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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8/11~8/17 
主日早上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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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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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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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下週主日早上聚會在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八月十一日 

讀經 耶利米書 40～42章；耶路撒冷淪陷之後發生的事情。 

鑰節 【耶四十 5 下～6】「於是護衛長送他糧食和禮物，釋放他

去了。耶利米就到米斯巴見亞希甘的兒子基大利，在他那裡

住在境內剩下的民中。」 

禱告 主啊，不論前途如何，我願揀選事奉祢、榮耀祢。 

詩歌 求你揀選我道路～Church In Marlboro 

八月十二日 

讀經 耶利米書 43～45章；對猶太人最後一次的信息。 

鑰節 【耶四十五 5】「你為自己圖謀大事嗎？不要圖謀！我必使

災禍臨到凡有血氣的。但你無論往哪裡去，我必使你以自己

的命為掠物。這是耶和華說的。」 

禱告 主啊，在生活裡一定有許多事是我無法掌控的。我願完全信

靠祢將一切交託祢。 

詩歌 我知誰掌管前途～Church In Marlboro 

八月十三日 

讀經 耶利米書 46～49章；審判列邦的預言。 

鑰節 【耶四十八 11】「摩押自幼年以來常享安逸，如酒在渣滓

上澄清，沒有從這器皿倒在那器皿裡，也未曾被擄去。因

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氣未變。」 

禱告 主啊，我願在祢手中，被倒來倒去。讓生命中的變遷，除去

我的渣滓，使我有基督的香氣。 

詩歌 祢若不壓橄欖成渣～Church In Marlboro 

八月十四日 

讀經 耶利米書 50～52章；審判巴比倫的預言。 

鑰節 【耶五十二 34】「巴比倫王賜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賜他

一份，終身是這樣，直到他死的日子。」 

禱告 主啊，無論我的景況如何，每一點，每一天，我是一樣需恩

典。 

詩歌 我無能力，我的主～Church In Marlboro 

八月十五日 

讀經 耶利米哀歌 1～5章；耶路撒冷被毀的「輓歌」。 

鑰節 【【哀三 22下～23】「因他的憐憫不至斷絕。每早晨這都

是新的。你的誠實極其廣大！」 

禱告 父啊，不論我們發生任何事情，祢的信實極其廣大無邊！

祢的愛、憐憫、供應每天早晨都是新的。 

詩歌 你信實何廣大～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十六日 

讀經 以西結書 1～6 章；榮耀的異象。 

鑰節 【結一 1】「當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結在迦巴魯河邊

被擄的人中，天就開了，得見神的異象。」 

禱告 神啊，求祢讓我們看見的祢的異象，並且聽到祢的聲音。 

詩歌 求主帶我上到高山～Church In Marlboro 

八月十七日 

讀經 以西結書 7～11章；神的榮耀離開。 

鑰節 【結十一 19】「我要使他們有合一的心，也要將新靈放在

他們裡面，又從他們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他們肉心。」 

禱告 父神，願在祢的兒女中间，因藉祢所赐的新灵，活出甜美

的合一。 

詩歌 我們呼吸天上空氣～Church In Marlboro 

【為什麼要讀耶利米哀歌？】 
 任何人若想要從神的管教中，認識自己的軟弱和失敗，也認

識神慈愛和憂傷的心，因而學習在謙卑和破碎的靈中回轉歸

向祂，並從神得著盼望與幫助，就必須讀本書。 

【本書要旨】本書是哀悼耶路撒冷被毀的五首「輓歌」，而主要

的信息是「罪所帶來的痛苦和災禍和耶和華向祂的子民發怒時，

仍有憐憫和慈愛。」 

【本週聖經鑰句】 

【哀三 22 下～23】「因他的憐憫不至斷絕。每早晨這都是新的。

你的誠實極其廣大！」 

「每早晨這都是新的」【哀三 23】──神的愛、神的同情，每

天早晨都是新的。「新」的意思並不是說必須新奇，乃是指永遠

是新鮮的，是活的；在我們的老問題上他有新同情，在我們新的

難處上他有新的同情。每天早晨他的愛在那裡等候我們，為我們

預備好了，要供應我們。好像作詩人所說：「因為他的怒氣不過

是轉眼之間；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便

必歡呼。」（詩卅 5）這就是我們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不論早

晚發生任何事情，我們都要仰望他，他總是憐憫我們的；他是復

活，他是生命。 

「你的誠實，極其廣大」【哀三 24】──我們的神是信實的，

他向自己忠心。提摩太後書說「我們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

因為他不能背乎自己。」（提後二 13）他向自己守信。有些時

候，我們不忠心，但是我們的神永遠向自己忠心；他向他自己的

話語忠心，他向他自己的應許信實，他向他與我們所立的信實；

他永遠是信實的。你的信實極其廣大！當我們回顧以往，就看見

他向我們是何等的信實！ ── 江守道 

【默想】親愛的，耶利米宣告神是使人有指望的神，是憐憫、慈

愛、信實的神。神的慈愛是超過祂的公義；祂的管教帶著憐憫，

祂的責打是因著祂的愛，祂的審判是催我們回頭。所以不論發生

任何事情，仰望和信靠這位憐憫的神以及祂的信實永不改變，祂

必保守、照顧和供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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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病痛之中陆维德弟兄，胡静倩和刘向群的父親禱告。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8/11&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365a.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8/12&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3/6-30-13%20weekly.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8/13&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386.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8/14&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7-15-12%20weekly.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8/15&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452.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8/16&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20285.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8/17&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6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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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訊信息】蒙福的人──清心、愛慕神的人 
【讀經】詩篇第七十三篇。 
【重點】在詩篇第七十三篇中，亞薩說當他看那些人的亨通、發

達，義人受苦，他險些滑跌。面對他的困惑，他來到神的面前向神

傾訴，透過與神交通，他的眼光被開啟，對問題有新的理解。他知

道惡人得勢不過是暫時的，他們最終的結局乃是沉淪。當他大徹大

悟後，他深感自己的無知和愚蠢，並轉念以愛慕神和領受神那直到

永遠的福分。 

【鑰節】【詩七十三 1】「神實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 

【鑰字】「清心的人」【詩七十三 1】──清心就是以神作惟一的

目標和目的。天路歷程充滿挑戰，基督徒難免「幾乎失閃，險些

滑跌」(2 節)，但你若在神面前保持「清心」(1 節)，必蒙神恩

待，接受神的光照與啟示，就不致滑跌。 

【大綱】詩篇第七十三篇是清心的人的禱告。全詩分為四段： 

(一) 蒙福的人(1～2) ； 

(二) 失去祝福的人(3～16) ； 

(三) 從失敗走出來的人(17～22)；  

(四) 蒙福人的生活(23～28)。 

【核心啟示】本篇我們看見詩人怎樣從懷疑和憤懣不平中釋放出

來？關鍵時刻在於：『等我進了神的聖所，思想他們的結局』(17

節)。詩人進入聖所後，生命經歷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他能以嶄

新的角度去看四周所發生的一切。詩人經歷了三方面的重整： 

（一） 以新的角度看「惡人」：詩人進了神的聖所，就能覺察惡人

被安在滑地，掉在荒廢之中(18節)。這使詩人說，『他們

轉眼之間，成了何等的荒涼！他們被驚恐滅盡了。就像人夢

醒了，主阿，你起來也必照樣輕看他們的影像』(19～20)。

詩人知道他們不過是一時風光，今日所擁有的不過如幻影；

所作所為，將來必被神審判。 

（二） 以新的角度看「自己」：21～22節是詩人的醒悟。聖靈光

照詩人，叫他發覺自己以前心懷不平，其實是十分愚昧。 

（三） 以新的角度認定「神」：神是清心人在地上獨一的愛慕：因

此詩人向神發出回應：『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

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

殘；但神是我心裡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25

～26) 。  

【默想】親愛的，你是否明白只有祂是你的至寶，只有祂是你的一

切的一切呢？你是否以神作你人生惟一的目標和目的，並且完全奉

獻給神呢？ 

【禱告】主阿，我不為自己要求什麼，我願意一切都是為著祢！我

只要祢所要的，凡在祢旨意之外的，我一概都不要。 

【詩歌】【除你以外】(讚美之泉)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還能有誰？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別無眷戀。 

除你以外，有誰能擦乾我眼淚？除你以外，有誰能帶給我安慰？ 

雖然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漸漸的衰退， 

但是神是我心裡的力量，是我的福份，直到永遠。 

視聽――除你以外～churchinmarlboro.org 

【金句】 我們若注目仰望主，一切就都變得簡單了；不只道路看

得分明，我們作事的動機，也必不致疑惑。―― 達秘 

【愛是自發的】在一次聚會中，一位少年姊姊說她不能愛神，要

她愛神非常困難。慕迪對她說：『要你愛你的母親很難麼？你需

要學習纔能愛你的母親麼？』她望著慕迪，眼中含淚地說：

『不。我不能不愛她。那樣的愛是自然發生的。』慕迪說：『是 

的。當聖靈在你裡面燃起神的愛時，你不能不愛神，那是自然流

露的。』 

當聖靈將神的愛澆灌你我的心時，愛神，服事神就不會感到困

難，且是甘甜的。『…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

心裡』(羅五 5)；我們當為此而求。 

※  如果你愛主耶穌，就常告訴祂。―― 倪柝聲 

【神今天還向人說話嗎？】 
一位年輕人去參加星期三晚上的查經班，聚會主題是要聆聽神的

聲音並順從祂。這年輕人不禁懷疑，神今天還向人說話嗎？ 

會後，他和幾個朋友一起去喝咖啡、吃點心，他們也聊起剛剛的

話題。好幾位談到神如何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帶領他們。當他駕車

回家時，已經十點了。坐在車子裡，他向神禱告說：「神啊，如

果你指示我，我一定盡力順從。」 

當他開到鎮上最主要的街道時，忽然有一個強烈的意念要停下來

買一加崙牛奶。他搖搖頭大聲禱告說：「神啊，是你向我說話

嗎？」 沒有得到回音，所以他繼續往回家的路上開。但必須停

下來買一加崙牛奶的意念揮之不去，他想到小撒母耳起初如何聽

不出神的聲音，又如何跑去問祭司以利。他對神說：「好的，神

啊，如果那是你的指示，我就去買一加崙牛奶吧！」順從神的考

驗似乎並不難。他反正一定用得上牛奶。 

於是他停下來買了牛奶再回家。當車子駛過了第七街，又有一個

意念：「轉到那條街去！」他想這真是不可思議，就直接越過了

十字路口。但還是覺得下一個路口時應該迴轉到第七街去，他就

真的轉過去了。半開玩笑地，他對神說：「好的，神，我願

意。」駛過幾條巷子，忽然，他覺得應該停下來，就將車子停在

路旁四處張望。 

這是鎮上一個半商業性的地區，此時所有的店門都關了，住家也

是一片漆黑，大概屋子裡的人們都已上床睡覺了。又一次，他感

覺有聲音告訴他：「把牛奶送去給對面那家人。」年輕人看看那

房子，已經黑漆漆的，裡面的人都已上床了。他在車裡禱告說：

「主啊，這簡直不可思議！他們已經睡了，如果我吵醒人家，人

家一定會很生氣，認為我是蠢蛋。」再度地，他還是覺得應該把

牛奶送過去。 

最後，他終於打開車門說：「主啊，好的，如果這真是你的意

思，我就送牛奶去給他們。即使你要我像一個神經病的人，那也

無妨，我願意順從你。我相信那一定有特別的意義，只是我現在

一頭霧水。不管了，我要去了。」他就過了馬路，按了那家的電

鈴。可以聽見裡面吵雜的聲音。一個男子應門說：「誰啊？你要

幹什麼？」 

接著，門打開了，那男子穿著 T恤和牛仔褲，看來好像剛從床上

起來。他一臉狐疑，看來很不高興這麼晚了還被陌生人打擾。

「幹什麼？」年輕人拿出那一加崙牛奶說：「我買了這牛奶給

你。」那男子拿了牛奶就迫不及待跑進去，口裡大聲講著西班牙

話，然後裡面走廊上有一個女人拿著牛奶到廚房去。那男子跟在

後面抱著一個嬰兒，嬰兒正在大哭。 

男子的眼淚流了下來。他啜泣著說：「因為這個月的開支太大，

我們已經沒錢買牛奶給嬰兒了。我剛剛正禱告，求神指示我該怎

麼辦，哪裡去找牛奶呢！」他太太在廚房大聲接下去：「我求神

派天使送來一些，你就是天使嗎？」 

年輕人拿出皮夾裡所有的錢交給那男子，然後轉身走向他的車

子，臉上不自覺地流下眼淚。他非常肯定，今天，神仍然垂聽禱

告。――李潘燕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Psalm%207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