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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8/18~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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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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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英杰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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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9月1日全教會相調烤肉活動。地點: Turkey Swain Park。 

 

 

 

 
八月十八日 

讀經 以西結書 12～14章；神所說的必定成就。 

鑰節 【結十二 25 上】「我耶和華說話，所說的必定成就，不再

耽延。」 

禱告 主阿！人不可靠，但祢何等可靠。我願安息在祢應許上

面，只知主祢如此說。 

詩歌 信靠耶穌何其甘甜～Church In Marlboro 

八月十九日 

讀經 以西結書 15～16章；葡萄樹和妓女的比喻。 

鑰節 【結十五 2】「人子啊，葡萄樹比別樣樹有什麼強處？葡

萄枝比眾樹枝有什麼好處？」 

禱告 主阿！住在你裡面，使我們成為一棵有用，結果子的葡萄

樹。 

詩歌 住在你裡面～YouTube 

八月二十日 

讀經 以西結書 17～19章；猶大王的哀歌。 

鑰節 【結十八 31】「你們要將所犯的一切罪過盡行拋棄，自作

一個新心和新靈。以色列家啊，你們何必死亡呢？」 

禱告 主阿！謝謝祢已經進入我心，使我有「新心和新靈」，得

著新的人生，脫離罪的苦情。 

詩歌 讓耶穌進入你心～Church In Marlboro 

八月二十一日 

讀經 以西結書 20～23章；以色列受罰之原因。 

鑰節 【結二十三 35】「主耶和華如此說：因你忘記我，將我丟

在背後，所以你要擔當你淫行和淫亂的報應。」  

禱告 主阿！我怎能離開祢，怎能將祢忘記。 

詩歌 我怎能離開主～YouTube 

八月二十二日 

讀經 以西結書 24～28章；神的審判臨到。 

鑰節 【結二十八 12】「人子啊，你為推羅王作起哀歌，說主耶

和華如此說：你無所不備，智慧充足，全然美麗。」 

禱告 主阿！求祢使我們脫離驕傲和愚昧，讓我們以謙卑束腰，

好承受祢的恩典。 

詩歌 榮耀之釋放～Church In Marlboro   

八月二十三日 

讀經 
以西結書 29～32章；七個審判埃及的預言。 

鑰節 【結三十二 1】「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耶和華的話臨到

我說。」 

禱告 主阿！求祢的話臨到我們，使我們聽見祢的聲音，順服祢

的呼召。 

詩歌 輕輕聽～Church In Marlboro   

八月二十四日 

讀經 以西結書 33～36章；守望者和好牧人。 

鑰節 【結三十四 15】「主耶和華說：我必親自作我羊的牧人，

使他們得以躺臥。」 

禱告 主阿！祢是我們的「好牧人」。是祢尋找、引導、領回、

纏裹、醫治、拯救、餵養我們。 

詩歌 祂來尋覓，滿了柔情～Church In Marlboro   

【為什麼要讀以西結書？】 
任何人若想要明白神為著祂榮耀的緣故，如何管教不忠不信的以

色列家和審判列國，並且以祂的榮耀如何救贖和復興以色列全家

(包括今天的教會)，就必須讀本書。 

【本書要旨】本書的主題乃是「神的榮耀」。從神榮耀的行動顯

出神管治以色列和列國的關係：神管教以色列家，以致耶路撒冷

的聖殿被毀，是因為他們背叛了祂（一章～廿四章)；神對付地上

的列國，是因為他們拜偶像和惡待以色列家（廿五章～卅二章)；

神復興以色列家，神的榮耀重回到聖殿（卅三章～四八章)。 

【本週聖經鑰句】 

「人子啊，你為推羅王作起哀歌，說主耶和華如此說：你無所不

備，智慧充足，全然美麗」【結二十八 12】。本書二十八章十

一至十九節，以西結在一首哀歌中說出撒但的來歷，正和先知以

賽亞在論巴比倫王的詩歌中說出一段撒但的墮落史相同（賽十四

12～15）。撒但曾是受膏的基路伯，是神完美的受造物，所神那

裡得著榮耀和美麗。他的居處是伊甸神的園，他在發火的寶石中

行走，只因他的美麗和智慧，心中高傲而高舉自己，結果墮落成

撒但(賽十四 12～15；弗二 2；林後四 4；啟二十 10)，於是受神

審判，先是被摔倒在地下，最終的結局乃是被永遠焚燒。 

【默想】以西結書二十八章的推羅王，預表撒但的化身，當「自

我」坐在推羅王的寶座上，結局就是神忿怒的審判。親愛的，你

是否從撒但的墮落而獲取教訓呢？一個人或是一個團體自絕於神

的恩典，常常是因驕傲，心靈被蒙蔽，以致一切以自我為中心，

而非以神為中心。「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彼前五 5 下) 。 

【家訊信息】蒙福的人──追求屬靈長進的人 
【讀經】詩篇第八十四篇。 

【引言】司布真說：“本篇的作者和作詩時間都不甚重要，其中

有大衛的香氣，有山上青草和曠野的氣味。”這正是大衛多流動

多戰爭之生活的背景。本篇的口氣乃是旅客的口氣。第一段（即

一至四節）就是旅客的盼望，第二段（即五至八節）乃是旅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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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rust%20In%20Jesus.html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8/19&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CL6DJmIYLI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8/20&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20632.html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8/21&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1TWa4e4CuA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8/22&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100.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8/23&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0/1-10-10%20weekly.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8/24&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In%20tendernes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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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第三段就是旅客的禱告（即九至十一節）。我們信徒都是

奔走天路的人。 

【重點】在詩篇第八十四篇，詩人以朝聖旅客的口氣，敘述對神

居所的渴望和走進聖殿時的禱告，也敘述在旅程中的經歷，及見

證所蒙的祝福。這篇給我們看見一幅基督徒追求屬靈長進的歷

程，就是從「渴想」尋求主，到「前往」朝見主，以及住在主裡

面「倚靠」的漸進過程。 

【鑰節】 

【詩八十四 4】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為有福！他們仍要讚美你。 

【詩八十四 5】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為有

福！ 

【詩八十四 12】萬軍之耶和華啊，倚靠你的人便為有福！ 

【鑰字】「便為有福」(4、5、12 節)── 本篇中的每一件事，

都跟「便為有福」這個主題有關。從這一篇中，我們可找到何人

為有福。第四節提的是那些住在神殿中的人；第五節提的是靠神

得力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人；第十二節提的是倚靠神的人。 

【大綱】詩篇第八十四篇是有福人的禱告。全詩分為三段： 

（一)渴想神的院宇(1～4)； 

（二)想往鍚安大道(5～8)； 

（三)行動正直的人(9～12)。 

【默想】基督徒的一生就好比一條朝聖的道路。親愛的，朝聖者

要到聖殿雖必須經過「流淚谷」，但神已經應許你，當你走天路

時，行走要力上加力(7 節)，需要時恩上加恩(11節)和任何境遇

時榮上加榮(11節)。 

【禱告】主啊！在人生的旅程中，我們願不斷地靠祢前進，以致

屬靈生命成長，臻于成熟丰滿。 

【謝謝你使我眼盲】 
在人看為不幸的遭遇，她卻視為神的祝福。  

芬妮．克羅斯比(Fanny Crosby, 1820-1915)可能是歷史上寫過

最多詩歌的女盲人作家。她是美國家喻戶曉的基督教讚美詩歌詞

作者。直到今日我們所唱的詩歌很多是出自她的作品。 

芬妮．克羅斯比出生在美國紐約州小鎮一個貧窮的家庭，在她出

生六周時，她因感冒引起眼睛發炎，家庭負擔不起進醫院的費

用，一個上門的庸醫用熱的膏藥為她敷眼，結果弄壞了芬妮的眼

睛。  

她的父親在她一歲時就去世了，因此她是由母親和祖母撫養長

大。她們用基督教的原則教育克羅斯比，並不時鼓勵她。 

靈裡的眼睛更明亮 

她憶述母親對她的影響，說：「我親愛的母親知道我將無法欣賞

這個美麗的世界時，她告訴我世界上有兩位很有名的詩人，都是

盲眼的；而且有時候神剝奪了人身體的機能，為的是要讓人靈裡

的見識得到更完全的覺醒。我記得很清楚，那天，她用豐富懇切

的聲調朗讀了彌爾頓因眼盲而寫的十四行詩，給予我很大的鼓勵

與影響。」 

「不久我就學會了其他孩子所學的一切，同時我下定決心要 

貯藏一顆寶石在心中，我稱之為『滿足 』，這成為我一生中的

一大安慰。 當我八歲時，我寫了幾行詩《我是多麼快樂

啊！》： 

雖然我不能看見；我已經決定，在這世界上，無論如何我會感到

滿足。我要享受許多的祝福，那是別人所不能得著的；要我因瞎

眼而流淚嘆息，我不能，也不願意。」 十五歲時，克羅斯比被

紐約盲人學校錄取。她在那裡共七年時間 ，在這期間她學習鋼

琴、吉他和歌唱。1843 年她加入了華盛頓的遊說者行列，爭取對

盲人教育的支持。1847-1858 年，克羅斯比在紐約的學校裡教英

文和歷史。 

克羅斯比一生中寫了八千餘首讚美詩。直到今天，絕大多數的美

國讚美詩集都收錄她的作品。她最著名的一些詩歌包括：《有福

的確據》、《安穩在耶穌手中》、《耶穌發慈聲召你回來》、

《主是我永遠的福分》和《榮耀歸於真神》都是十分通俗且深受

大眾喜愛。神也藉著這些聖詩幫助了許多在患難和痛苦中的人。

她雖是盲人，但心靈的眼晴卻十分明亮，無窮的喜樂與讚美感謝

經常出自她的口中。 

神總是不會錯的 

對於被誤診導致終身失明這件事，她在自傳裡這麼敘述：  

「當我安靜獨處時，常對自己說：芬妮，許多比眼瞎更壞的遭遇

可能會臨到你，人類心靈的失落比失去眼睛更糟千百倍。也許我

不能說話或是成了聾子，我不知道，但就整體而言，我瞎了眼未

嘗不是一件好事。若我不是瞎子，豈能獲得這麼多的幫助？我是

非常滿足了，也不願讓任何事情來打擾我對天父完全的信心，與

對祂慈愛的信靠，想來我得以健康長壽皆仰賴於這樣的信心所

致。 

若是有一天我需要某樣東西，我沒有得到，就等到第二天再去取

得，若仍是得不著，我就認為它可能對我沒有益處。 

在我失明的事上，看見是神所應許的，祂並沒有計劃，但祂應許

此事，我曾聽見天父說：「我所作的，你現在不明白，但將來會

明白的。」我也經常讀著下列的句子，而得到莫大安慰：『凡祂

籌算必快成全，按時皆要顯現，起初蓓蕾味或辛苦，日後果實甘

甜。』對我而言，在我生命中所缺少的許多事物，可能是許多人

寧死也不願缺少的。此乃他們的不幸，不是我。那些我所喪失，

不能獲得的並沒有使我感到悲傷；因為我所得到的是那樣豐富，

足讓我每天以喜樂度日。 

如果明天能治癒我肉身的視力 恢復正常，我寧可不要，因為我

的注意力可能會被自己身旁美麗、有趣的事物所奪，不再專注於

神，就不能對神唱出讚美的詩歌了。 

我聽說，那位醫我眼睛的醫生，自從用錯了藥導致我失明後，一

直感到很歉疚難過。但我若能遇到他，我要再三地對他說：『謝

謝您 ，謝謝您，使我眼瞎……。』。在醫生方面雖是做了一件

大錯事，但在神那一方面，總是不會錯的。慈愛的神曾藉祂無限

的慈愛與奇妙的旨意，使我還能有機會事奉祂。 

我深信我的失明是上天給予我的莫大祝福，為要預備我向祂多讚

美，並且鼓勵別人也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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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您 ，謝謝您，使我眼瞎……。』。在醫生方面雖是做了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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