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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9/2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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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英杰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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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闵永恒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国华姊妹家 

 

 

 

 
九月二十二日 

讀經 哈該書第 1 章；呼召重建聖殿。 

鑰節 【該一 7～8】「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

的行為。你們要上山取木料，建造這殿，我就因此喜樂，且

得榮耀。這是耶和華說的。」 

禱告 主阿！求祢激動我們的心，今日答應祢的呼召，積極起來建

造祢的家，不再推托。 

詩歌 建造當趁今日 ～Church In Marlboro   

九月二十三日 

讀經 哈該書第 2 章；鼓勵完成建殿工程。 

鑰節 【該二 9】「這殿后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在這地

方我必賜平安。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禱告 主阿！願教會能見證祢的榮耀不敗落。 

詩歌 這是榮耀教會～YouTube   

九月二十四日 

讀經 撒迦利亞書 1～2章；第一次和第二次的信息(上) 。 

鑰節 【亞二 5】「耶和華說：我要作耶路撒冷四圍的火城，並要

作其中的榮耀。」 

禱告 主阿！有祢同在，我們從蒙羞的光景，轉變成歡樂與歌唱。 

詩歌 基督使我心中喜樂～YouTube   

九月二十五日 

讀經 撒迦利亞書 3～4章；第二次的信息(中)。 

鑰節 【亞四 6】「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纔

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禱告 主阿！不要讓我們倚靠自己的能力。願我們行走在聖靈的能

力中，作有能力和得勝的基督徒。 

詩歌 蒙聖靈的安慰～YouTube 

九月二十六日 

讀經 撒迦利亞書 5～6章；第二次的信息(下)。 

鑰節 【亞六 12】「對他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看哪！那名

稱為大衛苗裔的，他要在本處長起來，並要建造耶和華的

殿。」 

禱告 主阿！求祢使我們更能得勝，靠著祢的恩典，一生討祢喜

悅。 

詩歌 主使我更愛你～Church In Marlboro   

九月二十七日 

讀經 撒迦利亞書 7～8章；第三次的信息。 

鑰節 【亞八 6】「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到那日，這事在餘剩的

民眼中看為希奇，在我眼中也看為希奇嗎？這是萬軍之耶和

華說的。」 

禱告 主阿！祢是何等奇妙的救主，祢能使我們的哀哭變為喜樂。 

詩歌 何等奇妙的救主～Church In Marlboro   

九月二十八日 

讀經 撒迦利亞書 9～11 章；第四次的信息。 

鑰節 【亞九 9】「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民

哪！應當歡呼。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裡！他是公義的，並

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的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駒子。」 

禱告 主阿！祢是好牧人，祢尋找失喪的，醫治受傷的；我們求祢

在各地興起更多忠心的好牧人，牧養祢的羊群。 

詩歌 耶穌我主榮耀王～Church In Marlboro   

九月二十九日 

讀經 撒迦利亞書 12～14 章；第五次的信息。 

鑰節 【亞十四 20 下】「當那日，馬的鈴鐺上，必有『歸耶和華

為聖』的這句話。」 

禱告 主阿！祢是是可畏的，又是可親近的。願我們在每一件事上

都分別出來，「歸耶和華為聖」。 

詩歌 絕對分別出來活 churchinmarlboro.org 

九月三十日 

讀經 瑪拉基書 1-4章)；祂來的日子。 

禱告 哦主阿！但願我們是一班敬畏祢、尊敬祢、愛祢的人；是一

班等祢如公義的日頭出現的人。然後在祢回來的時候，願我

們能站立得住，與祢永親近。 

詩歌 新鮮如同清晨甘露 YouTube   

【為什麼要讀哈該書？】任何人若想要知道神現在仍然呼召祂的

子民，同心合意建造神的家，好使祂得著榮耀，就必須讀本書。 

【為什麼要讀撒迦利亞書？】任何人若想要明白神如何完成祂永

遠的計劃──選民的復興與繁榮，列國的滅亡，以及彌賽亞第一

次來臨和再臨所要成就的，就必須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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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聖經鑰句】 
「要省察」【該一 5、7】──省察」與「追想」原文字同，本

書共用過五次（一 5，7；二 15，18 三次）。在哈該的預言中，

這一個鑰字是神在那個特殊的光景中向百姓提出的。被擄歸回的

猶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他們生活的主要目的是建造神的殿。但他

們開工奠基後，遭遇外邦人的反對，因而都灰心失望，竟然停工

了十五年之久。於是神對於這些百姓，有一個特別的字給他們，

那就是「要省察」（5、7節）。 

第 5 節的「要省察」是要他們先心中仔細察看，過去所作的是甚

麼呢？他們為什麼辛苦撒種，卻收的少呢？他們為什麼得不著神

的祝福呢？因為他們只顧自己安逸享受，建房，種收，所以得不

到神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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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letusbuild.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hse_u6xQ6c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9/24&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1nxyLKsDmc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9/25&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http://www.youtube.com/watch?v=vupIfKm688Q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9/26&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More%20Holliness%20Give%20Me.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9/27&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75.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9/28&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YRLEEHY.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9/29&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3/5-12-13%20weekly.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9/30&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60q9YHT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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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節的「要省察」是要他們省察，現今是否有上山取材，建造

聖殿的行動呢？因為建造神的聖殿乃是榮耀神。 

他們「要省察」是否使神得榮耀呢？ 

第一個「要省察」（5 節）是向後看，察看所已經作過的事，藉

此回想過去的失敗、把握現今的時機；第二個「要省察」（7

節）乃是向前看並提醒他們不應只為自己的事，而忘記了聖殿重

建的事。所以，他們要上山取木料，建造這殿，神就因此喜樂，

且得榮耀。 

親愛的，你是否也「要省察」自己的生活優先的順序和人生的價值

觀？你是否看重神家的事比自己家的事更重要嗎？你是否為神而活

(林後五 14)，討他的喜悅，並且使他得榮耀呢？你是否先求神的國

和神的義嗎 (太六 33) ？ 並竭力多做主工嗎 (林前十五 58)？

【創世記讀經課程】第二課神創造天地 

【中心思想】本課強調神根據祂所說、所作、所願的創造了天地。

藉著神的創造，叫我們明白祂是全能的神和造物的主。從神創造天

地的過程，我們看見神的創造是有目的和有計劃的。雖然天使長背

叛，墮落成了魔鬼，並和地上的活物背叛了神以後(賽十四 12～

15；結廿八 15～19；啟十二 49)，地成為空虛混沌(創一 2上)，然

而神並沒有放棄地。神藉著祂的靈和祂的話，開始重建地。這就是

全本聖經的縮影。 

【鑰節】【創一 1】「起初神創造天地。」本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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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句簡單的聲明至少否定了六種虛妄的理論：無神論，

多神論，泛神論，宿命論，進化論，和唯物論。 

【鑰字】「起初」(創一 1)─— 原文意思是指一連串事物的「首

先」、「第一」。本書論到一切事物的起初或作原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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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創一 1) ─—希臘文譯音為以羅欣(Elohim)，原文含有信實

的大能者之意。「神」的原文是複數，這啟示祂是一位三而一的神

(一 26)。這個稱呼在創世記(一 1 至二 3)共出現 35 次，在整本舊

約裡出現 2,700 多次。第一章所強調的是這位神是萬有的創造者，

全能的神(創十七 1)，和使無變有的神。 

【大綱】【神創造和復造天地萬物的過程】 

一、神起初的創造(1節)──使無變為有(羅四 17；來十一 3)的

嶄新創造。 

二、神審判的結果(2節上)──地受牽連而變成空虛混沌。 

三、神創造的憑藉(2節下)──神的靈(2節下)和神說話(3，6，

9，14，20，24，26 節)。 

四、神前五日的創造過程(3節～25節)──開始復造(7，16，

25，26，31節)的工作： 

(1) 第一日的復造──分別光暗(3～5節)； 

(2) 第二日的復造──分別上下，造出穹蒼(6～8節)； 

(3) 第三日的復造──分別水地，造出植物(9～13 節)； 

(4) 第四日的復造──派置天上的日、月、星等光體(14～19 節)； 

(5) 第五日的復造──造出水中和空中各樣的動物(20～25節)。 

【默想】我認識創造的神和祂的創造有多少呢？ 

【禱告】感謝天父，創造了天地萬物，求你将你創造的目的向我

们开启。 

【詩歌】【這是天父世界】(《聖徒詩歌》12首) 

視聽――這是天父世界～churchinmarlboro.org 

【愚頑人說沒有神】當蘇聯的太空人第一次駕駛太空船從太空安

全回來，在其向記者發表談話時，曾自負的說：「我在太空中，

一再留意期待能在太空中看見神，但始終都沒有看到祂，可見宇

宙中根本就沒有神的存在。」對這愚拙的定論，第二天葛理翰牧

師在佈道會中公開的回答說：「在紐約有一隻蚯蚓從泥土裡伸出

頭來，四處張望，它始終沒有看到赫魯雪夫(蘇聯當時的總理)，

就自以為是的下結論說，可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赫魯雪夫的存在

。」怪不得聖經上會說：「愚頑人心裡說沒有神」(詩十四 1)。其

實不是沒有神，而是愚頑人纔會說沒有神！ 

講道材料──【從六日的創造和復造看基督生命長成的經歷】 

（一） 第一日：因神靈的運行，使神的話得以解開，光照在人的心

裏，叫人從黑暗中歸向光明(2 節下～5節) 。 

（二） 第二日：能夠分別上面的事和下面的事(6～8節；西三 2～

3)。 

（三） 第三日：與死亡的權勢(海水)有所分別，使心田適於結出生

命的果子(9～13 節；太十三 8)。 

（四） 第四日：守住屬天的地位，發光普照在黑暗的世界上(14～

19 節；腓二 15～16；太五 14～16)。 

（五） 第五日：顯出生命的功能，能勝過死亡的環境(「水中」)，

並超脫屬地的纏累(「飛在地面以上」)，過入世而超世的生

活(20～23節)。 

（六） 第六日：生命長大成熟，而能彰顯神的形像，在地上代表神

執掌權柄(「管理」、「治理」)，並對付神的仇敵(「爬

物」)，使神心滿意足(24～31 節)。 

﹝原文字義﹞ 

（一） 「創造 (Bara) 」 (一 1，21，27，二 3) ──意思是使無

變為有，這個詞用於單指神獨特的創造動作。 

（二） 「復造」(一 7，16，25，31，二 2～3，7～8，19) ──二

個同義詞「造出」(Asah)和「作成」(Yatzar)，表示從已存

在的物質再造出，或給予新的擺設。 

圖表顯示神工作的過程和進度。 

創造和復造的日子 

第 1日 —3～5 劃分白晝和黑夜 

第 2日 —6～8 劃分天地 

第 3日 —9～10  

—11～13 

劃分旱地和海  

造植物生命 

青草 

結種子的菜蔬    使之各從其類  

結果子的樹林 

第 4日 —14～19 造天上的光體 

第 5日 —20～23 造水中和空中的生命 

第 6日 —24～31 造地上的生命 

野生在地上徘徊——野獸 

飼養的——牲畜 

地上爬行的——爬行和兩棲動物 

創造人——人類 

第 7日 二 1～3 神造物的工宣吿完成：確定安息日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1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