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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5 年 3/15~ 3/21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1:45 AM 

信息交通聚會                       10:50-12:00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王艾东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曹英杰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萬江文弟兄家 

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一) 3月28日(週六) 早上～29(主日下午) 全教會有四次特別聚會，

請全體出席、參與服事及留意教會各方面安排。 

(二) 今年的福音营仍将在国殇节长周末(五月23日礼拜六上午

11:30～ 25日礼拜一上午10点)。地点：宾州的青山基督徒营

地（Blue Mountain Christian Camp)。请大家多为福音营各方面

事工祷告，并邀请弟兄姐妹和渴慕真道的朋友们参加。请将福

音營报名表送交陈宪明和王艾东。 

 

 

 

 
 

 
三月十五日 

讀經 可十1～27；全然愛主 

鑰節 耶穌看著他，就愛他，對他說：『你還缺少一件；去變

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

跟從我。』(可十 21) 

三月十六日 

讀經 可十28～52；瞎子看見 

鑰節 耶穌說：『要我為你作甚麼？』瞎子說：『拉波尼(拉

波尼就是夫子)，我要能看見。』(可十 51) 

三月十七日 

讀經 可十一1～18；主要用你 

鑰節 若有人對你們說：『為甚麼作這事？』你們就說：『主

要用牠。』那人必立時讓你們牽來。(可十一 3) 

三月十八日 

讀經 可十一19～33；信心禱告 

鑰節 所以我告訴你們，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甚麼，只

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可十一 24) 

三月十九日 

讀經 可十二1～27；活人的神 

鑰節 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可十二 27 上 ) 

三月二十日 

讀經 可十二28～44；寡婦奉獻 

鑰節 耶穌叫門徒來，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投入庫

裏的，比眾人所投的更多。(可十二 43) 

三月二十一日 

讀經 可十三1～13；遍傳福音 

鑰節 然而福音必須先傳給萬民。 (可十三 10) 

【本週聖經鑰字】 
「福音必須先傳給萬民」(可十三 10) ──馬可福音第十三章是

主耶穌在耶路撒冷的所講的預言和勸戒。解經學家把這部分話

語稱為啟示錄的濃縮版(The Little Apocalypse)。主穌告訴門徒

將來要發生的事，預先警告他們，好叫他們可以學習現在好好

地活在神面前，時刻準備好隨時見主。究竟末世預兆是甚麼呢？

過去二千多年至少有―件事已發生，就是福音傳給萬民(10 節)。

福音的傳遍天下，是結束這世代的先決條件(太廿四 14節)。換

句話說，將福音傳遍有人的每一個角落，可以加速促成末期的

來到。我們在末世首先要盡什麼使命呢？所以無論得時不得時

傳福音吧！而最好的行動就是向你的鄰居傳講主耶穌吧！ 

禱告：親愛的主，求袮使用我們，在普世的傳福音事工中，讓

我們有份投入參與，並且盡心竭力至死忠心，謝謝袮。 

【家訊信息】約瑟和成熟的雅各 
約瑟對他哥哥們的成全（創 42-45） 

聖經用了四章來述說這事，約瑟花了半年的時間來成全他的哥

哥們，如何彼此相愛。特別是在顧到老父親的感覺這方面。人

際關係裡最難學的就是顧到別人的感覺。要尊重他人的感覺，

甚至當你認為這是神給他的管教時。“不顧別人的感覺是人際

關係的一大殺手。”無論是對自己的配偶或兒女。智慧是知道

如何處理人際關係。 

雅各書 3:17：『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

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多結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冒。』 

約瑟一面也豫表基督耶穌 

一. 神成全的手，藉著外面的環境讓我們學生命的功課，使我

們成為對的人。多少時候祂實在想要向我們顯示祂的大愛，然

而為了我們的緣故，祂必須忍耐，直等到我們學會。 

二. 祂用重價買了我們，我們是屬於祂的，祂知道如何在公義

裡來治理我們，也顧到我們各樣的需要，不像今天多數的公司，

把你榨乾了就吐掉，毫無情義可言。（創 47：13-26） 

雅各成熟的表現 

一.起行到別示巴（誓盟的井）獻祭，經歷神的顯現和加強，

“我（神）要和你同下埃及去”。（創 46：1-4）他知道迦南

地才是神應許之地，所以他到別示巴獻祭，要確知這是神的帶

領。不再是認意而行的人。 

二.兩次為法老祝福（創 47：7-10） 

不像難民來向王討好處，卻是高過王，為王祝福。 

希伯來書 7:7 從來位分大的給位分小的祝福，這是駁不倒的理。 

不認識神的人越老越沒有安全感（insecure），所以在能抓的

時候趕緊抓一把，但雅各因著他和神多年來的交流溝通，他所

看的不是外面的通達，而是裡面神的同在和神堅定的應許。外

面可能是又少又苦，但他是看神，所以他能祝福法老。現在外

面的情形不能影響他裡面的看見。 

當他給約瑟祝福時，一開頭就說 “你父親所祝的福，勝過我祖

先所祝的福，如永世的山嶺，至極的邊界...”（創世記 

49:26）。我們應該像雅各，越老越豐富，越有可給人的。創世

記 49:25 “你父親的神必幫助你；那全能者必將天上所有的福，

地裡所藏的福，以及生產乳養的福，都賜給你。”他所有的是

天上的福，永遠的福。不要只想到我們兒女地上暫時的福，要

【禱告事項】 
◆ 為2015年主在教會中生、養、敎、建的帶領禱告。 

◆ 為國殤節福音營(五月23～25日禱告。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在病中上海张建伟弟兄，张凉姊妹的母親，陆维德弟兄，紐

約教會朱永毅弟兄和台灣陳佳琪姊妹(杨震宇弟兄的弟妹)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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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們天上永遠的福。以弗所 1：3『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和

這裡彼此呼應。 

【做個婚姻關係的好學生】 
常對孩子說，什麼是好學生？「好學生不見得考試一百分、不

見得第一名。好學生的定義就是渴慕學習改進的人。」因為每

個人聰明才智各不同，有些人學習速度很快，有些人學習吃力，

分數與名次是無法正確地評比。我不求孩子考試分數多多、名

次多高，只盼望孩子能一輩子都擁有渴慕學習改進的態度。  

近來發現，這個好學生的態度，更適合用於我們大人身上。好

比，信仰生活上，是否有當個耶穌的好學生的心，不斷追求靈

命更新？日常生活中，是否有當個好學生的心，讓婚姻關係不

斷成長，兩人越來越有默契，而非彼此積蓄憤怒不滿到爆發的

一天，最後離婚收場。   

拿最近一次夫妻衝突為例。因為一個月內，我的家族有兩次應

酬得舉家北上。舟車往返奔波，令老公疲累不悅，但我也不高

興。因為我會覺得，「就我家族有事阿？你家族都沒事？你家

族有事，我還不是會下去幫忙？」兩人冷戰數小時。   

後來，聖靈神提醒我選擇收手，放下自己委屈，與對方和好。

回憶起老公曾對我說，「老婆，我們都有家族的麻煩事，應該

要一起面對。」我便想或許這回該我去跟他講這句話。但他還

是給我臉色，不過很快地，他的情緒就處理好些，兩人和好。   

但重點在後面。隔天，我就拿出週曆手冊，開始檢討以後我的

家族聚集，盡量不要在一個月之內有兩次。或者是我自己參加，

讓老公在家忙他自己的事。在檢討中，我想到第二次的家族聚

集，去年出門太早，便太早到達，結果應酬時間拉長，使得餐

會之前又多了三個小時應酬，造成老公很累，夫妻發生衝突。

我就去跟老公說，我們今年出發時間晚兩個半小時，這樣我們

到達只要剛好吃晚餐，你就比較不累。   

像個學生，把握每一次錯誤的學習機會，讓婚姻關係漸次地改

進。夫妻都有顆學生的心，謙卑下來學習。瞭解對方的限制，

逐步改進、配合適應彼此。  

所謂的「謙卑」，就是不怕人笑。我自認為是個笨學生，所以

就像教幼童背唐詩一樣，有時我會將夫妻容易發生衝突的一些

事，用印表機列印，貼在牆壁上，常常提醒。就像我老公曾經

說，我交代給他的事，他都會第一時間就做到，可是他交代我

的事，我總是會三推四拖。我便用 A4列印「老公交代的事，第

一時間完成。」   

有些事，甚至在週曆手冊上，畫出一週的表格，每天記錄自己

是否做到？一個星期結束，照著那些項目檢討。做得好，可給

予自己畫個笑臉鼓勵，做得不好，先瞭解情況，檢討是否是不

可抗力之因素造成？不要給自己過份的壓力，禱告祈求聖靈神

提醒自己下週能做的更好。   

或許有人會覺得這樣很可笑，但是就是用這種簡單的方法，卻

讓我們的婚姻關係有進步，大人小孩都蒙受福氣。甚至，我連

上床都會在週曆手冊上做記號。我無法行房次數太多，因為會

得膀胱炎，但是我也不想虧欠老公，讓他慾求不滿、有身心失

衡之慮，虧損神造男造女的榮耀。  

在這過程中發現，我們多半「想的」跟「做到的」，存在著很

大的差距。好比，父母們以為自己很重視孩子教育，但是老老

實實記錄家庭教育、親子時間，就會發現自己想的，跟自己做

到的不太一樣。有時做太多，孩子吃不消，有時做太少，虛度

寶貴的童年。同樣的，個人靈命改善亦是。有時我們會以為自

己很屬靈，但是老實記錄下來，就會發現可能好一段時間沒親

近神、沒讀經禱告。有時我們會以為自己很愛配偶，但是老實

記錄下來，就會發現可能好一段時間夫妻沒有互動，或者是自

己很久沒為配偶做什麼好事。   

向孩子學習，時時帶著一顆渴慕學習改進的心。在神面前，我

們是耶穌永遠的好學生，神人關係日漸進深；我們也做婚姻的

好學生，兩個必然生發衝突的罪人，成為一體，終能稍微體會

到耶穌與教會的那種深不可測的合一關係。  

要招聚他們男、女、孩子、並城裡寄居的、使他們聽、使他們

學習、好敬畏耶和華你們的神、謹守遵行這律法的一切話。 申 

31:12  

作者陳小小簡介：信望愛網站主編。小小這個名字的由來，屬

靈一點的講法，就是希望自己像使徒保羅（「保羅」這名字的

意思就是小）一樣謙卑。另外一種講法就是請用台語念「小

小」，諧音就是瘋瘋的意思啦！已婚，一個丈夫、兩個小孩。

五年八班的學生。每天主要的事情就是操持家務與養育小孩。

剩下的時間就是打電腦寫文章、或上網。我老公罵我是暴露狂，

什麼秘密都會寫在文章裡面。想要認識我更多，那就看我的文

章啦！信望愛網站 個人部落格:永恆與當代 

【依靠主──宋尚節】 

 沒有甚麼危險，可以叫你懼怕； 

 沒有甚麼重擔，不能靠主擔負； 

 沒有甚麼處境，你不能歌頌主； 

 沒有甚麼舊性，你不能治死它； 

 沒有甚麼安排，不是為你的好； 

 沒有甚麼勝利，不是出於恩典； 

 沒有甚麼缺乏，神不為你預備； 

 沒有甚麼恩典，不是出於寶血； 

 沒有甚麼豐富不在基督裏享受； 

 遠離一切使你與神隔絕的東西。 

【基督徒是…A Christian Is】 

 一顆心思：基督透過它來思想。  

A MIND ----through which Christ THINKS.  

 一種聲音：基督透過它來說話。 

A VOICE ----through which Christ SPEAKS.  

 一顆心靈：基督透過它來愛。 

A HEART----through which Christ LOVES.  

 一雙手：基督透過它來幫助。  

A HAND----through which Christ HELPS. 4 

箴 11:25：『好施捨的、必得豐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

在法國一間古老的大教堂門口，鐫刻了一行發人深省的字：

「到祭壇來的人沒帶什麼禮物，就不可能帶走什麼祝福。」(He 

who brings no gift to the altar, bears no blessing away.) 這是一條

敬拜者的金科玉律，也是一條人生的黃金定律。換句話說：在

我們得之前必須先給，這是人生的黃金定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