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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7/7~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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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英杰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赵春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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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道書和雅歌引言】 
【為什麼要讀傳道書？】任何人若想要明白人生虛空的真相，建

立以神為中心的人生觀，因而將虛浮、悲觀的人生，化為積極、

喜樂、榮耀神的人生，就必須讀本書。 

「傳道書是作者受聖靈感動而寫的，它代表一個人若忘記了神的

失敗和悲觀論。」——摩根 

【為什麼要讀雅歌？】任何人若想要我們的主怎樣愛我們，我

們也怎樣來愛我們的主，就必須讀本書。 

「傳道書將我們從今世的詭譎中拯救出來，而雅歌引我們進入愛

的實際中。」── 江守道 

【本週聖經鑰字―虛空和吸引】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傳一

2】——「虛空」的原文是「哈伯儿」（habel 或 hebel），指「吹

气。」有的解經家把它引伸作「吹气泡」，就像小孩所吹的肥皂

泡。的确，地上所有的虛榮、金錢、美色、罪中之樂，都像肥皂

泡上的虹彩，「在日光之下」顯得美麗、可愛，可是轉眼之間便

歸無有，成為虛空。 

前英國首相邱吉爾，當他九十歲將近人生終站時，有人問他對於

死的感覺怎樣，他就直說：「當酒店關門時，我就走。」（I 

Leave when the pub closes）。他把世界當作酒店，他自己是一個喝

酒的人，直到酒店打烊他才走。世界真如一個酒店，世人都在裏

面，荒宴醉酒，過著醉生夢死、紙醉金迷的生活。然而無論人在

世上的智慧、財富以及個人的成就如何，到頭來終將離開世界，

而變得沒有分別。但問題是酒店關門後，他們要往那裡去呢？ 

【默想】親愛的，你曾否感到人生虛空？在有限的人生中、在物

質享樂充斥的世界中，你是否已經調整了自己的人生價值觀和生

活態度呢？ 

「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歌一 4】──雅歌一章 4 節

這裏的「吸引」應該翻譯為「牽引」。這個動詞在舊約別處（耶

三十一 3；何十一 4）是用來描寫愛情的吸引力，將佳偶牽引至良

人身邊。「跟隨」原文是「追隨」，是一直要的意思。舊約裏的

何西阿先知講了這樣的一句話，「你用慈繩愛索來牽引我們」

七月七日 

讀經 箴言 25～27章；為人處世。 

鑰節 【箴二十七 1】「不要為明日自誇，因為一日要生何

事，你尚且不能知道」 

禱告 父神，我們的一生，祢已替我們分好。願我們珍惜你所

給的每一天，抓住每一刻為你活著。 

詩歌 父我知道我的一生～churchinmarlboro.org 

七月八日 

讀經 箴言 28～29章；治國箴言。 

鑰節 【箴二十九 18】「沒有異象，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

的，便為有福。」 

禱告 主阿，讓我看見你的旨意和計畫，認識你是我的一切，

使我活出有異象的人生！ 

詩歌 你是我異象～churchinmarlboro.org 

七月九日 

讀經 箴言 30～31章；才德的婦人。 

鑰節 【箴三十一 10】「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她的價值遠

勝過珍珠。」 

禱告 主阿，願所有的姊妹，蒙神喜悅，成為才德的婦人！ 

詩歌 使我成祝福～churchinmarlboro.org 

七月十日 

讀經 傳道書 1～6章；虛空的虛空。 

鑰節 【傳一 2】「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

都是虛空。」 

禱告 主啊，是的，若沒有你在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虛空，但有

了你，一切就不空... 

詩歌 凡事都虛空～詩歌音樂 

七月十一日 

讀經 傳道書 7～12章；當紀念造你的主。 

鑰節 【傳十二 1】「你趁著年幼，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當記

念造你的主。」 

禱告 主啊，時間在你手裡，教導我、提醒我，一切事物都有

你的時候... 

詩歌 祂做事，有定時～詩歌音樂 

七月十二日 

讀經 雅歌 1～8 章；歌中的歌。 

鑰節 【歌二 16】「良人屬我，我也屬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

群羊。」 

【歌六 3】「我屬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屬我；他在百

合花中牧放群羊。」 

禱告 我的主啊，我願到你的面前，與你有密切的交通你，並

和你聯結為一。 

詩歌 主我願單屬你～churchinmarlboro.org 

七月十三日 

讀經 以賽亞書 1～4 章；神的審判。 

鑰節 賽四 2～3】「到那日，耶和華發生的苗必華美尊榮，地

的出產必為以色列逃脫的人顯為榮華茂盛。主以公義的

靈和焚燒的靈，將錫安女子的污穢洗去，又將耶路撒冷

中殺人的血除淨。」 

禱告 救主耶穌，我們的罪雖像硃紅，你的寶血卻使它如雪白

如羊毛，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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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奎锦，和Sandra Liu的父親禱告。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7&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ather%20I%20know.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8&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Be%20Thou%20my%20vision.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9&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9-30-12%20weekly.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10&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agvnacc.org/Hymns/C002_1_2_5_GP.MP3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11&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agvnacc.org/Hymns/C200_hymnary.MP3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12&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onlyforyou.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13&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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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十一 4）。祂慈繩愛索的牽引是我們愛祂、追求祂的原動力。

這慈繩愛索產生一個作用是主把我們與祂聯結起來。所以，我們

被祂慈繩愛索的牽引越過越厲害，我們與祂的聯結也越過越實

在。我們的主用祂的愛來吸引我們，祂盼望我們向著祂有有這樣

一個愛慕的心——願到祂的面前，與祂有密切的交通並和祂聯結

為一。 

【默想】親愛的，基督徒一生的故事就是一個愛的故事。因主的愛

呼召你、激勵你、鼓舞你、管教你，叫你能起來愛祂、追求祂、跟

隨祂、聯於祂。你若有愛主的人生，就有歌中之歌的人生。 

【家訊信息】陰間的財主 
經文: 路加福音十六 19～31  

鑰節: 就喊著說：「我祖亞伯拉罕哪！可憐我罷，打發拉撒路

來，用指頭尖蘸點水，涼涼我的舌頭，因為我在這火焰裏，極其

痛苦。」（路十六 24）  

提要:陰間的財主──世上的驕子、地獄的常客 

這個財主並不是一個十惡不赦、罪孽滔天，強取豪奪、欺壓窮人

的人，如果他是一個自私自利、為富不仁的人，就不會允許拉撒

路躺在他家門口向他乞食了。顯然，他不過是一個享樂主義者，

一個肆意放縱自己的人，他的毛病和那個無知的財主一樣，把全

付精神花在財富上，他人生的目的就是享樂。 

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的，他之所以被定罪，並不是因為他有錢，

不是他的財富把他扔到永火之中，乃是他對財富的態度，把他帶

進地獄裡去。他被定罪，不是因為他在肉體中的享受，而是在他

沒有把神放在心中，他的罪就是只顧今生，忘了來生。 

我們看到在陰間的財主是何等可悲，他自己形容他在火焰中極其

痛苦，連指尖的水滴也是奢望。在地獄中，他的貧窮和痛苦較拉

撒路在世上的有過之而無不及。當他進入永世時，才發現自己屬

世的財物蕩然無存。財主為了不使自己的兄弟步他的後塵，與自

己在地獄中相見，曾要求讓拉撒路回到人間，向他們傳講福音。

然而，這樣的想法於事無補，也為時太晚，人若不能用信心接受

主，即使死人復活他們依然頑梗如昔。 

默想: 

1. 世人外在的富足並不代表內在性格的美醜。一個人無法在敬畏

神、敬虔度日中，又同時追求自我滿足物慾。 

2. 財主下地獄不是因為他有錢，拉撒路進樂園，也不由於他是窮

人。人在永世的去處不受今世貧富的影響，而是決定於他們與

主耶穌的關係。 

3. 讓我們仔細比較拉撒路與財主，「在世時的對比」，與「死亡

時的對比」以及「永世中的對比」，你將發現這個故事隱藏極

深的教導，也成為我們最好的提醒：今生的抉擇，決定我們來

生永恒的命運。 

祈禱:主啊！財主的「自私自利、唯富不仁」是我們生活的警惕，

求主幫助我們能顧念別人的需要。──大光人物讀經日程 

【金錢不是萬能的】金錢─― 
 它可以用來買房子， 但是不能買一個家； 

 它可以用來買床，  但是不能買睡眠； 

 它可以用來買時鐘， 但是不能買時間； 

 它可以用來買書，  但是不能買到知識； 

 它可以用來買職位， 但是不能買到尊敬； 

 它可以用來買藥，  但是不能買到健康； 

 它可以用來買血，  但是不能買回生命； 

所以金錢不是萬能的。 

【金錢是最壞的主人】『金錢是個最佳的僕人，卻是個最糟糕的

主人，如果讓他居首位，而你臣服於下，你就成為他的奴隸。』

──史坦力‧瓊斯 

【親子時光】 
一個成功的年輕律師述說他最難忘的經歷：我所得過最偉大的禮

物，乃是某一年聖誕節我父親所給我的一個小盒子，裡頭有一張

紙，寫著：「我兒，今年我要給你 365個小時，每天晚餐後一個

小時。這個小時是屬於你的，我們可以談你想談的題目；去你想

去的地方；玩你想玩的遊戲。那是屬於你的一個小時！」 

我父親不但持守他的應許，而且每年他都更新這個應許。這是我

一生中所得著最偉大的禮物，這禮物使我能站立在今天的光景

中。 

並不是好笑的事 

如果不是因著一個不誠實的雜貨商，吉姆‧賓尼將只會是一個普

通雜貨店老闆，而不是一個擁有全國性連鎖店的大老闆。 

當吉姆還是個青少年時，在密蘇里州的漢米爾頓市替一個雜貨商

工作，他喜歡那個工作，並且盼望有一天自己開一間雜貨店。 

有一天他回家時對他的家人描述他的老闆多麼精明：他將便宜的

咖啡混在比較貴的上等貨裡面，而以上等貨的價錢賣出來增加利

潤。當吉姆在晚餐桌上講述這事時，還笑得很開心。 

但父親不覺得這是一件好笑的事，他嚴肅地對吉姆說：「你告訴

我，如果有人用同樣的方法對待這位雜貨店老闆，他會欣賞對方

很精明，而開心地笑嗎？」 

吉姆看得出父親對他的失望，他回答說：「我想不會；我還未認

真地這樣想過。」 

父親要他第二天去雜貨店，退還先前領的工資，然後辭掉工作。

雖然那時在漢米爾頓並沒有很多工作機會，但賓尼先生寧可讓他

的孩子失業，也不願他替一名不誠實的商人工作。 

最好的照顧 

司布真的父親有一次在講台上講道時，忽然覺得他最近忽略了對

自己孩子的屬靈教育。 

講完道後他趕緊回家，進入家門時卻沒有一個孩子在大廳裡。他

悄悄上樓，這時他聽到從房間裡傳來妻子正逐一提名為孩子禱

告，並給每個孩子一段靈性的教導。 

老司布真後來說：「我可以放心回去服事，因為孩子們都已得著

最好的照顧了。」 

重要的時刻 

有一位著名的傳道人回憶他母親對他深遠的影響，說：「小時

候，我們家有一項『五分鐘法規』：我們每天上學時，必須在離

家之前五分鐘，將一切事做好。 

我家孩子多，這撥出來的五分鐘，是媽媽用來與我們這些孩子一

起禱告的時間。禱告的地點不定，取決於我們都預備好要出門

時，媽媽正好在什麼地方；有時在廚房，有時在客廳或臥室，甚

至有時就在門口走廊上。 

那時刻我們都跪下來，讓母親個別給我們祝福，並謝謝主來供應

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通常媽媽會提到我們每個孩子的名字，並一

一給予特別的祝福。 

如果有鄰居的小孩來，要跟我們結伴去上學，媽媽也會請他參加

我們的禱告。禱告結束後，每一個孩子都得著一個親吻，然後我

們才離家。 

對我們每個孩子而言，這五分鐘是多麼重要的時刻啊！」── 摘

錄自網站:www.slzion.org《有關家庭的小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