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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8/25~8/31 
主日早上 

Turkey Swain Park 
全教會相調烤肉活動    10 AM-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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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麗斌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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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9月1日全教會相調烤肉活動。地點: Turkey Swain Park。 

 

 

 

 
八月二十五日 

讀經 以西結書 37～38章；枯骨復活的異象。 

鑰節 【結三十七 4】「他又對我說：你向這些骸骨發預言說：

枯乾的骸骨啊，要聽耶和華的話。」 

禱告 主阿！求祢向教會吹生命之氣，賜下復興的靈。 

詩歌 枯乾的骸骨阿～Church In Marlboro   

八月二十六日 

讀經 以西結書 39～40章；聖殿的藍圖。 

鑰節 【結三十九 25】「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使雅各被擄的人

歸回，要憐憫以色列全家，又為我的聖名發熱心。」 

禱告 主阿！我們願天天更多親近祢，更多認識祢，更多傳揚

祢。 

詩歌 更多認識基督～Church In Marlboro   

八月二十七日 

讀經 以西結書 41～43章；神的榮耀重回聖殿。 

鑰節 【結四十三 5】「靈將我舉起帶入內院，不料，耶和華的

榮光充滿了殿。」 

禱告 主阿！吸引我們更親近祢，教導我們靠著祢你恩典，專一

事奉祢。 

詩歌 吸引我近，更近，親愛主～Church In Marlboro   

八月二十八日 

讀經 以西結書 44～48章；聖殿和聖城的恢復。 

鑰節 【結四十七 9】「這河水所到之處，凡滋生的動物都必生

活，並且因這流來的水必有極多的魚，海水也變甜了。這

河水所到之處，百物都必生活。」 

禱告 主阿！祢是生命水的河，凡祢所流過之處，死亡就被吞

滅，百物都要活。 

詩歌 唱一首天上的歌～Church In Marlboro   

八月二十九日 

讀經 但以理書 1-3章；但以理與三友人的見證。 

鑰節 【但一 8】「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的酒玷污

自己，所以求太監長容他不玷污自己。」 

禱告 親愛的主阿，我們天天坦然無懼地來到祢的面前，支取每

天需用的能力和恩典，幫助我們面臨試探時，能有不移的

信心，站立得穩。奉主耶穌基督聖名，阿們！ 

詩歌 視聽――當人棄絕地的賄賂 ，前來為神而活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三十日 

讀經 但以理書 4-6章；但以理的故事。 

鑰節 【但六 27】「祂護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蹟奇

事，救了但以理脫離獅子的口。」 

禱告 主阿，我為著祢，沒有一樣是不能捨棄的，甚至於我的性

命。―― 倪柝聲 

詩歌 祂的臉面，祂的天使常看見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三十一日 

讀經 但以理書 7-12 章；但以理看到的異象。 

鑰節 【但九 23】「你初懇求的時候，就發出命令，我來告訴

你，因你大蒙眷愛，所以你要思想明白這以下的事，和異

象。」 

禱告 親愛的主，但以理在異象中看見你要再來，建立一個永遠

的國度，並且與神的聖民一同掌權，直到永遠。藉這些預

言，使我們裡面產生愛慕你再來的心，並且讓我們作一班

謹慎，儆醒，預備迎見你再來的人。 

詩歌 你是我異象 churchinmarlboro.org  

【為什麼要讀但以理書？】 
任何人若想理解神在每個時代計劃裏的安排，並且過得勝的生活

不被世界的環境、壓力所改變，就必須讀本書。 

【本書要旨】認識神的主權和計劃，以及學習但以理一生美好的

見證。 

【本週聖經鑰句】 

【但一 8】「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的酒玷污自己，所

以求太監長容他不玷污自己。」 

「立志」【但一 8】──直譯是「放在心上」(賽四十七 7，五十

七 1、11；瑪二 2)，而「不放在心上」即是「不介意」(賽四十三

25；和合本、呂本)，「麻本不仁」(現中)。本章講述這些忠貞青

年人的故事，他們如何在信仰挑戰的危機中，「立志」(但一 8)向

神過著分別為聖的生活。他們向人見證了他們所事奉的神，是怎

樣掌管了他們生命中的一切和在面對危機時候，神是如何保守了

他們。 

在今天基督徒所處的「無神的社會」，所面對的最嚴峻考驗，豈不

正是被世俗同化嗎？但以理智慧地選擇他的戰場，既能適應陌生

的環境又不背離神的旨意。有些事是他不能改變的(如，教育、 

改換名字等等)。然而，在每一個關鍵的時刻，但以理「立志」

(但一 8)在信仰上毫不妥協。你是否也願意為基督徒的身份作出同

樣的「抉擇」呢？當你面對一個要讓你在信仰上妥協的時候，你

是否「決定」不隨波逐流，而總會堅定地說「不」呢？ 

【默想】但以理是轉移時代的得勝者，他生活在一個動盪不定的

時代，一生歷經四代君王，二個王朝。但當他面對生活中種種的

試煉與死亡的威脅之時，他不哀嘆、不抱怨，反而忠心至死地事

奉神；並且他持續了七十年，信心堅定地活在神面前，並且勇敢

地向人見證神的大能和榮耀。親愛的，你是否也能「委身」，一

直堅持地保持敬虔的生活，繼續忠心地事奉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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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ristianstudy.com/data/hymns/midi/hymnary/hymnary653.mid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8/26&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277.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8/27&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66.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8/28&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eavenly%20song.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8/29&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or%20Him%20Only.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or%20Him%20Only.html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8/30&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373.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8/31&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Be%20Thou%20my%20vision.htm


瑪波羅教會家訊───「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四 16) 

 2 

【家訊信息】蒙福的人──建立蒙福家庭的人 
【讀經】詩篇第一二七和一二八篇。 

【重點】詩篇第一二七篇談及耶和華賜福和建立家室；詩篇第一二

八篇說到蒙福的家庭，是從敬畏耶和華而來的。 

【鑰節】 

【詩一二七 5】箭袋充滿的人便為有福；他們在城門口和仇敵說話

的時候，必不至於羞愧。 

【詩一二八 1】凡敬畏耶和華、遵行他道的人便為有福！ 

【鑰字】「凡敬畏耶和華、遵行祂道的人便為有福」(詩一二八 1)

──這首詩篇所論的福，特別是指家庭。猶太人注意家庭蒙神賜福

。我們的屬靈生活，如果力求真實，也常有家庭蒙福的光亮。所以

英國詩人華茲華斯（Wordsworth)將家庭與天堂連在一起。敬畏神

的人，將天堂帶到家庭。我們不必自憐，我們必須除去憂慮惱恨，

也消除臉上密集的陰雲。在家中我們相見如賓，也有最甜蜜、歡樂

、可愛的表現。──邁爾 

【大綱】蒙福的家庭生活：  

（一） 家庭蒙福是從耶和華而來(一二七 1～2)──沒有神的幫助，

人一切努力都是枉然。 

（二）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福(一二七 3～5)──兒女需要生養、教

養、培養，使他們成為勇士(指主說的)手中的箭。 

（三） 蒙福家庭的原則: 

(1) 有福(1，4節) ──敬畏耶和華 

(2) 享福(2節) ──勞碌有享受、有安息 

(3) 神賜福(5 節) ──一生一世看見耶路撒冷(教會)的好處 

【默想】 

(一) 親愛的，孩子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詩一二七 3)，你是

如何經營這分產業呢？今天在主的箭袋裏，你的兒女是否主

的手中成了一枝有用的箭呢？ 

(二) 親愛的，你的家庭生活是否蒙神祝福呢？ 

【禱告】神啊，祢是創造天地的主，也是那賜福的主，願我們的

家蒙祢賜福。 

【金句】 

※ 一個人應當生活得使每個人，尤其是他自己的家人，都知道他

是一個基督徒。―― 慕迪 

※ 一個人除非能夠和家人和睦相處，否則他沒有權利站在講臺上

說教。―― 慕迪 

【精彩的下半場婚姻】 
下半場人生除了工作職場規劃外，婚姻關係的建造尤為重要。安

大衛(David Arp)和安可蘭(Claudia Arp)夫婦於 2004年推出

《婚姻下半場──面對空巢期八挑戰》。書中與婚姻正處於下半

場的夫婦們分享，空巢期面臨的八大挑戰： 

（一） 忘記過去，彼此饒恕。 

（二） 配偶才是婚姻焦點，並非兒女。 

（三） 重新培養傾聽能力和習慣，學習夫妻溝通的藝術。 

（四） 化阻力為助力，積極處理怒氣與衝突。 

（五） 建立真摯的友誼。 

（六） 製造浪漫情趣和愉悅的性關係。 

（七） 三明治世代：夾在老邁父母與成年兒女之間。 

（八） 天路伴侶：相互扶持，同心同行 

親愛的讀者們！無論您的婚姻曾經歷何等凶險的暴風與挑戰，下

半場婚姻是咫尺難逢的良機；兒女成人、二人世界，重溫舊愛、

愛情續杯，正是一同營造成熟、圓滿、浪漫婚姻生活的最佳時

機。 

「夕陽無限好，不怕近黃昏」。今後，讓我們將生涯規劃朝向更

有意義的轉換，並努力營造一個夫妻相愛相屬，更精彩的人生下

半場吧！──江林月嬌 

【乞丐與麵包】 

快樂的英文字是 happiness，字根是 happen。所以，happiness 

(快樂)，是因為 happenings：快樂是導源於或說是建立在周圍環

境發生的事上。換句話說，要快樂，心中願望的事必須能 

happen(發生)。中文字「樂」上還加個「快」，指出享受快樂的

時間是短暫的：心中盼望的事即使發生了，快樂只在一時，不會

長久；事過境遷，隨之煙消雲散。無怪乎快樂自古千金難求，是

不易捕捉的夢。 

喜樂（joy）與快樂就完全不同：喜樂是發自內心，不在於事情

發生與否，也不受環境的影響。就像保羅，腓立比書是他在監獄

寫的書信，他身繫囹圄，心裡卻充滿感恩，充滿喜樂。在短短的

書信裡， 提到喜樂，就有十九次之多。處於險惡，不順利的環

境，他仍不改喜樂的心境。 

從前有兩個乞丐，每天到國王的城門口，國王就令人各給他們一

條麵包。其中一人向國王致謝。另一人則向神感恩，感謝神賜給

國王足夠的財富讓他能慷慨賙濟窮人。 

日復一日，第二個乞丐的話令國王大大不悅，於是有一天，國王

決定給他一個教訓。一天，他命廚子做了兩條一模一樣的麵包。

在其中一條麵包裡，藏了珍貴的珠寶。國王仔細的交交代廚子，

要把這條藏了珍貴珠寶的麵包給那每次會感謝國王的乞丐。 

第二天， 廚子親自到城門口，把那藏了珍貴珠寶的麵包交給第

一個乞丐。他知道要是犯了錯，國王一定會大怒的。 

第一個乞丐拿了麵包，覺得重量不對，他猜測一定是麵包做壞

了，因此在回家的路上，他要求與另一位乞丐交換麵包。第二個

乞丐常樂於助人，自然答應第一個乞丐的要求，於是兩人交換麵

包，然後就各自回家了。 

晚餐時，第二個乞丐在麵包裡發現了珠寶。他就感謝神賜給他財

富，感謝神可以不必再過乞討麵包的日子了。 

第二天早晨，國王非常驚訝， 因為只有第一個乞丐出現在城門

口。他把廚子叫來，問他是否把麵包給錯了。廚子回答說他的確

是照國王的吩咐辦的，國王只好問乞丐了：「我昨天給你的麵包

怎麼了？」 

「啟稟陛下，那麵包太重，一定是做壞了，所以我和朋友交換

了。」 

從此國王了解，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權中，神能讓有錢人貧窮，讓

貧窮人富有，甚至就連國王都無法改變「王的心在神手中，好像

隴溝的水，隨意流轉。」(箴 21:1)可是為什麼第二個乞丐，不管

當乞丐也好，不當乞丐也好，都能感謝神？人若不是心裡有喜

樂，是不可能日復一日，自內心發出感謝的，尤其是乞丐，怎可

能日日有喜樂呢？所以，喜樂是一個人在任何環境下因親近神，

依靠神心裡自然發出的感受。──沈賢林 

【但願你的人生有】 

足夠的快樂，使你永遠甜美！ 足夠的試煉，使你日益堅強！  

足夠的盼望，使你快樂幸福！ 足夠的失敗，使你謙遜成長！  

足夠的憂傷，使你悲天憫人！ 足夠的成功，使你滿懷熱忱！  

足夠的朋友，使你得著慰藉！ 足夠的熱忱，使你勇往直前！  

足夠的信心，使你不致喪志！ 足夠的毅力，使你日日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