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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5 年 6/7~ 6/13 

福音營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讀經聚會                          11:00-11:30 AM 

交通聚會                          11:3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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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任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张凉姊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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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七日 

讀經 約十一 1～27；主是復活 

鑰節 耶穌對她說，我就是那復活，就是那生命；信入我的人，雖

然死了，也必（復活）活著。﹝原文直譯﹞ (約十一 25) 

六月八日 

讀經 約十一 28～57；拉撒路復活 

鑰節 說了這話，就大聲呼叫說：『拉撒路出來！』那死人就出來

了，手腳裹著布，臉上包著手巾。耶穌對他們說：『解開，

叫他走。』 (約十一 43～44) 

六月九日 

讀經 約十二 1～19；伯大尼之家 

鑰節 逾越節前六日，耶穌來到伯大尼，就是祂叫拉撒路從死裏復

活之處。有人在那裏給耶穌豫備筵席。馬大伺候，拉撒路也

在那同耶穌坐席的人中。馬利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

膏，抹耶穌的腳，又用自己頭髮去擦；屋裏就滿了膏的香

氣。 (約十二 1～3) 

六月十日 

讀經 約十二 19～50；一粒麥子 

鑰節 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

結出許多子粒來。 (約十二 23～24) 

六月十一日 

讀經 約十三 1～17；洗腳 

鑰節 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

此洗腳。 (約十三 14) 

六月十二日 

讀經 約十三 18～38；彼此相愛 

鑰節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

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

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十三 34～35) 

六月十三日 

讀經 約十四 1～15；道路、真理、生命 

鑰節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

能到父那裏去。』(約十四 6) 

【本週聖經鑰句】 
「伯大尼」(約十二 1) ──希臘原文為棗或無花果之家，意困苦

之家。伯大尼外表是困苦的，內裏卻滿了愛、甜美、奉獻、與主

同在，而主也在此享受安息。伯大尼之家預表教會，是正常教會

的小影。因正常的教會是讓主得安息的地方，該「有人」預備筵

席，馬大的殷勤，拉撒路活的見證，和馬利亞那樣受基督的愛激

勵。所以何等盼望我們的教會也有這樣的光景： 

 (一)「有人預備筵席」 (2節上) ──我們在教會中，是否樂意

把家打開，為主與聖徒預備筵席呢？ 

(二)「馬大伺候」(2節中) ──我們在教會中，是否學會了服事

主的祕訣，而殷勤服事，靈裏火熱，常常服事主(羅十二 11) 呢？ 

(三)「拉撒路同耶穌坐席」(2 節下) ──我們在教會的傳福音和

聚會中，是否見證經歷主復活的大能，使更多人歸向主呢？ 

(四)「馬利亞膏主」(3 節) ──我們在教會中，是否把最好的、

最真的獻給主呢？ 

【2015 年福音营回顾讨论概要】 
上週主日有 20多位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积极发言。大家都认为

今年福音营非常成功。感谢主的奇妙的带领，并充分肯定众多弟

兄姊妹的忠心摆上。为了把明年福音营办得更好，大家还提出了

许多宝贵的建议： 

1. 福音营 动员/报名会要早一点起步。四月初即可开始。 

2. 为避免最後一分鐘改變人數需要在福音营开始 之三天前给福

音朋友电话.确认告知教会将为其付款。 

3. 提早向福音营给出人数（例如，120 人）以争取较好的条件. 

若之后增加的人可以外借住旅馆, 或弟兄姊妹外出借住旅馆 让

新来的福音朋友住在福音营.  

4. 关于福音营的报到，可事先为毎家预备一个写有名字的信封

并内装有房间的钥匙、房间号码和简要日程表 放在 Partner Hall 

入口为晚间报到登记.免去接待人员的等待。 

5. 关于活动及日程表方面的关注.  

 主日下午的活动需要加强。  

 活动需要做成海报的形式，在吃饭的时候通知大家下一步的活

动/时间/地点.  

 多做一些海报标明方向和日程表. 

6 离开福音营 的那天上午，请大家先交还钥匙再用早餐。  

7 全教会的拍照，可以在主日之后. 那时人数最为齐全。  

8 Tracy 姊妹提出：福音营火活动能否考虑週六晚上？ (但也有

一些弟兄姊妹担心因此影响福音聚会). 

9 设立一至俩位协调的弟兄作总体配搭和应急决策 

10.尽量不要临时改变时间和地点，增加活动或删减活动,如一定

需要变更，请和活动所有组织人事先商讨共同决定，应不影响已

在日程表上的活动召集和举办。或确保所有人都能得到变更通知。 

11. 青少年和小孩子的活动房要离远一点，小孩子很吵，影响青

少年。 

12. 营前三天请关注注册服事组发的電郵, 有任何变动或疑问请

及时通知，千万不要不好意思！ 

13. 活动结束之前，宣布下一個事件下一个活动 的安排。 

【禱告事項】 
◆ 為2015年主在教會中生、養、敎、建的帶領禱告。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在病中李詠怡姊妹的母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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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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任何活动开始之前 15分钟，都到 Partners Halls 集合，再由负

责的弟兄姊妹带去活动，这样应该可以减少福音朋友的困繞。  

15. 除了每家一个信封装钥匙和简要活动表,建议改成一个卷宗，

每家一个，其中还包括讲员简介及注意事项如集合地点时间。现

在感谢神，参加的家庭越来越多，组织工作我们要力求正规及规

范化. 

【家訊信息】─王的先鋒和受浸 
【讀經】馬太三 1～23。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認識王在開始盡職之先的準備工作，包

括王的先鋒約翰預備人的心轉向祂和祂的受浸後被聖靈所膏，為

父神所印證。 

【主題】《馬太福音》第三章主題說到：(1)施洗約翰的職事(1

～12節)和(2)主耶穌的受浸(13～23節)。 

【鑰點】本章我們特別看見: 

(一)有王的先鋒在曠野的呼聲(1～12 節)──宣告國度來臨，喚

醒人們轉向基督； 

(二)又有天父的慈聲，在主耶穌受浸時(13～17 節)──宣告祂是

神的愛子，祂所喜悅的。 

【簡要】本章 1～12 節記載王的先鋒約翰傳悔改之道，宣告了天

國來臨的事實。在王的公開顯現之前，我們先看見了祂的先鋒施

浸約翰的引薦。首先，施浸者約翰呈現在我們眼前是他的職事(1

～3節)和分別的生活(4節)。他傳道的主題乃是「天國近了，你

們應當悔改！」他所傳的信息乃是叫人謙卑，心思改變，轉向天

國的王，藉此，修直了人心思的途徑，不但預備主的道路，也預

備聖靈的道路。因著他的傳揚，許多人就在約旦河中受了浸(5～

6 節)。藉著對法利賽人與撒都該人的警告，他要人活出真實悔改

的生活(7～10節)。接著，他宣告那要來的王，祂的身分是至高

無比的；祂的工作是大有能力的；祂要用聖靈與火來施洗，且要

施行審判(11～12節)。 

13至 17節記錄了主耶穌受浸與屬天的關系。經過了三十年的靜

默，主耶穌由加利利到約但河那裏，受施浸者約翰的浸，乃是為

了盡諸般的義(13～15 節)。當主耶穌受浸由水裡上來時，天開了，

神的靈降下，又有聲音從諸天之上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

喜悅的(16～17節)。自從那時候起，主耶穌開始了祂王的職事，

彰顯了祂王的莊嚴，施行了祂王的權柄，並要把天國建立在地上。 

【註解】 

(一)新約聖經中共提及五個約翰：(1)施浸約翰(太三章 l 節)；

(2)使徒約翰(太四章 2l節)；(3)稱呼馬可的約翰(徒十二章

12 節)，即寫馬可福音的馬可；(4)大祭司的親族約翰(徒四

章 6節)；(5)彼得的父親約翰，又稱為約拿(約二十一章 15

節；太十六章 17節)。 

(二)馬太三章 3 節的這一段話是直接引自以賽亞四十章三節。以

賽亞在文中描述有人在曠野開出大道，填滿山窪，修平道路。

這種表達方式，乃是描繪古時君王出巡時，要派遣一批先鋒

人員在前呼喝開路，預告他們的來臨，並且遇道路有坑洞或

崎嶇難行時，必先修補使之平坦。這預言正應驗了施洗約翰，

預告天國將降臨，而為王開始盡職之先作好準備。 

【鑰節】「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太三 2) 約翰所傳講的

信息，乃是宣佈王的來臨，要在地上彰顯諸天的權柄，所以說

「天國近了」；而「悔改」乃是人進入天國的先決條件，就是人

的心思要徹底的回轉，完全的改變，歸向神。 

【鑰字】「天國」(太三 2)──意是「屬天的(原文為 ouranos)國

度(原文為 basilei) 」，亦可稱為「諸天之國」。這字是《馬太福

音》的特點，一共出現了 37 次。《馬太福音》傳出新約頭一個福

音信息「天國近了」。而這個信息也貫穿了整卷書，先由主的先

鋒施洗約翰傳起(三 2)，接著主自己傳講(四 17)，再後是主的門

徒(十 7)。這裏「天國」又是指甚麼說的？「天國」就是神掌權柄

管理的範圍；以人的生活來說，那就是神的權柄運行在人的身上。

但因人墮落了，背叛了神，以致神的權柄不能再在地上通行，人

也不再受祂權柄的管理，所以神也變成了『天上的神』(拉一 2；

尼二 4)。根據《馬太福音》，「天國」是神國的一部分，包括今

天的教會和要來千年國的屬天部分。現今在教會時代，我們若靈

裡貧窮，就是在「天國」實際裏；在國度時代，我們將要有分於

「天國」的實現。 

【鑰義】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 

(一)王先鋒的出現──經過漫長的四百年，人們聽不見神藉先知

對他們說話的聲音，此時為王開道的先鋒施浸者約翰的出現，

帶給人們極大的震撼；他在曠野特別的聲音，使人產生了深

切的迴響。根據以賽亞書四十章，這曠野之聲顯然是以賽亞

早在七百多年前，聽到了喜信的聲音，說出耶和華要再次伸

出祂大能的膀臂，使凡有血氣的一同看見，並宣告祂要回來

掌權。這正是王的先鋒服事的重點，他作先知，乃是宣告新

時代已經來臨，而結束了舊時代。他的事工在曠野，身穿駱

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吃的是蝗蟲野蜜，顯示他超脫、嚴

謹、自律、簡單的生活。他的信心、行動、見證正是先知以

利亞的特徵，也是先知職份的表記。故主耶穌說他就是那應

當來的以利亞(太十一 14)。 

(二)王的受浸──主耶穌為何也要受浸：(1)祂盡諸般的義(太三

15)，表明祂履行神對人在律法上所有的要求；(2)祂站在罪

人的地位，表明祂願意與罪人認同，甚至站在死的地位上，

為他們死。祂受浸所得的結果：(1)天為祂開了；(2)神的靈

降在祂身上；(3)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祂受浸所表

明的教訓：(1)每個人都有當盡的義，沒有人可以不理會作人

的本份；(2)人天然的生命(舊人)都須要被了結和埋葬。摩根

說得好，「藉著受浸，祂確定了對罪人的責任；藉著受聖靈

恩膏，祂被加冕並得著力量；藉著天上來的聲音，神宣告祂

是神所立的君王，祂要在鍚安的聖山上作王。」 

【默想】  

(一)每一時代神興起不同的人，都像施浸約翰，作神的「聲

音」，為主預備道路，使祂進入人心之中。我們是否也願

成為曠野之聲，預備周圍人的心，進入祂的國呢? 

(二)「悔改」在原文是指在思想、看法上有所改變，乃是將心

思從一切在神之外的人事物轉向神自己。我們是否天天轉

向神，順服祂的權柄嗎？ 

(三)施浸約翰責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沒有真實的悔改，言行

不一。別人是否能看見我們真實的悔改嗎？從我們身上看

見悔改帶來生命的轉變嗎？我們的生活，有幾許是由祂來

掌管呢？ 

(四)主耶穌為何也要受浸?而我們的受浸有什麼重大的意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