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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5年 12/27~ 2016年 1/2 
主日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感恩見證聚會                      11:0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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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志杰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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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廿七日 

讀經 啟十八；瞬歸無有 

鑰節 一時之間，這麼大的富厚就歸於無有了。(啟十八 17上) 

十二月二十八日 

讀經 啟十九；羔羊新婦 

鑰節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祂，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

也自己預備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

徒所行的義。(啟十九 7～8) 

十二月二十九日 

讀經 啟二十；末日審判 

鑰節 我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的；從祂面前天地都逃

避，再無可見之處了。(啟二十 11) 

十二月三十日 

讀經 啟二十一；新城降臨 

鑰節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裏、從天

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啟二十一 10) 

十二月三十一日 

讀經 啟二十二；主必快來 

鑰節 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阿，我願祢

來！(啟二十二 20) 

一月一日 

讀經 創一～三；起初神創造天地。 

鑰節 【創一 1】「起初神創造天地。」 

一月二日 

讀經 創四～六；人的堕落。 

鑰節 【創六 9】「挪亞是個義人，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人。挪亞與神同

行。」 

【本週聖經鑰句】 
「是了，我必快來」(啟二十二 20)──本章共提三次主必快來，

而本書共提八次。主耶穌再來是全部聖經思想的中心，因在全部新

約裡，平均每二十七節中就提到一次。而《啟示錄》更是以日期近

了，主必快來為開始(一 3)和末了為結束的話(二十二 7，12，

20)，故整本書的焦點乃是集中在祂的再來。當我們讀完這本書，

想到所愛的主就是榮耀掌權的王「必快來」，願這應許激勵我們忠

心、儆醒、預備祂的再來；更願約翰的態度，心願，和禱告――

「主耶穌阿，我願祢來」，也是我們每一個愛主的人所該有的。 

【圣徒與马波罗教会成長見證】 
全家五人在瑪波羅教會，二十年與眾弟兄姊妹一起成長。盼主的

生命在每個人身上加多！下一代能為主所用。──李恒慈/李景

译 

虽然离开多年， 但 Marlboro 教会永远是我们的家，因为这里有

愛、有光，如以弗所书 2:19 所言：｢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

旅、是与圣徒同国、是 神家里的人了。｣ 感谢主，让我们成为

神家里的一份子，与弟兄姐妹一同经历神奇妙的恩典。──谢修

铭/张曼琼 

我们的主是赐生命的主。教会建造初期，我们夫妇是慕道友。感

谢主的祝福。我们全家都先后一一得救。两个女儿 Renee 和

Phoebe 都是生在教会，长在教会，并都在 12岁决志信主。岳

父、岳母也在 2012 年上海教会受浸。我们真是蒙福的一家! ─

─陳憲明 

我最初参加教会聚会是在杨弟兄家里开始的，后来教会借在

Marlboro Elementary school，Marlboro early learning 

center 聚会，现在教会己买下建教堂的一块美地。看到主对

Marlboro 教会的恩典和一路的引领，满了对主的爱慕。更巴望籍

着建会所这样的机会，与弟兄姊妹更好地建造在主的里面，一起

蒙恩，建造祂荣耀的教会！──曹波 

1999年早春二月，杨振宇弟兄，陆惠誠弟兄相约，来家中探访。

一番"信仰"与"形式"的自述后，杨弟兄讲起主耶稣和他的门徒，

讲起葡萄树和它的枝叶，......，从那一刻起，我与 Marlboro

教会同行相伴十五年，我生命中最值得庆幸的十五年。 

十五个寒暑春秋! 让我见证了 Marlboro 教会的兴起，发展，撒

种，生根; 见证了主的恩惠与眷怜。从曹振东弟兄的受浸得救，

到他女儿 Hillary的决志重生; 从刘任弟兄的归主名下，到他全

家人的新衣蒙福。还有 Jack，还有海雄; 还有 Henry，还有瑞

雯; 还有 Lillian，还有新宇; ......，还有女儿维佳，还有儿

子大卫; 还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像葡萄树上的枝叶，在

Marlboro 教会的磐石上成长，蔓延。 

十五个寒暑春秋! 我和我的家人，如同世人所面对的一样，面对

了家庭里的磨难，生活中的艰辛，工作上的压力; 亦如同主内弟

兄姐妹所经历的一样，经历了软弱，徘徊，怨恨，怀

疑，......，感谢主! 感谢主带领我走过死阴的幽谷，也走过流

着溪水的芳草地; 带领我坚持参加周末查经，周日敬拜。经年累

月，永无息止地聆听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中感受平安和甜美，

在平安甜美中培植属灵的信心，在信心中得到安慰，在安慰中度

过日日夜夜。 

十五个寒暑春秋! 我已碎步慢行于年迈，儿女已羽硬远飞，安有

何求?!  神的国度是我的归属，Marlboro教会是我的居所，是我

的家，那里有我的弟兄姐妹，有我最好的朋友。──主内沈明昊

携姊妹宪琼及儿女。 

我是 2003年接触到这个教会的。当时我女儿生病，住进医院。

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为她祷告。感谢神垂听祷告，救了我的女儿，

也救了我们一家。在这个教会已经十二年了，和教会弟兄姊妹们

在一起，真的有一种到家的感觉。感谢神，把我们一家带进这个

教会。 ──曹英𠎀/宋琪 

自从加入 Marlboro 教会，就感觉回到家。当我的手受伤失去工

作能力时，教会弟兄姐妹们的关怀，使我能坚强面对；大家轮流 

【禱告事項】 
◆ 為2016年主在教會中生、養、敎、建的帶領禱告。 

◆ 為買地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在病中紐約教會朱永毅弟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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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接送，让我得及时治疗。当我每次遇到困难时，总是在教会

得到适时供应和扶持。我在这教会参加洗礼，之后我妈妈和弟弟

一家也来我们教会得启蒙，经过一段时间了解神，接触神，从

而，开始接近神，最后也接受神。孩子也是在教会成长，真是感

谢神的祝福，带领我家走过每一步！感谢神听我的祷告！在教会

成立二十周年的今天，衷心祝愿我们教会蒙神祝福，不断壮大！

我们的视野是短窄的，看不到将来，而神将来能展现给我们一张

大图。求神继续引领和保守！ ──李詠怡/曹振东 

一晃七年过去了。周六晚的小排聚会是我这一周最期盼的时光。

可以和最贴心的朋友，也是亲如一家的弟兄姐妹们在一起，享受

和消化主的话语。敞开心痱，把困惑和问题倾诉给弟兄姐妹听，

摆在主的面前。在弟兄姐妹的扶持下，一次次经历主。每一次的

经历，都是生命的成长。也让我一次比一次更坚信在主的里面，

我们是自由的，被宝贝的，是充满喜乐的！ ──盛国华/刘浩 

我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 Marlboro 教会。在儿子 Matthew 怀孕期

间，我得了妊高症，弟兄姝妹给我做饭送饭，全教会为我和儿子

跪下来祷告，在血压很高儿子必须出生时，只有祷告才能让我感

到平安。在那一刻，我知道，因为有主的看顾，儿子一定会健康

快乐。从此我们全家不断学习凡事向主求，在主里得平安与喜

乐，心中充满了感恩之心。──徐瑞雯/萬江文 

2007年，我们家搬到 Marlboro。应刘任弟兄的邀请，我们开始断

断续续参加教会的一些活动，当时，心里是排斥的，一直至 2010

年受浸时，心里还是疑惑的。但受浸时的祷告是：求神坚定我的

信心。神听许了我的祷告，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加固我的信

心，让我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时时见证祂的奇妙，神的话语更是

我软弱时刚强自己的力量。如今，一家人逐渐学会在生活中更多

地依靠神，每晚女儿睡觉前，必聚在床前一起祷告，献上感恩。

在主里，我们寻着平安。感谢赞美神！ ──陈意 

蒙主的恩典，今年 Joyce 在 Memorial Weekend 受浸归入主名。我

们一家都成为基督徒。我们自从 2007年搬到 Marlboro之后，教

会就成为我们的家。我们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主的扶持，带领和

保守。每天小孩睡前祷告已成了习惯。今年 6，7 月，Joyce 开始

学习弹圣徒诗歌，我们有时会在家里一起唱。感谢主，我们很享

受教会的生活。 ── 黄志杰 

感谢神，在五年前，我的生活走入黑暗的岔路时，及时拯救了我

脱离彷徨和绝望，并一直保守我和家人平安和生活稳定。 

感谢神，这五年中，神悉心陪伴，爱心忍耐，使我找到一个随时

可以依靠的膀臂。 

感谢神，这五年来，神带领我走入一个我从未到过的属灵境地，

那里有爱祂名的人，有寻求祂旨意的人，有为了祂的国舍弃自我

的人，与这一班人在一起，生命有了新的意义，新的目标，每一

天的经历都是新鲜活泼的，有挑战，有成长，生活中的一切不再

是过眼烟云，而是永恒造就。──张凉 

自 2010年搬家，就四处寻找教会。10月遇到陆弟兄，11 月开始

聚会。整整 5年，教会成了周五周日必来的家。新宇参与服事，

带动我们奶奶受洗。三个孩子也渐渐长大，老少三代一同敬拜，

甜美感恩。同一条街的好朋友邱岚和父亲邱伯伯，卫宇和海雄夫 

妻也相继受洗信了主，亲上加亲。教会不大，家庭气氛浓重。更

有陆弟兄，杨弟兄，李弟兄的带动，冯弟兄的引领。近年来姊妹

相调，周日第三堂备课，青少年服事等, 真是有弟兄姊妹搭配扶

植，同行主路的甜蜜。展望将要到来的建堂事工，想像主将赐予

的奇妙带领, 憧憬不已。愿主大大祝福祂的教会，引领前程的

路！ ──刘向群/黄新宇 

五年前的夏天，好友 Sandra 一家搬进我们对面的房子。他们因

搬家要找一个附近的教会，而恰巧我那时觉得自己在信仰方面很

缺失，我和孩子和他们一家走进了 Marlboro教会。教会不大，

很温暖很亲切，大家背景相近，有很多共同语言。周五晚的查

经，主日擘饼聚会，让我慢慢了解圣经，了解主耶稣，靠近神。

2012年 5 月福音营我受浸的那天，特别地喜乐，因为又有一个新

的生日，是灵里的生日和重生。接下来和我一起去教会的父亲也

受浸了，真为他老人家高兴。2013年福音营好友卫宇，海雄，

Tracy 也受浸了，非常喜乐！两个女儿也很喜欢教会，而且每年

夏天她们最喜欢的夏令营就是教会办的 Pilgrim Camp。这五年多

来，特别感激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有每月从匹兹堡来一个周末的

冯弟兄，是他们无私的服侍和帮助，让我一点点在主里成长，从

一个觉得自己挺行，凡事都想自己搞定的人，到一个慢慢学习在

主面前谦卑，看到自己很多的不足和不能，常常读经祷告，学习

信靠主的人。今年感恩节恰逢我们教会成立二十周年，祝愿教会

买地建会所有主的同在和祝福，弟兄姊妹同心合力经历主，与主

同行。- 邱岚 

蒙主恩典，感恩不尽。2013年我们非常感谢 Marlboro 教会的弟

兄姊妹的引领，让我们认识了主耶稣。自此，我们每天都活在主

的厚爱里。有主的祝福，有主的保守。就象小敏的诗歌，在人生

的旅途中，有主搀拉着我们的手，感觉真的和以前不一样。很平

安喜乐。 ──趙海熊/周衛宇 

感谢神的挚爱，神的执着，找回在神门之外徘徊二十余载的我！

我不知用怎样的文字才能表达我获得重生的感受! 喜悦，奇妙，

甜美，感激，。。。谢谢 Marlboro 教会，谢谢弟兄姊妹的带领！

主，你现在真是我的主，你驻在我心里，你无时不在陪伴我，指

引我。信主三年来，几多艰难，几多沟坎，是你的智慧，你的话

语，你的抚助，让我度过难关，让我淡定平安，让我内心日趋强

大，也让我内心日趋温柔慈悲!  主，没有认识你，我怎会知

道，你的爱何等长阔高深，人如何能爱人如己，爱你不喜欢的

人，甚至爱你的敌人！没有认识你，我怎会知道，真正的宽容和

饶恕是出于你的爱，你的怜悯，你的慈悲! 海样的胸怀是因你而

宽广无边。没有认识你，我怎会知道，自己如此残缺不堪，我没

有资格骄傲，没有资格评判他人，谦卑是我唯一的守则！没有认

识你，我怎会知道，什么是化装的祝福，一切逆境都是你为我练

就身心的最好的功课，你让我永远有盼望，让我在黑暗中看到光

明，让我知道坏事可以变好事，负面可以变正面，只要追寻你的

方向，听从你的教诲。我信你，你会让天地和谐，世界和平，你

会让爱无疆界，仇恨不在。自从有了你，我一天天，一次次经历

你，感受你，让我更加坚信你，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磐石，

你是我的生命! 我知道自已如此残缺，但我知道你爱我，永远爱

我，我定在你的生命中，不断追求，向善向圣，虽然我至死也无

法如你完美，但我将用尽我一生来追随你，亲爱的主，求你保守

我! 祝福我!与我同在!真到永远！ ──高春華 

在 Marlboro 教会我姐和我妈先得救，然后我和我姊妹得救。在

拾几年的人生风雨中主的话语和弟兄姊妹的代祷使我们灵里成

长。我们期望我们的下一代也能在 Marlboro 教会得救成长。─

─胡小堅/黃捷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