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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9/1~9/7 
主日早上 

Turkey Swain Park 
全教會相調烤肉活動 10:00-3: 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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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任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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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15日的特別聚會，將由謝德建弟兄釋放信息，請弟兄

姊妹出席。 

二. 9月14日(週六早上10:30 -12:00，杨震宇弟兄家)的全教會事

奉交通聚會，請弟兄姊妹出席。 

三. 9月15日(主日下午1:00 -2:00PM， 曹波姊妹家)的姊妹成全聚

会，請姊妹出席。 

 

 

 

 

【玛玻罗教会姊妹成全聚会】 

一、成全的负担：如何有一个个人在主面前操练的属灵生活，带

进在人面前正常的家庭生活，  为着产生彼此建造的教会生活 

二、成全的内容： 

1. 操练与主之间亲密的关系    （神与敬畏祂的人亲近） 

2. 学习与家人之间正常的关系  （提摩太前书） 

3. 建立与圣徒之间建造的关系   （哥林多前书） 

三、成全的路： 

1. 每天个人亲近主的操练 

A．呼求主名 B. 祷读主话 C.认罪悔改 D. 唱诗讚美 E. 倾心吐意  

2. 每周与别的姊妹彼此的扶持 

A. 随灵而行 B.作属灵同伴 C. 彼此关心 D.彼此代祷 E.彼此激励  

3. 每月一次务必参加姊妹成全聚会的交通 

A. 请多多为此成全聚会多方代祷 

B. 并在平时多多认真操练以上项目，若有困难，带来聚会中交通 

C. 请勿迟到，前一晚要早点休息，孩子的事请丈夫帮点忙 

D. 请勿缺席，有任何事情，提前安排好 

E. 若有紧急状况，请通知别的姊妹告诉，我们好帮助你 

四、成全的主题： 

1. 九月 –開头的话 –夏娃与生耶稣的马利亚 –两个女人、两

个时代、两个影响 

2. 十月 -  温习与操练马大与伯大尼的马利亚 –两姊妹、属灵

与实际的平衡 

3. 十一月 –见证与问答  抹大拉的马利亚 – 一件美事 – 她

生命、生活的大改变 

4. 十二月 –结束的话 –书拉密女  歌中之歌 –神圣的罗曼史 

5. 2014 年一月 -新的年、新的起头 – 仰望神新的带领 

九月一日 

讀經 何西阿書 1～2 章；何西阿的經歷。 

鑰節 【何一 2】「耶和華初次與何西阿說話，對他說：你去娶

淫婦為妻，也收那從淫亂而生的兒女；因為這地大行淫

亂，離棄耶和華。」 

禱告 親愛的主阿，但願祢永不止息的愛能感動我，盡心、盡

性、盡意、盡力愛祢，專心的事奉祢。 

詩歌 恩愛標本～Church In Marlboro 

九月二日 

讀經 何西阿書 3～4 章；以色列人墮落的光景。 

鑰節 【何四 1】「以色列人哪! 你們當聽耶和華的話。耶和華

與這地的居民爭辯，因這地上無誠實、無良善、無人認

識神。」 

禱告 親愛的主阿，雖然我常跌倒，常叫祢傷心，但祢以永遠的

愛我，將我帶進祢豐滿的平安中，享受祢神聖的歡樂。 

詩歌 永遠的愛已愛我～Church In Marlboro 

九月三日 

讀經 何西阿書 5～6 章；歸向耶和華。 

鑰節 【何六 1】「來吧！我們歸向耶和華。他撕裂我們，也必

醫治；他打傷我們，也必纏裹。」 

禱告 親愛的主阿，我願轉向祢，經歷祢「醫治、包紮、甦

醒、興起」的恩典。 

詩歌 轉，轉，我轉向你～YouTube 

九月四日 

讀經 何西阿書 7～8 章；神審判以色列人的背道。  

鑰節 【何七 8】「以法蓮是沒有翻過的餅。」 

禱告 親愛的主阿，求祢用祢的榮耀，照亮祢每一句的話；並

且藉著祢的引導，活出榮耀祢的生活。 

詩歌 主耶穌，我羡慕活在你面前～Church In Marlboro 

九月五日 

讀經 何西阿書 9～11章；愛的懲治與責備。 

鑰節 【何十一 4】「我用慈繩愛索牽引他們，我待他們如人放

鬆牛的兩腮夾板，把糧食放在他們面前。」 

禱告 神阿，祢是以慈繩愛索來引領我走人生的道路。不論何

環境、不管何遭遇，我要緊緊的跟隨祢。 

詩歌 祂帶領我～Church In Marlboro 

九月六日 

讀經 何西阿書 12～14章；以色列的復興。 

鑰節 【何十四 4】「我必醫治他們背道的病，甘心愛他們；因

為我的怒氣向他們轉消。」 

禱告 親愛的主阿，求你開我眼，並奪我心。使我摔碎眾偶

像，從此專心的愛祢、事奉祢。 

詩歌 
你的靈豈非已見祂過～Church In Marlboro 

九月七日 

讀經 約珥書 1-3 章；耶和華的日子。 

鑰節 【珥二 25】「我打發到你們中間的大軍隊，就是蝗蟲、

蝻子、螞蚱、剪蟲，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補還你們。」 

禱告 主啊，求祢激動我們的心，使我們現在就愛祢；到「那

日」承受祢的祝福；在喜樂的榮耀裡，永遠敬拜祢。 

詩歌 恩主我愛你～Church In Marlb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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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Example%20of%20Grace.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9/2&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I%20am%20His.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9/3&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nLL_HyB-mU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9/4&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LP.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9/5&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e%20Leadeth%20Me.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9/6&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ast%20Thou%20Heard%20Him.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9/7&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MY%20Jesus%20I%20love%20Thee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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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讀何西何書？】任何人若想要明白神如何以祂的聖潔，

公義和慈愛，使背道者回轉歸向祂，而重新恢復屬靈的興盛，就必

須讀本書。 

【為什麼要讀約珥書？】任何人若想要知道如何使「耶和華的日

子」成為蒙福的日子，而不是受罰、受審的日子，就必須讀本書。 

【本週聖經鑰句】 
「你去娶淫婦為妻」【何一 2】──本書是一卷比較難懂的書，因

神藉著先知何西阿非常特殊和悲慘婚姻的生活喻指神與以色列家

的關係。何西阿作先知時，國內充滿強暴不法，在上者明爭暗

鬥，互相殘殺，民間百姓被牽引拜偶像，祭司為利縱容他們犯

罪，全國信仰道德淪亡，國家危在旦夕，神卻要他起來傳講信

息，勸勉國民當從罪中回轉。他被稱為「愛的先知」，因為所傳

的是一個偉大超越「愛的信息」。 

神要何西阿娶淫婦歌篾為妻，為要使她脫離墮落的生活， 給她供

應和保護。她的不貞是為人共知的，她繼續犯淫亂（二 2～7），

但是他卻仍然愛這淫亂的妻子，仍不放棄她。他在她潦倒落魄之

時找到了她，並用奴隸的價值將她贖回，使她重新回到他身邊，

作他的新婦（三 1～3）。 

先知娶淫婦的事象徵神和那背道子民的關係，好似神是丈夫， 以

色列是那淫亂不貞的妻子；神揀選她，並不是因她有什麼優點，

值得被愛，乃是完全出乎神的憐憫和慈愛。以色列歸神作選民

後，卻去拜偶像，事奉別神， 繼續犯屬靈的奸淫，神不得已的宣

稱他們的兒女為「羅路哈瑪」即「不蒙憐憫」和「羅阿米」即

「拋出」、「非我民」（一 6～9)，以告示對以色列的審判。 然

而神對她的怒氣是暫時的， 因著他那不變的愛， 要憐憫那淫奔

的選民，呼籲其歸回尋求他，並應許醫治他們背道的病，用慈繩

愛索牽引他們(十一 4～8）。 

願神這奇妙的愛感動我們， 不再二三其心、忘恩負義去愛別的事

物而速速的轉回，重歸神愛的懷抱。 

【建立蒙福家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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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鶼鰈情深】 

「鶼」是古時傳說中的比翼鳥；「鰈」是兩眼都生在右邊的比目

魚。「鶼鰈」乃用比翼鳥與比目魚來形容恩愛的夫妻。夫妻之愛

奠基於神的愛，當夫妻雙方愈愛神，愈進深於神的愛中，夫妻之

間的感情也愈發深厚。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壹 4:19)神是愛的源頭，是愛

的創始成終者，神賦予人愛的動機，也促成愛的成長。  

捨己的丈夫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

己。」(弗 5:25)成功的丈夫並不是隨心所欲、暢所欲為，乃是效

法基督的捨己，捨下自己的慾望、不對的情緒與思想，為他所愛

的人全然付出，甚至不惜以生命來愛。用愛來作一家之主，用愛

代替領導，使人甘願跟隨。做丈夫的，再藉捨己、付出，使人忠

心相隨。以溝通代替強權、以體恤代替要求、以欣賞代替挑剔、

以尊重代替藐視、以信任代替懷疑。對沮喪的配偶說出合宜的稱

讚，對孩子好的表現給予肯定和讚美。有必要時發出堅定而有愛

心的警誡，任何時候都能說出「我愛你」這句話；任何一個處境

都能說：「主！我感謝祢」。花時間傾聽配偶、孩子的心聲，以

體恤、溫柔、關愛的方式來回應，這樣的家庭必然像天堂。  

曾經有個要求很多、一心求升遷、態度強硬、不敏感的男人，太

太請他下班途中買罐咖啡粉回來，他怒吼道：「妳怎麼那麼快就

把咖啡用完！」他雖知道自己不夠體貼，但自忖至少他安份守

己，供應她生活所需，算一算可能他所給她的過於她所付出的。

直到有一天她把一紙離婚協議書遞給他時，他瞠目結舌，不知為

何有此結局。 

作丈夫的不肯捨己就不會有真實的關愛，太太在沒有體恤，只有

要求的壓力下只好離婚求去。所以「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

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捨己」可以表現在言語、行動、抉擇等大小事上，放棄自己的

意願和想法，尋求神的心意，體貼家人的需要，在這樣的學習過

程中聖靈會模塑男人，使他更像基督。 

順服的妻子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弗 5:22)為

主的緣故，作妻子的要學習因愛而順服丈夫，因為真正的愛必然

產生順服。愛是不張狂，張狂即驕傲不服，這類表現會藉著言

語、態度、行動傷害對方，當然違背了愛。若偶而出現這種情

形，要說聲：「對不起！」謙卑下來是挽回之道。做妻子的順服

丈夫，孩子順服父母，這種順服的學習，會使全家人更順服神，

且更多得著神榮耀的同在。 

若作妻子的對丈夫不服，很容易在言談之間表露出來，以致影響

孩子對父親的順服，也影響別人對丈夫的觀感。不要在人面前數

說丈夫的不是，或說些使丈夫下不了台的話。若有事心中過不

去，應私下與丈夫溝通，取得諧調。藉著凡事順服神，夫妻同心

同行，如比翼鳥雙飛、如比目魚同游，日久情深，順服也愈 

自然，愛對方的心也愈加增，此謂「鶼鰈情深」也。──劉秀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