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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7/2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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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歌合唱練習聚會 週下午 1:00-2:00 PM         李景译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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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育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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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二十八日 

讀經 以賽亞書 52～54章；神所預備的救主。 

鑰節 【賽五十三 5】「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

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

們得醫治。」 

禱告 亲爱的救主啊，满心感赞，因你受刑罚，使我得平安，因

你为我受鞭伤，我便得医治... 

詩歌 寶貝之名惟耶穌 詩歌音樂 

七月二十九日 

讀經 以賽亞書 55～57章；國度的經營。 

鑰節 【賽五十六 7】「我必領他們到我的聖山，使他們在禱告

我的殿中喜樂。他們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壇上必蒙悅

納，因我的殿必稱為萬民禱告的殿。」 

禱告 神啊，引领我到你的圣山，在你祷告的殿中，献上蒙悦纳

的祷告... 

詩歌 禱告之時，甘甜之時 詩歌音樂 

七月三十日 

讀經 以賽亞書 58～62章；好消息。 

鑰節 【賽六十一 1～2】「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

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

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報告耶和華的恩

年。」 

禱告 主啊，求你讓我們經歷福音的爆炸力，傳好信息給貧窮

人、傷心者、被罪壓制者。 

詩歌 我愛傳講主福音- churchinmarlboro.org  

七月三十一日 

讀經 以賽亞書 63～66章；新天新地。 

鑰節 【賽六十五 17】「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從前的事不再被

紀念，也不再追想。」 

禱告 神啊，你为我们预备了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我们深望

那日快来，进入永远的喜乐 

詩歌 新耶路撒冷 詩歌音樂 

八月一日 

讀經 耶利米書 1-3章；耶利米的蒙召。 

鑰節 【耶一 10】「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施行

拔出、拆毀、毀壞、傾覆，又要建立、栽植。」 

禱告 主啊，願你興起，選派人去完成你的工作... 

詩歌 屬神的人，興起！詩歌音樂 

八月二日 

讀經 耶利米書 4-6章；愛的呼喚。 

鑰節 【耶四 1】「耶和華說：以色列啊，你若回來歸向我，若

從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遷移。」 

禱告 主啊！我答應你的呼召，回轉歸向你，並且除掉心中的偶

像。 

詩歌 耶穌，你的全勝的愛 - Church In Marlboro  

八月三日 

讀經 耶利米書 7-10 章；聖殿宣言。 

鑰節 【耶十 10】「惟耶和華是真神，是活神，是永遠的王。」 

禱告 神啊，我讚美你，你是偉大的真神，是永遠的王，萬膝都

當向你跪拜，萬口都當頌揚你。 

詩歌 偉大的神 - Church In Marlboro 

【耶利米書引言】 
【為什麼要讀耶利米書？】任何人若想要明白神為何藉著異邦的

手審判猶大國，和神怎樣以永遠的愛，愛祂自甘喪亡的百姓，就

必須讀本書。 

【本書要旨】耶和華神對罪的審判是肯定的，若不悔改，歸回，

必招惹神審判而敗亡;照樣，祂的慈愛和信實也是肯定的，祂必守

約，施慈愛直到永遠。 

【本週聖經鑰句】 

【耶一 10】「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施行拔

出、拆毀、毀壞、傾覆，又要建立、栽植。」 

從耶和華對耶利米講的話的目的，可以從那四個有關「毀壞」的

詞，和那兩個有關「建造」的詞看出來： 

「拔出」、「拆毀」、「毀壞」、「傾覆」――這幾個希伯來

詞，翻譯出來就失去了那種特有的美麗。「拔出」，意思是撕

裂，是把某種成長中的東西破壞掉。「拆毀」意思是把某種已經

建立起來的東西剷平到地面。接下去的這個詞，和植物有關係，

「毀壞」就是把植物連根拔出來，丟到一旁讓它死去。最後一個

是「傾覆」，又回到以建築物作比喻的方法，意思是把拆下來的

東西打成碎片，磨成粉末。所以，這個先知所宣告的話中，交替

用了兩個東西作比方，一個是植物，另一個是建築。這東西是栽

種出來的嗎？那就把它拔出來。這東西是建立起來的嗎？那就把

它拆毀。是栽種出來的，就要把它連根拔起，讓它毀壞。是建築

起來的，就要把它打成碎片，磨成粉末。這就是這段話中，那些

和毀壞有關的四個詞。 

「建立」和「栽植」――接一又有兩個詞：「建立」和「栽

植」，這是先知工作中具有建設性的一面。既拆毀又建立，這乃

是神的話所作成的工的兩面。神話語的功用，一方面是要把那些

不是神所栽種的東西拔出、毀壞；另一而是把那些不是祂所建造

的東西拆毀、傾覆。但是，神的話最終的目的不在破壞，而是在

建設。只是栽種要按著祂的旨意，建造要按照祂的設計。 

這裏最主要的一個功課是，神依舊不斷講話，不管人聽不聽。在

一個敗壞的世代中，只有神的話是有力量的。神的話可以拆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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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agvnacc.org/Hymns/C668.MP3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29&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agvnacc.org/Hymns/C218.MP3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30&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google.com/url?sa=t&rct=j&q=%E6%88%91%E6%84%9B%E5%82%B3%E8%AC%9B%E4%B8%BB%E7%A6%8F%E9%9F%B3&source=web&cd=4&cad=rja&ved=0CDcQFjAD&url=http%3A%2F%2Fwww.churchinmarlboro.org%2Fhymns%2Fhymmary593.htm&ei=wZbyUcbKAtLSqAGS34HoCw&usg=AFQjCNEEZjrOy7WxHfuDsAO0_dufAFKMcQ&bvm=bv.49784469,d.eWU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31&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agvnacc.org/Hymns/C659.MP3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8/1&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agvnacc.org/Hymns/C610.MP3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8/2&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google.com/url?sa=t&rct=j&q=%E8%80%B6%E7%A9%8C%EF%BC%8C%E4%BD%A0%E7%9A%84%E5%85%A8%E5%8B%9D%E7%9A%84%E6%84%9B%20%20marlboro&source=web&cd=1&cad=rja&ved=0CCkQFjAA&url=http%3A%2F%2Fwww.churchinmarlboro.org%2Fhymns%2FHymnary233.htm&ei=w5fyUdXPC_GFyQGcpICADQ&usg=AFQjCNEC5reIeKWiWFTl3DkOw7pYhIIH7g&bvm=bv.49784469,d.eWU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8/3&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google.com/url?sa=t&rct=j&q=%E5%81%89%E5%A4%A7%E7%9A%84%E7%A5%9E%20%20marlboro&source=web&cd=1&cad=rja&ved=0CCkQFjAA&url=http%3A%2F%2Fwww.churchinmarlboro.org%2Fhymns%2FHymnary7.htm&ei=ZpjyUcTUKdD2qQGCyIHoDA&usg=AFQjCNGgOsn0ptchHR1GObRJSSe8vmphgw&bvm=bv.49784469,d.e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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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保全。――《摩根解經叢書》 

【家訊信息】祝福的神和蒙福的人 
【讀經】 
【創一 27～28】「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祂的形像

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

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

的活物。」【創十二 2】「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

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創三十二 26】「那人說：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說：你不

給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引言】神祝福你，是要你享福，并要你成為別人的祝福。 
【大綱】 
（一） 神祝福你乃是根據祂造你和呼召你的目的(創一 27～

28，十二 2)── 

 神是赐福的神；祂赐福给你，叫你有福、享福，做一

个蒙神赐福的人。 

 神是作工的神；祂呼召你，是先在你身上作工，然後

再使別人因你得福。 

（二） 神祝福你乃是根據天國子民的品格(太五 3～12) ── 

  虛心(靈裏貧窮)、哀慟、溫柔、饑渴慕義、憐恤人、

清心、使人和睦、和為義受逼迫的人。 

 不要因著自己的話語、態度、意見等等，失去了神的

祝福。 

（三） 神祝福你乃是根據你迫切的要求(創卅二 26) ── 

 我們一無所有、一無是處，應迫切抓住神，一直到

得著神的祝福為止。 

（四） 從詩篇來看神祝福你的依据──從個人蒙福開始，一直

到建立自己的家和建造神的家。 

 與神聯結(詩 1) 

 清心、愛慕神(詩 73) 

 追求屬靈的長進(詩 84) 

 建立蒙福的家庭(詩 127～128) 

 弟兄和睦同居(詩 133) 

【默想】神要赐福你，但你有責任活在神的祝福裏。  

【金句】「若沒有神的祝福，我們就不能生活！」―― 倪柝聲 

【輝煌燦爛的下半生】 
《華盛頓郵報》總裁，八十四歲的 Katherine Graham 於七月十

七日在 Idaho州 Sun Valley，因跌倒腦部受傷過世。報紙、雜

誌開始披露她的生平、貢獻，本來多數人並不認識她，突然間

Kay成了大眾仰慕尊敬的女性。她在一九九八年獲得普立茲獎的

自傳，一時在各書店被搶購一空。 

Katherine Graham 究竟是誰？她有什麼特別？  

自我形象低落的前半生 

Kay原來生長在富豪之家，父親早年購得《華盛頓郵報》，是個

大財主。但是父母從小忽略她，極少在家，母親從不肯定她。

Kay在大學畢業後不久，就嫁給一位才能相貌出眾的青年，從此

專心養育四個子女，成為典型的家庭主婦。她在家庭、社會地位

卑微，丈夫輕蔑她，不准她有見解，甚至在大眾面前數落她，她

對自己也沒什麼信心。丈夫常利用她的家財勢力攀登名利，後來

患了憂鬱精神病，非常難處，甚至有婚外情，令 Kay更縮入隱藏

的內在世界。總之，她四十六年的前半生只是任人踩踏的一塊腳

墊。 

輝煌燦爛的下半生 

在她四十六歲時，丈夫突然自殺，從此開始迥然不同的下半

生。她本來很恐慌，連聖誕節員工派對，都要練習講：「聖誕

快樂！」更不敢自認有掌舵能力，只想等大兒子長大。但漸漸

地，她從一位怯懦者，變成最有勇氣正義的女強人。她不僅知

人善用，經營得當，樹立誠實正直風格，還在一九七一年，面

對壓力，公開五角大廈的越南秘密研究報告，打了一場正直的

勝戰，被傳為美談。七四年，更使得水門事件曝光，不畏恐嚇

地，逼退尼克森總統下台。她將《華盛頓郵報》由丈夫時代追

逐名利、泛泛之報，提昇為最具權威性的報紙。報業界對她嘉

勉不已。她樹立了美國報業最自由、公正的高水準，她的貢獻

實在了不起。） 

才德女子價值甚於珍珠 

然而，令人懷念的不僅是她的成就，更是她的美德。她常說：

「對事要嚴謹執著，對人要仁慈寬厚。」連美國布希總統都稱

讚她是一位真正的領導者、真正的女人。 

Kay堅定卻害羞，有權威卻謙虛，以正直公義出名，待人仁慈

慷慨。她雖是女強人，卻不是與人隔離的女強人；始終不是自

信自滿，而是戰兢虛懷；以仁慈對待朋友，捨不得患病老友，

也關心公司的年輕媽媽是否有平衡的生活。她和子女也有良好

關係，珍惜親情。退休時，不干涉兒子行政，花近七年時間寫

傳記，終在九八年得普立茲獎。她年老時，還是關心子女；死

時，子孫隨侍在側。 

或許很多女人會說：「Katherine 和我有何相干？她到底是社

會高階層名媛，我那有她的家世？她的財富？」然而，我認為

她的生命可以激勵很多現代女性，她的精神可以學習，她下半

生歷練的氣質也可以學習。為什麼？ 

多數女人可以認同的前半生 

Kay的前半生是很多女性的寫照。其實好多女人自我形象很低

落，連世界上最漂亮女人之一的英國王妃黛安娜，都曾坦誠自

我形象很低。很多女人在中年時，更常懷疑自己存在的價值。

今日坊間很多心理輔導者談論中年婦女危機，都提到女性很多

內在累積的傷害：少受教育者，談不上自我發展，久處卑微低

落的地位，只能期待子女成器；多受教育者，因以教養子女為

要，選擇居家，但在孩子離家後，頗受空巢期衝擊，或懊悔年

輕時放棄自己的前途，加上對婚姻的失望，更難有光彩正確的

自我形象。 

積極進取的下半生 

然而，Kay的下半生可以激勵時代女性。她四十六歲才開始經

營事業，工作認真，積極進取，勇往直前。前半生雖默默的，

但她承認多年來，在聽丈夫、父母之對答間，學到很多。所以

我們人生的經歷不會白費，過去累積的，可為將來理出路來。

尤其在這知識科技爆炸的世代裡，好多年齡已是六七旬的長

輩，仍然在工作崗位上活躍著。近年來由於健康長壽，中年人

的年齡範圍由卅五到五十四歲延長至卅五到六十四歲，這是人

生非常充實的黃金階段，也給女性寬廣的成長時間及空間。 

生命影響生命的遺產 

也許多數女性終其一生，都不會有顯赫的事業事蹟可令人拍手

叫好，但這是價值觀的問題。一位基督徒女性可以不斷在主裏

成長，體會神的豐富，在主愛中滿足。從神更認識自己，結出

聖靈果子，以愛滋潤他人一生，是更雋永。以成熟的生命，帶

動別人，是永遠的成就。──原載於「傳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