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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5 年 4/26~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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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麗斌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邓育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福音營交通聚會 週六上午10:00-12:00 PM     黄新宇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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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23日晚上8:30～25日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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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六日 

讀經 路十四 25～35，計算花費 

鑰節 你們那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算計花費，能蓋成不能

呢？(路十四 28) 

四月二十七日 

讀經 路十五 1～10，神尋找人 

鑰節 或是一個婦人，有十塊錢，若失落一塊，豈不點上燈，打掃

屋子，細細的找，直到找著麼？(路十五 8 

四月二十八日 

讀經 路十五 11～32，復得之樂 

鑰節 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復得的。他們就快樂起

來。(路十五 14) 

四月二十九日 

讀經 路十六 1～18投，資永恆 

鑰節 我又告訴你們：要藉著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到了錢財

無用的時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裏去。(路十六

9) 

四月三十日 

讀經 路十六 19～31，預備永恆 

鑰節 他在陰間受痛苦，舉目遠遠的望見亞伯拉罕，又望見拉撒路

在他懷裏。(路十六 23) 

五月一日 

讀經 路十七 1～19，向主感恩 

鑰節 耶穌說：『潔淨了的不是十個人嗎？那九個在哪裏呢？除了 

這外族人，再沒有別人回來歸榮耀與神嗎？』(路十七 17～

18) 

五月二日 

讀經 路十七 20～37 被提呼召 

鑰節 我對你們說，當那一夜，兩個人在一個床上，要取去一個，

撇下一個。兩個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兩個人在田裏，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路十七 34～36) 

【本週聖經鑰字】 
「失而復得」(路十五 14)── 十五章的三個比喻說出「失而復

得」：(1)失迷的羊重回牧人的懷抱，得到牧養、供應、安息、

引領、保守等；(2)失落的錢歸還主人，重新有了它存在的價值；

(3)失喪的浪子回歸父親，重新享用家中豐富，過有意義的生活。

對神來說，每一個人都同樣珍貴，祂因人的失喪而傷心；也因人

的悔改，歸回神家而喜樂。因此，每一個接受基督的救恩的人，

恢復了神兒子的地位，在神的眼中乃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

的」。所以，我們每一次的回頭，每一次的順服，都會叫神的心 

「路加福音十五章的三個比喻，羊失去，錢失去，兒子失去，你

們曾想過沒有？這三個失去，是誰失去呢？我們都是想那隻迷失

的羊是何等可憐，也許踫著荒山亂石，也許走到荊棘路途裏。我

們卻忘了失羊的是牧人，受損的是牧人，是那牧人可憐阿。我們

都是想失去的一元，不知落到那裏去了，卻忘了失去一元的是那

婦人，受虧的是那婦人阿。講到末了一個比方，都是想到浪子如

何苦，如何流離失所，如何連豆莢充飢都得不著。想到這個浪子

回頭，他的福氣是何等的大，就為著他快樂。但是，失一子的是

誰呢？不是兒子，乃是父親。是父親苦，是父親受虧損，是父親

枉費了心血，白算了許多教育費。所以父親說，我這個兒子是失

而又得的，他們就快樂起來。我們曾否想到，我們若是有一次的

回頭，有一次的順服，會叫神的心快樂呢？福音的最高點，不是

給我們看見，罪人得著甚麼，乃是給我們看見神得著甚麼。你看

錢是你花了，受損失的卻是神。我們應當將自己完全歸於神。我

們所給神的有多少呢？你不要以為冷淡一點不要緊；就是你這一

點的冷淡，你要知道是神受了損失。你不要以為愛一下世界，與

世界調和一下不要緊；你要知道這與神有多大的關係，這是叫神

受損失的。你每次到神面前來，再一次將自己獻給神；你再一次

肯放下自己，叫神有所得著，你就叫神的心有所樂了。 

不是我個人的小得小失算得甚麼；能算得甚麼的，是神應當有所

得著。當我每次想我揀選一條道路，順服神一下，竟然能叫神的

心快樂，叫神有所得著，是何等的好呢。神能創造宇宙，神能加

增東西與人，惟神對於一個人的心，有失去的可能！神沒法勉強

一個人的心！我想像神這樣大，像神這樣無所不能，無所不有，

像神這樣一位造化的主，竟然要從一個像微蟲、像塵土的我有所

得著，這是何等的快樂呢！祂說：「我們理當歡喜快樂！」就是

這樣一個浪子回頭，竟然叫神快樂。包容宇宙的神，只因你一點

的順服，要有所喜樂。奉獻，不是勉強你，委屈你，乃是使你進

入神的快樂，叫神因你快樂，這是何等的希奇呢！但願我們今天

都進入神的快樂，都給神一點快樂。」―― 倪柝聲《十二籃》 

【家訊信息】創世記裡屬神之人的特點 
神在創世記裡，仔細的藉著許多人物，將祂造人的目的，並祂

和人該有的正確關係，一步一步逐漸地啟示出來。 

雖然因著人的墮落一切變得很複雜，但最終神要藉著人在地上

掌權的心意，在約瑟身上被啟示出來。 

【禱告事項】 
◆ 為2015年主在教會中生、養、敎、建的帶領禱告。 

◆ 為4月25日(週六)福音聚會和國殤節福音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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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在病中曹波姊妹，张凉姊妹的母親，上海张建伟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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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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45:8 這樣看來，差我到這裡來的不是你們，乃是 神。他又

使我如法老的父，作他全家的主，並埃及全地的宰相。  

啟 22:3-5 以後再沒有咒詛；在城裡有 神和羔羊的寶座；他的

僕人都要事奉他，也要見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

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為主 神要光照他們。

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神工作的步驟 

1 亞當：神的救贖 

創世紀 3:15 我又要叫你（蛇）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

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

跟。  

創世紀 3:20 亞當給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為她是眾生之母。  

夏娃的意思是“活了”。亞當沒有叫夏娃“死人”，指明他信

神的話。 

2 以諾、挪亞：與神同行 

創世紀 5:24 以諾與 神同行，神將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  

創世紀 6:9挪亞是個義人，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人。挪亞與

神同行。  

希伯來文“同行”這字在聖經中，第一次用在“天起了涼風，

耶和華 神在園中行走。“（3:8）神來要和人同行，但人躲起

來了。 

以諾被提，挪亞經過洪水審判，正是我們在這末後世代之人的

好榜樣。預備面對主再來的審判，最主要的就是要學習與主同

行。課本上的知識學會了，就可以畢業，但在人際關係上，不

可能說我學會了，只能說我一直學習，希望能處理得更好。與

神同行更是如此。並且祂就是我們待人處事的智慧。 

3. 挪亞：蒙恩 

創世紀 6:8惟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  

But Noah found favour (grace) in the eyes of Jehovah.  

神看上了我們。我們能信神都是祂的恩典，今天我們也行在恩

典裡。蒙恩：可翻成偏爱，恩典，恩惠，關切，寵愛，抬举，

厚待。若真認識“蒙恩”的含義，我們就會認定，人的一生最

重要的是“在耶和華眼前蒙恩”。 

4. 亞伯拉罕：信 

創世紀 15:6 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  

神說我要賜給你後裔，亞伯拉罕說好，謝謝。這就是信的開始。 

羅馬書 4:17 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

的神，他在主面前作我們世人的父。 

這裡說到信心的兩面，一面信開始於接受，神是使無變為有的

神；另一面，信使我們因著認識“那能叫死人復活的”，能願

意獻上以撒。我們也是開始在，相信接受福音 

，然後走在這信心的路上，憑著信答應神的要求。最終我們都

能說“寧捨世界，而要基督，因祂滿足我情衷“。 

5. 以撒：神的豐富 

28:3-4 願全能的 神賜福給你，使你生養眾多，成為多族，將

應許亞伯拉罕的福賜給你和你的後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

為業，就是 神賜給亞伯拉罕的地。 

“一切我所有，無非是接受，全是恩所賜，在我信之後“ 

6. 雅各：牧養與拯救 

48:15b-16a神，就是一生牧養我直到今日的 神，救贖我脫離

一切患難的那使者，賜福與這兩個童子。 

人生是有患難，但我們有，能救贖我們的神。我們常迷路，但

神牧養我一生，更帶領我走義路。 

7. 約瑟：主宰的神 

創世紀 45:5 現在，不要因為把我賣到這裡自憂自恨。這是 神

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為要保全生命。  

一切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都是神智慧的安排。不要被自己的

情緒抓住，總覺得倒霉。要看見事情背後神主宰的手，一切都

是要讓我們得益處。 

羅馬書 8: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林前 2:9 如經上所記： 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

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以賽亞 64:4 從古以來，人未曾聽見、未曾耳聞、未曾眼見在你

以外有甚麼神為等候他的人行事。  

凡事謝恩（帖前 5:18），是信徒該有的生活。看見是神主宰一切，

我們就能凡事謝恩。 

【基督的奧秘，The Mysteries of Christ】 

 神性一切的豐盛，有形地住在基督裏，但他竟然取了奴僕的

形像。All the fullness of the Godhead dwells bodily in 

him ,yet he took on Him the form of a servant .  

 基督是光，但他竟被掛在十架的黑暗裏。 He was the light, 

yet he hung in darkness on the cross.  

 基督是生命，但他竟然傾倒自己的生命至死。He was the 

life, yet he poured out his soul unto death .  

 基督說話，事就成了。他命令，事就建立。但他竟虛己，存

心順服，以致於死。 He spoke, and it was done; he 

commanded, and it stood fast; yet He humbled Himself and 

became obedient-even unto death.  

 基督是萬國所欽羨，但他竟被世人所拒絕。He was the 

Desire of All Nations, yet He was despised and rejected of 

man .  

 基督是生命的活水，但他竟然在十架上口渴。 He is the 

fountain of life, yet upon the cross He cried ,"I thirst "  

 基督是神的兒子，但他竟然成為定死罪的囚犯。 He is the 

son of God, yet He died a felon's death.  

 基督賜給疲倦者安息，但他竟然在地上無枕頭處，直到他在

十架上宣稱「成了」。 He bade the weary to come to Him for 

rest, yet not on earth could He find rest until He said, "it is 

finished, "and gave up His life to God.  

 基督是全能的神，但他竟然軟弱到被釘死十架。He was the 

Mighty God , yet He became a man and was crucified 

through weakness.  

【人生觀決定生活態度】 

底多馬(Thomas Dekker)在《 生活的藝術》( How to Live)一書

裏，寫下他的人生觀──「每早晨醒來，我戴上微笑的臉，以

虔誠的心迎接每一天的機會；以清潔的良心開始工作；以至高

意義、價值來照顧大小事情；以心中的愛和臉上的笑容來溫暖

每一個人；以溫柔、仁慈度過每刻鐘；晚上以活得有意義的喜

樂護送我進入夢鄉──這是我誠摯的期望與自勉。」  

這樣的人生觀就是提摩太前書一 5的最佳詮釋：「命令的總歸

就是愛。這愛是從清潔的心，和無虧的良心，無偽的信心生出

來的。」──飛揚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