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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9/15~9/21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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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宪明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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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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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十五日 

讀經 彌迦書 1～2章；責備的信息。 

鑰節 【彌彌二 13上】「他們的主在前面行，耶和華引導他們。」 

禱告 主啊，不管我們前面的路是何等的不明，何等的可疑，感謝

祢是我們的開路先鋒，永遠引導我們走路。 

詩歌 救主領我免迷途～Church In Marlboro 

九月十六日 

讀經 彌迦書第 3 章；嚴責眾首領及假先知。 

鑰節 【彌三 8 下】「至於我，我藉耶和華的靈，滿有力量公平才

能。」 

禱告 主啊，願聖靈充滿我，使我得著力量、公平、才能，能為祢

而活並作見證。 

詩歌 充滿我～Church In Marlboro 

九月十七日 

讀經 彌迦書 4～5章；安慰的信息。 

鑰節 【彌五 2】「伯利恆以法他啊！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

必有一位從你那裏出來，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他的根

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 

禱告 主啊，求祢將我的眼光只注目在祢的身上。祢是我的救主、

生命、大夫，祢是君王；並且祢還要再臨，建立祢榮耀的國

度。 

詩歌 惟有耶穌～Church In Marlboro 

九月十八日 

讀經 彌迦書 6～7章；爭辯與盼望。 

鑰節 【彌七 18】「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饒怒你產業

之餘民的罪過，不永遠懷怒，喜愛施恩？」 

禱告 神啊！無人能像你那樣的聖潔、公義、慈愛、憐憫；神的赦

罪、饒恕、施恩和慈愛是我所仰望、所信靠的。 

詩歌 無人能像祢～YouTube 

九月十九日 

讀經 那鴻書 1-3 章；尼尼微滅亡。 

鑰節 【鴻三 19】「你的損傷無法醫治，你的傷痕極其重大；凡

聽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惡，誰沒有時常

遭遇呢？」 

禱告 主阿！ 我承認自己的傷痛、無助、絕望。我願來到祢的施

恩寶座面前，讓祢那溫柔、慈祥的手，親自「醫好」、「裹

好」我的傷。 

詩歌 來罷，憂傷的人～Church In Marlboro 

九月二十日 

讀經 哈巴谷書 1-3章；義人因信得生 。 

鑰節 【哈三 2下】「耶和華啊，求你在這些年間復興你的作為，

在這些年間顯明出來；在發怒的時候以憐憫為念。」 

禱告 主阿！求祢賜給我們禱告的負擔，好叫祢顯作為，讓祢的教

會得復興。 

詩歌 復興你工作，主～Church In Marlboro 

九月二十一日 

讀經 西番雅書 1-3章；耶和華的日子。 

鑰節 【番三 17】「耶和華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

主，他在你中間必因你歡欣喜樂，默然愛你，且因你喜樂而

歡呼。」 

禱告 主阿！為著今日，求祢保守我「藏在」在祢的愛裹；到那

日，完全地溶化在祢的愛裹。 

詩歌 你這神的隱藏的愛～Church In Marlboro 

【為什麼要讀瑪拉基書？】任何人若想要知道當如何記念神的日

子，並預備好迎接那位要再來的主，就必須讀本書。 

【為什麼要讀那鴻書？】任何人若想要認識神的屬性──祂的公

義、公平、怒氣和憤恨，並且祂的良善、憐憫和同情，就必須讀

本書。 

【為什麼要讀哈巴谷書？】任何人若想要明白神為何審判不義之

猶大和巴比倫，而審判中的「生路」就是「義人因信得生」，就

必須讀本書。 

【為什麼要讀西番雅書？】任何人若想要明白神是如何在愛中來

審判，而又是如何藉著審判把我們「隱藏」在祂的愛中，就必須

讀本書。 

【本週聖經鑰句】 
『在何事上』【瑪一 2】──瑪拉基書的「麻」（Maw，譯音）

這個字在本書中用過約八次（一 2，6，7，二 17，三 7，8，13，

14），在中文聖經中作「在何事上」、「如何」、 「甚麼」。

這字一方面說出瑪拉基時代的猶太人著迷的情形，得罪了神，自

己還不知道；另一方面也說出他們對神那种倔強的態度，這种態

度後來就演進到了主耶穌時代猶太人拒絕主和今日他們還不肯悔

改的那种剛愎和驕傲。同時，他們中間有祭祀、有儀式，可是都

失去了實際；這就形成了後來主在世時的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兩

等虛假又偽善的人。同時他們行詭詐，以次充好（一 14），扣住

十分之一這都源於他們貪利、吝嗇的特性。 

瑪拉基書的信息，非常切合今天的時代，它所指出的毛病，也正

是今日神子民常常犯上的：信徒的不敬虔，假裝無知，不知痛

悔，否定了神的權柄和話語，事奉和奉獻上馬虎了事、態度輕

忽，甚至嗤之以鼻，在道德問題上十分脆弱，更有與非信徒通婚

的。願我們受提醒，神巴望得著我們愛祂、敬畏祂，有真誠的事

奉、獻祭，並且信仰道德生活一致。今天黑夜已深，外面的情況

或許不叫人受鼓舞，反而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漸漸冷

淡了。但要知道末日將近，主必快來，我們當常思念主愛，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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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481.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9/16&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ill%20Me%20Now.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9/17&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427.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9/18&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http://www.youtube.com/watch?v=sxSge8bmoCE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9/19&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506.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9/20&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20632.html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9/21&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hou%20Hidden%20Love%20of%20Go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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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虔，生活端正，將身體獻上，殷勤事奉，並且束緊心中腰帶，

儆醒等候主，到那日必蒙主稱許。 

【創世記讀經課程】第一課創世記引言 
【為什麼要讀創世記？】 

 聖經主要的啟示和真理，都是產生於創世記。任何人要明白聖經

的中心思想和人類的歷史，必須從本書開始。 

 認識神是基督徒一生必學的功課！本書藉著神的創造而彰顯祂的

所是和祂的所作，叫我們明白神的旨意和揀選，並祂對人墮落的

反應和應對，以致我們確立符合神心意的人生意義和目标。 

 認識人的軟弱和無能是蒙神悅納的第一步！本書藉著人的墮落和

失敗，叫我們明白基督是墮落之人唯一的指望和拯救，以致我們

尋求祂，歸向祂，信靠祂，順服祂，與祂聯合，而得著神為人所

預備的救恩。 

 認識人對神應有的回應是蒙神賜福的祕訣！本書藉著人信靠、順

服，或拒絕、背逆的歷史，叫我們明白如何事奉神並討祂的歡

喜，以致我們建立與祂更深、更親密的關係。 

【如何讀創世記？】 

 明瞭全書所記的重要事實，並深入默想所啟示的內容和主題。用

心領會神對人的啟示，祂和人的關係，祂拯救的計劃，基督的預

表等。 

 詳細查考創世記中八個主要人物的生平事蹟，包括亞當、亞伯、

以諾、挪亞、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約瑟。一方面看見神揀選

的主權，以及神如何帶領和對付他們的方式和經過；另一方面也

認識他們蒙神賜福的原因。 

【本書鑰節】 

 「起初神創造天地」(創一 1) 。 這肯定了神是宇宙萬有的來源

和意義，也否定了人類自古以來對神和宇宙所有虛妄的思想和理

論，如進化論，人是從猿猴進化而來﹔如唯物論，物質形式與過

程是認識世界的主要途徑。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

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

一切昆蟲。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祂的形像造男造

女」(創一 26～27) 。 這說出神造人的目的有三：(1)要人彰顯

神；(2)要人代表神管理萬物；(3)要人對付神的仇敵──爬物

(路十 18～19)。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

示你的地去」(創十二 1) 。亞伯拉罕被選召，說出神要得著一班

人，成為祂見證的器皿，並在神的引導和賜福之下，完成神造人

最初的計劃。 

【本書鑰字】「起初」(一 1) 和「敗壞」(六 11) 。 

【本書要旨】神是創造者，萬有和歷史之主，並在祂救贖計劃中以

色列先祖的地位和事蹟。創世記解答了基督徒信仰的基本問題: 

（一） 神是怎樣的一位神？祂在我身上有什麼計劃？祂為什麼要揀

選我，呼召我，看顧我，也管治我？ 

（二） 我到底是誰？我為什麼活著？我人生的意義和目的是什麼？

我怎樣才能過蒙神賜福的人生？ 

【本書大綱】 

（一） 上古的歷史――第一部分是一章到十一章，敘述四件重要的

事實，包括神的創造、人的墮落、洪水的審判，和巴別的咒

詛，側重神對人四次墮落的反應和應對。 

（二） 列祖的歷史――第二部分是由十二章到五十章，記述神選召

的四個人物的生平，側重神在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約瑟

身上的工作。 

【默想】 

（一） 我認識創造的神和祂的創造有多少呢？我知道我的價值、

尊貴和地位在於我是祂所精心設計的？ 

（二） 我認識自己有多少呢？我知道離了神，我將一無所是、一

無所能嗎? 

（三） 我認識神在我身上工作的方式和過程有多少呢？我知道神

向我所要的是什麼呢？ 

【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祢的揀選和呼召，使我們蒙恩

能有份祢的計畫和旨意。我們願意一生事奉祢並討祢的歡喜。

所以我們求祢，不停止祢在我們身上的工作，直到我們成為祢

見證的器皿，使祢心滿意足。奉祢兒子寶貴的名。阿們！ 

【詩歌】【父啊，久在創世之前】(《聖徒詩歌》21首) 

 視聽―父啊，久在創世之前～churchinmarlboro.org 

【金句】 

※ 「人類永遠無法得著安息，除非安息在神裡面。」――奧古

斯丁 

※ 「感謝神！我們的失敗、罪惡、軟弱、虧欠，並未把神愛我

們的心沖淡了。回頭吧！祂正以展開的雙手等你回來重投祂

懷抱。」―― F.B. Meyer 

【心靈加油站】福 

蒙福的感受是從改變心境而來，而不在於獲得更多祝福。 

※ Blessed are all who fear the Lord, who walk in his ways. You 

will eat the fruit of your labor; blessings and prosperity will be 

yours. 凡敬畏耶和華、遵行祂道的人，便為有福。你要吃勞碌

得來 的，你要享福，事情順利。 ~詩 128:1-2   

※ Prayers go up and blessings come down. ~Yiddish proverb 

禱告獻上，恩福賜下。  

※ Try claiming God’s blessings instead of merely longing for them. 

~Henry Jacobsen 嘗試以宣告神的祝福，來替代僅是渴想它們

吧！  

※ When you think of life, think first about the blessings you have. 

Don't focus on misfortunes, for they are but a faint shadow. 

~Catherine Pulsifer 當你一想到人生，請先想想所擁有的祝福

吧；不要專注於不幸，因它們不過是個暗淡的影兒。  

※ Temporal blessings are not definite marks of divine favor, since 

God gives them to the unworthy, and to the wicked, as well as to 

the righteous. ~C.H. Spurgeon 現世的福氣並非一定是上天恩寵

的記號，因為神同樣也賜給那些不配、邪惡的人，就像賜給

義人一樣。 

※ A sense of blessedness comes from a change of heart, not from 

more blessings. ~Mason Cooley 蒙福的感受是從改變心境而

來，不在於獲得更多祝福。  

※ All the blessings we enjoy are Divine deposits, committed to our 

trust on this condition, that they should be dispensed for the benefit 

of our neighbors.~John Calvin 我們所享有的一切祝福，都是天

賜的存款，交由我們託管，好使我們的鄰舍受惠獲益。  

※ Life holds so many simple blessings, each day bringing its own 

individual wonder. ~John McLeod  人生蘊含了諸多單純的祝

福，每一天都攜帶著它獨特的驚喜。  

※ Submit to God and at peace with Him, in this way prosperity will 

come to you. 你要認識神，就得平安，福氣也必臨到。 

――摘自飛揚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