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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9/2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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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麗斌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曹振东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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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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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鑰節 【瑪四 2】「但向你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義的日頭出

現，其光線有醫治之能。你們必出來跳躍，如圈裡的肥

犢。」 

禱告 哦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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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一日 

讀經 馬太福音 1-4章；以馬內利的主。 

鑰節 「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

內利翻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馬太一 22~23） 

禱告 親愛的主，我何等願意每時每刻都享受祢的同在，因祢的

同在是何等的寶貴，祢的幫助又是何等的應時！ 

詩歌 Emmanuel(以馬內利) – YouTube 

 

十月二日 

讀經 馬太福音 5-7章；天國律法。 

鑰節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了。」(太六 33) 

禱告 親愛的主，幫助我從屬地的懮慮中釋放出來，每天先求

『你的國和你的義』 ，讓祢在我的生命中居首位。 

詩歌 先求神的国- YouTube 

十月三日 

讀經 馬太福音 8-11 章；王的權能。 

鑰節 「有一個長大痲瘋的來拜祂，說：『主若肯，必能叫我潔

淨了。』耶穌伸手摸他，說：『我肯，你潔淨了吧！』他

的大痲瘋立刻就潔淨了。」(太八 2~3) 

禱告 主阿！求祢用祢充滿能力和慈愛的手來「摸」我內心的深

處，使我得著心靈的潔淨和醫治。 

詩歌 主昨日今日直到永遠 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四日 

讀經 馬太福音 12-15 章；主耶穌所講的比喻。 

鑰節 「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聽道明白了，後來結實，有一百

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太十三 23)  

禱告 親愛的主，幫助我的心成為好土，對你的話作出正確而深

入的回應，求你保守我的心，勝似保守一切(箴四 23)！ 

詩歌 哦主！求你長在我心 YouTube  

十月五日 

讀經 馬太福音 16-19 章；主耶穌登山變像。 

鑰節 「他們舉目不見一人，只見耶穌在那裏。」(太十七 8) 

禱告 親爱的主，求你使我「只有耶穌」，「只聽耶穌」，「只

見耶穌」。讓我「當轉眼仰望耶穌，注目仰望你的慈容，

所有事物在你榮耀光中，都要次第變色成朦朧。」（聖徒

詩歌 509首) 

詩歌 當轉眼仰望耶穌 churchinmarlboro.org 

「馬太福音簡介」馬太福音的主要信息是天國的福音。基督是王

，基督掌權，把天國建立在地上，乃是馬太福音的中心思想。 全

書專論這位救主而君王的耶穌，為要救祂的百姓脫離罪惡，進入

祂的國度，乃降世為人，以言行傳揚國度的福音；最後被釘死十

字架上，以救贖那些屬祂的人；復活，賜給他們權柄和能力，在

地上繼續推展國度。本書特別指出主耶穌為王之特性。 

【本週聖經鑰句】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家譜：」(馬太一

1) ──這一節是開啟馬太福音的鑰匙，給我們看見本書的主題

和內容就是主耶穌基督。像全部的聖經一樣，本書是以基督的身

份、地位和工作為中心，一方面是為著應驗祂就是聖經中所有預

言、應許、期盼的君王(彌賽亞)；另一方面也說明祂的職事，乃

是宣告天國的來臨，帶下屬天的秩序，呼召百姓從罪中回轉，進

入屬天的國度裏。願我們在這一卷書裏，在每一頁的字里行間，

能看見祂的榮容，聽見祂慈愛的聲音，以致使我們更愛祂，更信

祂。 

（一） 研讀一本奇妙的「書」──聖經； 

（二） 認識一位奇妙的「人」──耶穌基督。 

禱告：主啊！願祢讓我在這卷書的各頁中，多多看見祢，叫我學

習如何愛祢、順服祢。 

【創世記讀經課程】第三課人的被造 

【重點】「人」是神創造的中心。 

【中心思想】本課強調神造人的目的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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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鑰節】【創一 26～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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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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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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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0/1&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6hZyvnJn-R4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0/2&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OlXdcaeRTM&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OlXdcaeRTM&feature=related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0/3&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95.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0/4&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wzPWobCMKQ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0/5&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urn%20Your%20Eyes%20upon%20Jesu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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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乃是照著祂的形像造男造女。」 

【鑰字】「我們要造人」(創一 26) ﹝呂振中譯﹞。三一神對於

創造人的態度相當慎重，為此特地開了一個神格會議。「我們要

造人」說出，人乃是神所需要的。雖然每個人的基因、血型、指

紋、外貌、性格各有不同，可是我們在祂的眼中都是寶貴的。因

為我們是按著神的「形像」和「樣式」造的(創一 26)，是祂精心

所設計的傑作。在你覺得自己微不足道，或者是無價值的時候，

別忘了每個人在神面前都有絕對的存在意義和最高的價值。 

【大綱】【人是神創造的中心和目的】 

(一) 人是神創造的中心(一 26 節)── 對於創造人而有的神格會

議。 

(二) 神造人的目的(一 26～28 節)： 

(1) 要人像祂而彰顯祂──照著神的「形像」和按著神的

「樣式」； 

(2) 要人執掌祂的權柄──「治理這地」； 

(3) 要人對付祂的仇敵──管理「地上所爬的」物。 

(三) 神眷顧人並養活人(一 29～30節)──把菜蔬和一切樹上的

果子賜給人作食物。 

(四) 神心滿意足並安息(一 31～二 3 節)： 

(1) 神造好人之後覺得「甚好」(一 31節)； 

(2) 第七日神歇下創造之工，安息了(二 1～3節)。 

【默想】親愛的，認識神創造人的計劃與目的，是基督徒傳福音

的動力。你活著是為要服事祂、榮耀祂嗎？ 

【禱告】親愛的天父，我們既是按祢的形象造的，我們人生的目

的就是榮耀祢。求祢讓我們能活的像你，讓身邊的人能夠真的透

過我們看到祢，而且相信和愛我們所信的神。 

【詩歌】視聽――有一位神～YouTube 

 「人類永遠無法得著安息，除非安息在神裡面。」――奧古斯丁 

 「哦，人啊！不論你是誰，請停下來熱切地思想一下，神創造你

並將你安置於世上，是何其尊貴之事！你被造不是為著時間和短

暫的事物，乃是為著神與永恒，為要使你的心被神和永遠的事物

所充滿。」──特司諦更 

 神對愛祂的人都有祂的計劃，所以每件臨到個別的事，都是在祂

妥善計劃行程中互相配合的。─ J.B. Phillips 

【創世記一章 26～28 節默想】 
個人的生活是為著團體的生活，或者說個人是為著團體。我們都活

在時空的限制裡，活在時空裡的一點，但看見團體的一面時，就知

道我們並不是時空裡的一個孤點，乃是一同有分神的偉大傑作。  

超越時空的團體人 

創世記一章 26～28 節告訴我們，神所造的人是一個團體人—一對

夫婦，他們並不代表整體的團體人，乃是這個團體人的開始。神

造了這對夫婦後，就賜福給他們，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

地面，治理這地。」「生養眾多」是在時間上的延續，人在時間上

是有限的，即使活到一百歲，比起永遠仍是微不足道，所以需要

在時間上延續，要生養眾多—不只生一代，而是生許多代。「遍滿

地面」是在空間上的擴展，人不單年日活不長，所佔的空間也非

常小，比起無限來說也是微不足道。試問受時空限制的人，如何

代表、彰顯永遠無限的神？故此，神造了這對夫婦以後，囑咐他

們要生養眾多，在時間上有延續，也要他們遍滿地面，在空間上

有擴展。  

人的被造，一面是受時空的影響，我們所在的時空點最影響我

們，另一方面我們不是孤點，神需要得著一個團體人來彰顯、代

表他，成全他的旨意。這團體人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對我們

受時空限制的人來說很難領會。相反，與我們息息相關的事情最

能影響我們，所以教會的地方性對我們來說非常切身，但這不能

代表神所有要作的事，因為神所要得著的團體人，是超過時間和

空間的。故此，我們需要來看教會超越時間和空間限制的那一

面，就是她的宇宙性。從聖經中我們看見教會有地方性和宇宙性

這兩方面，或者可以說，有時空點的一面，也有超越時空點的一

面。我們日常所經歷的，就是教會地方的一面，在身體裡彼此相

愛、配搭服事；另一方面，我們需要看見教會是超時空的。  

個人為著團體 

 以弗所書告訴我們，教會是被召出來的會眾，從一個境界被召

到另一個境界，這是神遠在創立世界以前所定規的，就是藉著他

所創造、受時空限制的人來完成他的旨意。我們需要活在正確的

境界裡，這不單是為著個人，也是為著團體。神不但個別地呼召

我們，並且招聚我們在一起，在時空裡作他的見證。這呼召帶給

我們盼望，就是我們這些活在時空裡的人，可以在正確的境界、

有限的時間裡與永遠掛勾，所以蒙召的盼望不單為著個人，更是

為著團體。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

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弗二 10)「工作」是「傑作」的意

思，「行」指「行走」，就是在另外一個境界裡。得救以前我們行

走在一個境界裡，就是向神獨立、不倚靠神的境界；蒙神呼召得

救後，就被帶到倚靠神的境界裡。在這個新的境界裡，神就開始

他的傑作。我們在時空裡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神在我們身上所

作的，也是他永遠的傑作裡很小的一部分，但卻是不可或缺的。

當事情臨到我們身上時，不要以為只與現在有關，這其實在神永

遠計劃裡是不可缺少的。然而，我們這些微小的人不容易看見這

方面，總是以自我為中心；即使我們得著開啟後，也很容易離開

這個正確的境界。求主時常題醒我們，個人是為著團體，今生是

為著永恆。――朱永毅弟兄 

【神要藉創造來彰顯祂自己】美術家若沒有在作品中表現自己

自己魂中的音樂發表出

來，工程師渴望作適合自己資質和天分的工程。同樣的，創造

主必須在一個創造裏彰顯祂自己。―― 倪柝聲《神的旨意》 

【讓我們安心於神的計劃】加爾文說，有些人有個錯誤的觀念，

以為神像個在戰爭時坐在瞭望塔上的人，焦急地等待著，要看那

些人或國家所作的，是否符合祂的計劃和心意。然而，聖經的真

理遠遠超越過這個，在列國有行動以先，神早已在工作；祂從開

始就決定了這些國家的歷史進程。 

 既知道神是至高無上的，我們就可以安心﹗凡相信祂的人，在祂

神聖的憐皿下，雖然活在這越來越動盪的世界，也能在祂的恩典

和計劃中，找到保障。 

【信徒不可自暴自棄】很多基督徒都存著一種心情，就是我在神

的眼睛裏面算不得甚麼，我只不過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平信徒」

而已。所以我可以放鬆一點，只要星期天去做禮拜，反正只要得

救不下地獄就夠了，所以他就在靈裏面不追求，隨隨便便地做基

督徒，生活上一點點見證都沒有，等於不信。其實，所有重生得

救、被主寶血所買來的人，一律在神的眼睛裏面，都是重要的，

並無等次。那些全時間事奉主的傳道人與一般信徒，並沒有多大

的分別，只不過是託付不同而已。聖經上並沒有「平信徒」這三

個字。我們都是神的工作，神在我們每一個信徒身上，有祂美好

的計劃，神要在基督裏面建造我們。我們都要好好地與祂合作。

─《五十靈筵》何曉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abLcmHvSJ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