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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9/8~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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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交通聚會 週六晚上 6:30-9:30 PM         

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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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八日 

讀經 阿摩司書 1～2 章；神的審判。 

鑰節 【摩一 1】「當猶大王烏西雅，以色列王約阿施的兒子耶

羅波安在位的時候，大地震前二年，提哥亞牧人中的阿摩

司得默示論以色列。」 

禱告 主啊！雖然我微小，我願意獻上自己，起來跟隨祢，並以

謙卑、順服、勇敢的心服事祢。 

詩歌 起來為耶穌～Church In Marlboro 

九月九日 

讀經 阿摩司書 3 章；宣告以色列的罪行。 

鑰節 【摩三 3】「二人若不同心，豈能同行呢？」 

禱告 主啊！我願意付上一切代價，与祢「同心」，与祢「同

行」。 

詩歌 信而順從～Church In Marlboro 

九月十日 

讀經 阿摩司書 4～5 章；當預備迎見你的神。 

鑰節 【摩四 12 下】「你當預備迎見你的神。」 

禱告 主啊！但願阿摩司的信息不住提醒我們：當預備迎見你的

神。 

詩歌 盡忠為主～Church In Marlboro 

九月十一日 

讀經 阿摩司書 6～7 章；審判的宣告。 

鑰節 【摩七 2】「我就說：主耶和華啊！求你赦免，因為雅各

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 

禱告 主啊，我願成為一個代禱者，使人蒙恩。 

詩歌 我有一救主，在天為我祈求～Church In Marlboro 

九月十二日 

讀經 阿摩司書 8～9 章；復興的應許。 

鑰節 【摩九 11】「到那日，我必建立大衛倒塌的帳幕，堵住其

中的破口；把那破壞的建立起來，重新修造，像古時一

樣。」 

禱告 主啊，求祢復興祢的兒女，起來修造教會，向祢禱告，堵

住所有的破口。 

詩歌 復興你工作，主～Church In Marlboro 

九月十三日 

讀經 俄巴底亞書第 1章；以東的結局。 

鑰節 【俄 15】「耶和華降罰的日子臨近萬國，你怎樣行，他也

必照樣向你行；你的報應必歸到你頭上。」 

禱告 主啊，凡屬基督的已經將肉體連同它的邪情和私慾(以東

人)都一同釘死了。求祢教導我們過一個每魂脫離肉體，每

靈都充滿愛的生活。 

詩歌 我們呼吸天上空氣～Church In Marlboro 

九月十四日 

讀經 約拿書 1～4章；耶和華安排。 

鑰節 【拿四 6～8】「耶和華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發生高過約

拿，影兒遮蓋他的頭，救他脫離苦楚；約拿因這棵蓖麻，

大大喜樂。次日黎明，神卻安排一條蟲子，咬這蓖麻，以

致枯槁。日頭出來的時候，神安排炎熱的東風，日頭曝曬

約拿的頭，使他發昏，他就為自己求死，說：我死了比活

著還好。」 

禱告 主啊，無論祢把我們放在那一個環境裏面，讓我們能從其

中，得著屬靈的益處。 

詩歌 一路我蒙救主引領～Church In Marlboro 
 

【為什麼要讀阿摩司？】任何人若想要明白神如何在審判中彰顯

祂自己的聖潔（四 2）與公義（五 24），而使人知道當如何預備

迎見祂再來的日子，就必須讀本書。 

【為什麼要讀俄巴底亞書？】任何人若想要知道神審判肉體的原

則，以及神如何藉著審判以東顯出祂的公義，就必須讀本書。 

【為什麼要讀約拿書？】任何人若想要明白神是何等的愛世人，

祂是何等的願意萬人得救，不願一人沉淪，就必須讀本書。 

【本週聖經鑰句】 
「耶和華神安排」【拿四 6】──這書屢次提起主安排的恩典，

他會預備安排大魚、蓖麻、蟲子以及東風。 

他安排大魚（一章十七節）當我們智盡力乏，臨近毀滅的時候，

他來幫助我們，將我們帶回到他的面前。 

他安排蓖麻（四章六節）。它的影兒可遮蓋我們的頭，脫離苦

楚。友誼，產業以及其他的成就好似蓖麻一般，使我們歡悅，雖

然我們沒有即刻承認這些是天父恩慈的安排。 

他安排蟲子與東風，約拿情願看見尼尼微傾覆，卻捨不得蓖麻枯

槁，他不會有所覺醒，看見屬靈的真相，所以神讓蟲子與東風來

作成這份工。約拿必須受教，他看重蓖麻，好像神看重尼尼微城

一般。但是神工作更多，他先造那些人，還要使他們人口增多

（十一節）。 

多少時候，神允許蓖麻死去，好教導我們深切的功課。雖然我們

保持它青綠，但是葉子越來越枯黃，最後終於死去。它們凋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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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Stand%20Up%20for%20Jesus.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9/9&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rust%20and%20Obey.html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9/10&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loyal%20to%20the%20Lord.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9/11&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595.html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9/12&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Revive%20Thy%20Work.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9/13&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693.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9/14&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204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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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土中，東風是來自大能的手，結果我們知道若是蓖麻還沒有枯

死，還可保護我們，神的兒女啊，在東風中發昏，不要求死，到

磐石的蔭下，那裡是疲乏之地的青綠處，那裡有人子，祂是炎熱

中遮蓋的蔭庇。──摩根 

【家訊信息】弟兄和睦同居的人 
【讀經】詩篇第一百卅三篇。 

【重點】經歷弟兄姊妹的彼此和睦同居，享受元首的膏油流到全

身，因而見證全教會得著神所命定的福。這是何等地「善」(原文

的意思是「好」)，何等地「美」(原文的意思是像音樂一樣的

「和諧」)！ 
【鑰節】 

【詩一百卅三 1～3】「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

等地美！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

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裡有耶和華

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鑰字】「弟兄和睦同居（直譯：「當弟兄同住又在一起之

時」)」(詩一百卅三 1)。大衛年幼時，哥哥們心裏對他不服；晚

年時，又遭遇兒女們互相殘殺，經歷了刀劍「必永不離開」他的

家。雖然在他的家中沒有和睦 ，但他看見以色列十二支派，每

年三次聚集在耶路撒冷聖殿過節，那種光景實在是令人羨慕。所

以他有感而發，才寫下了本詩。以色列民一年三次，從四面八方

踴往耶路撒冷，他們同有一個目的，就是到錫安耶和華的居所敬

拜神。 在到耶路撒冷後，他們一同生活、一同敬拜、一同得著

屬靈的祝福。他們如同家人般和睦同居，這是何等歡樂的情況。 

【大綱】詩篇第一三三篇是為弟兄和睦同居的禱告。全詩分為三

段： 

(一)弟兄和睦同居的美善（1)； 

(二)貴重的油與黑門甘露（2～3上)； 

(三)得著神所命定的福（3下)。 

【默想】 

(一) 親愛的，你是否親身經歷弟兄姊妹和睦同居呢？ 

(二) 在忙亂的生活和疏離的人際關係中，你是否看重与肢體一同

生活、一同敬拜、一同得著屬靈的祝福呢？ 

【禱告】主，真願教會中有弟兄和睦同居的實際，好領受祢命定

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聖殿原地基所發生的故事】猶太人中間流傳著一個關於耶路撒

冷聖殿的位置是怎樣決定的美麗傳說。從前有兩個兄弟比鄰而

居，其中一個是兒女成群而另一個依舊孓然獨身。一天晚上，有

家室的那個兄弟輾轉難眠，他心裹想著：「我的兄弟仍是孤家寡

人，他不像我得享天倫之樂，不如趁他睡覺的時候，我偷偷拿一

些禾捆到他田裡」。而就在同時，另一個兄弟心裏也盤算著：

「我的兄弟一人要養活一家大小，他所需的花費遠遠超過我，不

如趁他睡覺的時候，我搬一些剛收成的禾捆到他田裡」。結果這

兩個兄弟，各自起身。著禾捆往鄰近自己兄弟的田裡走去，結果

兩人在雙方田園的分界線上不期而遇，兄弟兩人感動地彼此相擁

而泣。而他們相遇的地點就是多年之後耶路撒冷聖殿的祭壇所在

之處。 

【女人是「助手」，還是「住手」？】 

瑪琳是一位六十七歲的瑞士老太太，她的丈夫克李斯在三年前 

開始出現老年癡呆症的症狀。三年來克李斯的健康狀況逐漸走下

坡，現在幾乎已經不太可能和旁人有正常的對話。瑪琳和他獨自

住在一間老舊的大宅院裡，每天的生活起居、情緒安撫、飲食如

廁等，都得由她一人照料。 

他們是結縭四十多年的恩愛夫妻，照顧生病的丈夫對瑪琳來說雖

然是義不容辭，但是這種「如影隨形」的吃力工作，久了也需要

休息與調劑。於是我們全家便在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去探望瑪琳和

克李斯。 

平日偌大空蕩的房子裡，突然多了四口人，其中還有兩個好奇的

小女娃，氣氛頓時活絡許多！瑪琳很開心，因為任何好友的來

訪，都能幫她在單調、吃重、煩勞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絲絲的變

化，重心得以稍微轉移。 

秋日的下午微涼，瑪琳住家的附近是滿山遍野的繽紛燦爛。午飯

後，一向喜歡登山健行的瑪琳想出外散散步，但是克李斯正處在

焦躁不安的階段：他搬著椅子到處走動，人雖在家裡，卻嚷嚷著

要回家。瑪琳依據過去的經驗，知道此刻的克李斯並不適合出去

散步。 

正在想該如何是好時，先生竟毛遂自薦，自告奮勇地願意留在家

裡陪伴克李斯，讓瑪琳和我帶小孩出去走走。 

這個提議讓瑪琳好不感動！因著先生的體貼與諒解而感激不盡。

我站在一旁，看著這位和我朝夕共處的老公，幾日前自己對他

「動作慢」、「不夠諒解我」的抱怨還猶言在耳，這會兒卻像被

打了一個巴掌般驚覺：我們這對相較之下仍然年輕的夫妻，平日

雖然仍然可以「正常」地溝通，但是卻也不惜用言語來作為彼此

批評、爭鬥的工具。脾氣上來的時候，滿頭滿腦全是先生的缺

點。 

但是看啊！先生原來也可以是這麼一位樂善好施、善良體貼的男

人！我知道他是出於誠心，沒有造假；只是，為什麼我平日看不

到他的這些優點呢？是不是我在爭鬥中壓抑了他的長處，他在怨

懟下掩蓋了心裡的良善？！ 

神當初創造夏娃，把她帶到亞當面前，是希望她能幫助亞當，成

為他合適的伴侶。這個「幫助」，應該是身心靈各方面的相伴、

輔佐與支持，幫助男人發展潛能，讓他們成為更好、更合主心意

的人。 

我反問自己：我們夫妻的互動與相處模式，是不是有發揮神在這

方面的美意？我是不是有時候也會因著自私與自衛，不僅抹煞了

先生可能展現的所有優點，而且還將他推至醜陋與不滿的境地？ 

突然想到我們的一對德國朋友，先生法蘭克總是在幼稚園的節慶

活動後，熱心地幫忙搬桌椅、收拾殘局；對朋友他也兩肋插刀，

凡是搬家修屋等差事，只要時間與能力許可，他都鼎力相助。我

不時地在他太太羅拉面前誇讚法蘭克的善行，沒想到羅拉不僅沒

有以夫為榮，反而怒氣沖沖地借題發揮，說這些全是表面功夫，

做給別人看的！接著還滔滔不絕地數落法蘭克如何地不守信用、

不幫忙家事、不照顧孩子、不幫她實現自我……。可憐的法蘭

克，獨挑家中經濟大樑，不僅得應付職場上位居高階者的強大壓

力，時常在各大洲間穿梭，飽受時差、加班之苦，同時還得符合

太太「隨傳隨到」的要求，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 

為什麼羅拉看不到法蘭克的優點？為什麼法蘭克沒有辦法在羅拉

面前展現溫柔、體貼的一面？羅拉究竟是先生成功成聖的「助

手」，還是「住手」？！──區曼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