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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5 年 3/29~ 4/4 
主日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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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振东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高春华姊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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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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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二十九日 

讀經 路一 1～25；所學確實 

鑰節 這些事我既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就定意要按著次序寫給

你。使你知道所學之道都是確實的。(路一 3～4) 

三月三十日 

讀經 路一26～56；蒙大恩女子 

鑰節 馬利亞說：『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

上。』 (路一 38上) 

三月三十一日 

讀經 路一 57～80；清晨日光 

鑰節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要

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

上。(路一 78～79) 

四月一日 

讀經 路二 1～24；馬槽記號 

鑰節 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裏，那就是記號

了。(路二 12) 

四月二日 

讀經 路二25～52；神和人喜愛 

鑰節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身量或作年紀)，並神和人喜愛祂的

心，都一齊增長。(路二 52) 

四月三日 

讀經 路三1～20；神的話臨到 

鑰節 亞那和該亞法作大祭司，那時，撒迦利亞的兒子約翰在曠

野裏，神的話臨到他。(路三 2) 

四月四日 

讀經 路三21～38；受浸禱告 

鑰節 眾百姓都受了洗，耶穌也受了洗，正禱告的時候，天就開

了，聖靈降臨在祂身上，形狀彷彿鴿子；又有聲音從天上

來，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路三 21～22) 

【本週聖經鑰字】 
「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一3)──《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

都是路加寫的。關於他的生平事蹟聖經並無多少記載。若不是保

羅寫書信的時候，提到他忠實的朋友和同工路加的名字三次(西

四14，門4，提後四11)，我們也許根本不知道他是誰。路加是新

約作者中唯一的外邦人，被聖靈信托，而且他所寫了數量約佔新

約聖經的四分之一。在這兩卷書中，路加是個隱姓埋名的人，對

自己的名字，一次也不提。他不顯揚自己，只顯揚基督。 這樣

為主用的人，實在是基督徒的好榜樣。這正如他名字路加的意思，

他一生是為主「發光的」人；他雖然不是使徒，卻是一位被聖靈

所重用的器皿，成了初代教會的一盞明燈。 

從本書序言，我們看見路加並不是主耶穌生平事蹟的目擊者，他

卻能將祂的言行作出如此完整且全面性的敘述。首先，當然要歸

功於路加自己在序言裏所說：「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3節)，

意即他曾利用各種機會，從事調查、詢問、蒐集有關主耶穌生平

的各種資料。無疑地，路加是以《馬可福音》為第一手資料來源，

估計在《路加福音》裡可以找到《馬可福音》裡的661節經文的

320節。但他還怕自己記載錯誤，所以又親身從頭考察了一次，

好使他寫的事「都是確實的」(4節)。而路加福音的內容，要比

《馬可福音》來得豐富，在情節上，也較後者潤飾了不少。可見

路加這個人，是個認真，确實，嚴謹的人。由此可見，神不能用

一個馬虎的人作工人，不能用一個說話隨便，行事散漫的人為他

傳道。 而且，路加提及禱告和聖靈比其他福音書都多，由此也

讓我們看見，他一定是藉著禱告和聖靈的感動，提筆完成了這項

偉大的文字事工。 

【禱告】主啊，我們願每天在謮經上花功夫，以致加深對袮的

認識。并學習「不住禱告」，經歷「被聖靈充滿」，像路加一

樣，成為「發光的」基督徒。 

【戴德生的讀經法】戴德生從年少的時候，就按次序有系統的

讀聖經。他在六十八歲作見證說：「他四十年之久，讀過聖經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四十遍，大約每天讀約三章，新約一章，詩

篇一篇。有時因思想貫串，讀得多些；有時因為多默想，讀得

少些。每年總把聖經讀一遍。」在他看來，讀聖經不但養活靈

性，而且作他生活工作的指導。聖經于他，真是腳前的燈，路

上的光。他常說：「有一位活神，這位活神在聖經里說話，神

說一句，就算一句，凡神應許的，無不成就。活神仍然活著，

聖經是活神所說的活話。凡神所說的，是靠得住的。」戴德生

平習慣早起，守晨更。無論在任何環境中，決不改常。他說：

「哪有先開音樂會，然后才調和樂器呢？每天讀經，祈禱，先

与神調和，然后再与人見面，辦事。」在戴德生看來，研究聖

經，在乎遵行聖經的話；所以他解經講道，都注重實行這一方

面。正是因為他實行他自己所知道順服聖經的命令，應許，所

以他能明白聖經的深奧。知道即行，越行越知道。如經上所記，

你既知道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家訊信息】蒙福的生活 
开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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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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以色列人在旷野是过着围绕会幕, 以会幕为中心的生活.  

•会幕可说是基督的豫表, 也可说是教会生活的缩影.  

•当以色列人进入美地后旷野中的会幕至终被圣殿所取代  

•以色列人不必天天来到圣殿, 但以圣殿为中心的生活, 继续为

爱神, 跟随神的圣徒所维系.  

•诗篇 84篇描绘出诗人如何渴想神的院宇, 以神的院宇为家, 

虽然他微小如同麻雀, 却在此找着住处, 虽然他脆弱如同燕子, 

却在此扶养他的后代 (诗 84:3, 4, 8 ,10)  

•新约中教会是神的家的启示, 是旧约会幕和圣殿的延续, 我们

是神家里的亲人, 我们当以神的家为我们的家并在其中生活. 

(弗 2:19, 提前 3:15)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知, 那我们的所是, 所有, 所经, 所历就

该围绕着教会生活 (包括我们的职业, 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财

务, 我们下一代的教育与成长.)  

关于在财务奉献上的一些交通 

•神晓谕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当为神送礼物来为着会幕的建造, 使

神能住在他们中间. (出 25:1,2,8)  

•大卫虽然因着缺失无法为神建殿但却为建殿预备了材料 (代

29:1-3);他也鼓励他的儿子和众人为神的殿摆上 (代 29:6, 9).  

•目前教会一般财务的需要有三方面: 有需要的圣徒, 教会的支

出, 神工作的需要  

•圣经中在财务奉献上给我们一些清楚的教导 : 

1.不是奉献的多寡, 而是我们的心 (财宝在那里, 心也必在那

里) (太 6:21)  

2.是出于爱 (爱主, 爱教会) 就不觉得是枉费.  

3.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 (提前 6:17) 也不要积蓄财宝在地上 

(太 6:19)  

4.甘心乐意, 不要作难, 不要勉强 (林后 9:7)  

5.是日积月累, 不是临时收集 (林前 16:2)  

6.是出于神给我们的昌盛 (林前 16:2)  

7.也是出于我们的贫困 (林后 8:2)  

8.我们的摆上能补足圣徒的缺乏, 带进慷慨的交通, 产生许多

的神的感谢, 也藉此荣耀神(林后 9:12-13)  

•愿神激发我们的爱心, 也愿神给我们智能如何经营祂所给我们

的产业.  

关于在职场工作的一些交通 

•人(亚当)堕落后在神的诅咒下, 需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但工作不仅是为着我们的生存, 它是我们的保护, 使我们不至

闲散.  

•请不要问我亚伯如何生存, 一面说他是靠着哥哥, 但我的确相

信是神在背后主宰一切.  

•说到神的主宰我要说我最喜欢的一句话 --- 工作如同吗哪,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但得我们天天早起去拣.  

•谁能说他的工作不是神预备的 (连你读的专业, 大环境的荣衰, 

公司的兴败都有主).  

•所以在找工作的时候要多祷告, 不仅为找工作祷告, 而是把自

己交给主, 好叫你在过程中经历主, 得着主.  

•要祷告但别忘记要勤快 (早起拣吗哪) 认真地收集数据, 更好

的是和弟兄姐妹有交通 (我该找怎样的职业, 我该去哪, 我该

和谁接触.......)记得你只需要一个工作, 耐心等候主的预备  

•有了工作, 吗哪的原则同样可以应用, 但我喜欢用"随和"和 

"不卑不亢" 来形容  

•随和是不急于表现自己, 外邦人用团队这个词, 也就是老板

给我的 assignment 我都欢喜接受, 管它是新东西还是旧东西, 

任何 assignment都有我可学习可表现的机会  

•不担心你的才干会被埋没, 你有的才能至终都会显明  

•什么是不卑不亢, 不卑不亢就是拿的住分寸, 该我尽的职我

不退缩, 该我得的利益我不放弃  

•或者更好的发表:  "属该撒的归给该撒,属神的归给神." 公

司需要我加班我义不容辞, 但教会需要我, 我把主摆在第一

位  

•你一定也会问关于升迁的事, 我常说升迁就像馿子前面的胡

萝卜, 它永远在你前面, 你永远在追它.  

•要思考值不值得我付上代价去得着那所谓的升迁, 别忘记你

拼了命也不一定能得到在你前面的胡萝卜  

•要知道主给我们的工作是我们接触人的好机会, 愿主给我们

有接触的对象  

•若是在工作场所有圣徒中午在一起读经交通, 是何等的甜美  

•别忘了为着教会的需要在财务上的摆上, 没有人是够用的,但

我们该学习把属神的归给神 (多少? 只有你和主知道)  

•愿我们都是主忠信的仆人, 在小事上忠心, 好让主在大事上

也能给我们经营, 阿们.  

关于婚姻与家庭的一些交通 

•婚姻是神所命定的，帮助我們成就祂的旨意， 不可当儿戏且

当尊重(来 13：4)。 

•夫妻彼此互为帮助，该知道我需要对方(创 2：18)。 

•夫妻既是一体，一个完整的单位，就该同心。若是家里出了

差错，不要彼此埋怨，互相指责。要学习同享生命之恩，共

渡艰难(彼前 3：17)。 

•由于背景不一，观念不同，夫妻定规对许多事情(诸如理家，

财务，教育下一代…)有不同的看法。要学习彼此尊重。 

•不要轻易批评定罪，口角常常会无谓地破坏家里和谐的气氛。 

•以幽默，放松取代争论和钻牛角尖。在信赖中培养默契，在

默契中增长信赖。 

•天天别忘了彼此问安(请，谢谢，对不起该是很自然的对话)，

以增加彼此相吸相爱的浓度。 

•要会欣赏对方的优点，且要会包容对方的缺点。 

•不要拿别人和自己的另一半作比较(千万别说你怎么不和某某

某多学一点) 

•不要存改变对方的指望， 过不去的地方是最好呼求主，亲近

主的机会。 

•学习彼此迁就，互相等待(不论是在实务上或是在属灵上)。 

•夫唱妇随，学习享受对方的嗜好。 

•家居生活也得属灵。属灵不是道貌岸然，属灵是有主有膏油。

发脾气了要有主，要会转向主，要率先说对不起。 

•不要因为对方比自己属灵而有压力，要为对方高兴，因为对

方的属灵会给你带来主的同在。 

•不要因为自己比对方属灵而轻视对方。要知道你的属灵不仅

是为着你自己，更是为着对方。 

•婚姻不是枷锁，家是猪窝，不是牛圈(牢)。 

•爱是最短途径，爱是享受，再大的代价也不是代价。 

•爱是主自己(林前 13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