內利 

 Ima ——同在，在一起 

 nu ——我們的名詞變化 

 el ——神 ，很多舊約的人的姓名 最後一個字都喜歡取個 el 

所以，「以馬內利」(Imanuel )就是「神與我們同在」，或「神現

身在我們當中」。 

【默想】親愛的，你可以將所有的懼怕、疑惑、挫折、痛苦、沮

喪和絕望都當可以帶到這位「以馬內利」的主面前。「祂的同

在」保證你能超越一切的困難，解決你一切的問題。 

【家訊信息】事奉的動機與目的 
【事奉的動機必須純潔】一個人在事奉主的事上，有一點是必須

特別留意的，就是：要問問自己，我們事奉主的動機是出於甚

麼？或者說，我們事奉主的存心到底是甚麼？若是我們事奉主的

動機和存心不純正，就我們所事奉的都是枉然；即使外面事奉的

果效相當顯著，但是裏面的動機若不單純，甚至是別有用心和企

圖，我們所事奉的成果便都不能榮耀主。我們事奉主的動機必須

乾淨純潔，結果才能榮神益人。 

【純潔的事奉動機】從神的話中，我們能知道下列幾種動機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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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病痛之中陆维德和Sandra Liu的父親禱告。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14&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agvnacc.org/Hymns/C175_CH.MP3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15&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agvnacc.org/Hymns/C054.MP3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16&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agvnacc.org/Hymns/C750.MP3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17&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agvnacc.org/Hymns/C108_3_4.MP3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18&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mFT0MB1WYs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19&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wuONcQ8IqE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20&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L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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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所認可的，是蒙主悅納的事奉： 

(一)因主愛的激勵而事奉：保羅說：「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並且祂替眾人死，

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

活」(林後五 14)。這裏所說的「為主活」，也就是事奉主。我們

所以為主活、事奉主，是因為主的愛激勵所致。「激勵」原文的

意思是「被大水沖走」；基督的大愛好像大水一樣，把我們沖得

無法抗拒，不能不起來事奉主。惟有基督的愛能激勵人；愛是不

能拿出給人看的，但是你如果嘗了這愛的甘美，而不被它沖走乃

是不可能的。 

「因我們想...」的「想」字在原文是「斷定」的意思。基督的愛

所以會激勵我們，是因為我們斷定兩件事：(1)基督的死是因著祂

愛我們；基督愛我們，所以祂為我們死了。(2)基督的愛使我沒法

不為祂活，不能不起來事奉祂。 

許多時候，我們對罪人作見證真難以開口；但是，我們一被基督

的愛激勵了，就沒法不作見證。多少時候，我們很難從「自己的

寶座上」下來，在教會中好像奴僕一樣的服事人；但是，一旦被

主的愛摸著，就不能不甘心樂意的服事人。 

(二)因著愛主而事奉：在舊約裏面有一處奴僕的條例：「倘或奴

僕明說，我愛我的主人，...不願意自由的出去，...他就永遠服

事主人」(出廿一 6)。凡是被主的愛所感動、所激勵的人，在他裏

面必定有一個愛主的心。乃是這個愛主的心，使我們不願意在世

界裏自由自在，而甘願在教會中作主的奴僕，服事我們所愛的

主。我們對主的愛，在我們裏面催逼我們，推動我們事奉主，所

以這個愛，就是我們事奉的動機。 

(三)因著責任的託付而事奉：保羅說：「我傳福音原是沒有可誇

的，因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我若甘心作

這事，就有賞賜；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林前九

16~17)。凡是真正被主的愛所激勵，因著愛主的緣故而事奉主的

人，他們必然有一個受託的感覺和負擔；這個受託的感覺和負

擔，催逼他們不能不盡心竭力事奉主。事奉主而裏面沒有受託的

感覺，往往會半途而廢。責任既然已經託付我們了，所以不能不

忠心事奉到底。 

(四)因著要歸還欠債而事奉：保羅又說：「無論是希利尼人、化

外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所以情願盡我的力

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羅一 14~15)。前面的「因著責任的託付

而事奉」，是指我們與主之間的關係而言；這裏的「因著要歸還

欠債而事奉」，則是指我們與人之間的關係而言。我們向著主，

必須盡心竭力的事奉，以完成主所託付的責任；我們向著人，也

必須盡心竭力的事奉，以償還我們對人所欠的債。我們在教會中

若有一點點的事奉，不要認為別人欠了我們甚麼，乃要認為我們

是在還債，並且所償還的還不夠。這樣，我們的事奉才有價值。 

【事奉的目的】我們事奉的目的，絕不該是為著自己能從事奉中

得到甚麼好處，而該是讓主能藉我們的事奉完成祂的心意。當

然，主為著鼓勵我們在事奉上盡所託付的職責，曾給我們一些賞

賜的應許。祂說：「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約十二

26)。這是說，事奉主的人必蒙父神的尊重；蒙神的尊重，不是一

件小事。主耶穌又說：「主人來了，看見僕人儆醒，那僕人就有

福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主人必叫他們坐席，自己束上帶子，進

前伺候他們」(路十二 37)。這是說，凡是儆醒服事主的僕人，當

主再來的時候，要坐席享受主的服事。主又說：「主人說，好，

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

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太廿五 21，23)。這

是說，凡是在今天照主的託付忠心服事主的人，將來在神的國度

裏，要與主一同作王(參啟廿 6)，並要享受主的快樂。 

雖然我們有上面這些得賞賜的應許，但我們並不是為著這些才來

事奉主。我們事奉主的目的，乃是為著讓主能使用我們這些「無

用的僕人」(路十七 10)，在地上達成祂的心意。主的心意有三： 

 (一)傳福音拯救罪人：主升天之前，曾賜給我們一個大使命：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太廿八 19)；「直到地極，作

我的見證」(徒一 8)。我們事奉主，首先是要為主得人，使千千萬

萬的人歸入主的名下。 

 (二)牧養和照顧信徒：主說：「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你餧

養我的小羊」(約廿一 15~17)。每一個歸入主名下的人，都是主的

羊；既是主的羊，就需要牧養與照顧。牧養和照顧信徒，不單是

傳道人和長老們的責任，也是每一位愛主之信徒的責任。我們應

當彼此相顧(林前十二 25；來十 24)，也應當彼此相勸(來三 13；

十 25)，用愛心互相服事(加五 13)。最要緊的，乃是彼此供應各

人所經歷、所享受的基督。 

 (三)一切是為著建造基督的身體：我們傳福音拯救罪人，是為要

得著建造的材料；我們牧養和照顧信徒，是「為要成全聖徒，各

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弗四 12)。建立基督的身體，也就是

建造教會(參弗一 23；西一 24)。主今天在地上最終的目的，乃是

要建造祂的教會，藉著教會勝過祂的仇敵撒但(太十六 18)，彰顯

祂的榮耀。這是神在創世之前就已定下的計劃，也是主耶穌降世

完成救贖的原意，又是今天聖靈在每一位信徒心中作工的目標。

同時，這也是我們事奉的目的。──基督徒文摘專輯 

「一枝筆】她雖已高齡七十九（1989），且心臟常有毛病，但每

天清早就往印度的大街小巷跑，尋找貧乏饑餓、寂寞孤獨的人，

伸出溫暖的手，解決他們的痛苦。 

她有一個堅強的理念：要將基督愛心之道行出來，讓凡坐在黑暗

裡的都看見光，被遺棄的知道有人關懷他們。 

她是誰？就是榮獲一九七九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德蕾沙修女

（Mother Teresa）。可是最令人驚訝的是，以她瘦弱的身體，何

來那樣崇高之心志，數十年如一日呢？ 

德蕾沙謙卑地說：「我只是一枝筆放在主手中，如何想由祂，如

何寫也由祂。」 

有人問她，神給她最大的福氣是甚麼？回答說：「神給我有機

會，二十四小時幫助可憐人。」——張欽煌《小嗎哪》 

【你的責任是愛主耶穌】有一位年輕神父向德瑞莎修女抱怨工作

太忙了，使他無法服事窮人，而那纔是他最渴望做的事。德瑞莎

修女聽了他的話後，回答他說：「你的任務不是服事窮人，而是

愛耶穌。」── 《如何自我成長》 

「我願作卑微的奴僕」解經王子 Campbell Morgan 剛開始事奉神

時，有一天獨自祈禱，聽到一個聲音說﹕ 「你願意成為一個偉大

的講道者，還是願意作我的僕人﹖」瞬間，他的內心有極大的爭 

戰。原來，他懷著遠大抱負，盼望成為名講員，到處講道，影響

許多人。但是主似乎在 對他說﹕「如果我把你擺在一個不為人所

知的地方，你所作的一切不被人肯定，你影響 的人很少，你願不

願意作這樣的僕人﹖」經過一段時間的掙扎，最後他對主說﹕

「我願作你卑微的奴僕。」從此以後，他學習如何作主人的僕

人。於是，神把各樣的恩賜給他 ，不僅使他成為基督的好僕人，

同時也成為受人歡迎的名講員。 

※  凡積極參與教會事奉的人，必須慎防兩種相反的陷阱：一種

是由於成功而來的得意洋洋，另一種則是由於失敗而導致的

沮喪失望。―― 陶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