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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6 年 6/12~ 6/18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1:45 AM 

信息交通                               11:00〜11:30 AM 

造就聚會課程                        11:30〜12: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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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宪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六月十二日 

讀經 拉三～五；建殿工程恢復 

鑰節 【拉五1～2】「那時，先知哈該和易多的孫子撒迦利亞奉以

色列神的名向猶大和耶路撒冷的猶大人說勸勉的話。於是撒

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和約薩達的兒子耶書亞都起來動手建造

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裡幫助他們。」 

六月十三日 

讀經 拉六 1～十；以斯拉的歸回 

鑰節 【拉七 10～11 上】「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法，

又將律例典章教訓以色列人。祭司以斯拉是通達耶和華誡命

和賜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 

六月十四日 

讀經 拉九～31；痛悔認罪禱告 

鑰節 【拉九4～6】「凡為以色列神言語戰兢的，都因這被擄歸回

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這裡來。我就驚懼憂悶而坐，直到獻

晚祭的時候。獻晚祭的時候我起來，心中愁苦，穿著撕裂的

衣袍，雙膝跪下向耶和華我的神舉手，說：『我的神啊，我

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為我們的罪孽滅頂，我們的

罪惡滔天。』」 

六月十五日 

讀經 尼一～三；尼希米決定返回猶大 

鑰

節 

【尼一 3～4】「他們對我說：『那些被擄歸回剩下的人在

猶大省遭大難，受淩辱；並且耶路撒冷的城牆拆毀，城門

被火焚燒。』我聽見這話，就坐下哭泣，悲哀幾日，在天

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禱說：」 

六月十六日 

讀經 尼四～六；建城工程勝利完成 

鑰節 【尼六15～16】「以祿月二十五日，城牆修完了，共修了五

十二天。我們一切仇敵、四圍的外邦人聽見了便懼怕，愁眉

不展；因為見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們的神。」 

六月十七日 

讀經 尼七～九；看守城牆和被擄歸回的名單。 

鑰節 【尼七1～2】「城牆修完，我安了門扇，守門的、歌唱的，

和利未人都已派定。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營樓的宰官哈

拿尼雅管理耶路撒冷；因為哈拿尼雅是忠信的，又敬畏 神

過於眾人。」 

六月十八日 

讀經 尼十～十一；定居耶路撒冷的人。 

鑰節 【尼十一 1～2】「百姓的首領住在耶路撒冷。其餘的百姓

掣籤，每十人中使一人來住在聖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別

的城邑。凡甘心樂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為他們祝

福。」 

「禱告(一 4) 」──本書開始是禱告，結束也是禱告，中間充滿

了禱告，至少有十一次的禱告(一 5～11，二 4，四 4，9，五

19，六 9，14，十三 14，22，29，31)。本書禱告的種類，包

括：(1)個人禱告(一 4～11)；(2)禁食禱告(一 4)；(3)遇事默禱

(二 4)；(4)隨時禱告(四 4；五 19；六 9；十三 4，22，29，

31)；(5)團體禱告(九 5～38)。尼希米是一個晝夜禱告的人（一

6）他熟練禱告，專以禱告解決困難，並勝過仇敵。第一章中尼

希米的禱告可說是一個模範的禱告： 

(一) 禱告的對象——神 

(1)「耶和華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5 節)——崇敬祂的權柄

和能力； 

 (2)「守約施慈愛」(5 節)——表明祂的信實和慈愛； 

 (3)「求你記念所吩咐…」(8 節)——重申祂所說過的話； 

 (4)「你用大力和能的手所救贖的…」(10節)——高舉祂所作過

的事。 

(二) 禱告的人——尼希米 

 (1)「哭泣、悲哀…禁食祈禱」(4節)——真誠投入； 

 (2)「你僕人晝夜在你面前…祈禱」(6節)——謙卑且有恆； 

 (3)「承認我們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與我父家都有罪了」

(6～7 節)——認罪且與眾民認同。 

(三) 禱告的事——為專一的事祈求 

 (1)「我所選擇立為我名的居所」(9 節)——暗指要重建耶路撒

冷； 

(2)「使你僕人現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11 節)——決心要請

求王批准回聖城領導重建工  

【《尼希米記》默想】──神見證的恢復 

本書的主要內容──神眷顧以色列餘民，在尼希米領導下重建聖

城，使神子民獲得保障；並且進一步以律法和與律法相配的生

活，重建他們所失去的事奉和敬拜。本書的主要事實──重建耶

路撒冷的城牆與重建神子民分別為聖的生活。本書的主要人物

──尼希米。 

【蒙福之路】 
【讀經】「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祂的恩召有何

等指望，祂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並知道祂向我

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弗一 18-19) 

能夠蒙恩成為神的兒女是人在世上所能得到最大的祝福，其大是

人無法用語言來描述。保羅只能用「何等豐富」、「榮耀」及「過

於人所能測度的」字眼來形容。這個祝福就是耶穌在登山寶訓中

所說的祝福，其總歸一句話就是，作天父的兒女的榮耀，及在這

罪惡苦難的世界中榮耀主耶穌基督及父神。最重要的是得到永恆

【禱告事項】 
◆ 為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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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參加國殤節福音營的福音朋友禱告。 

◆ 為在病中紐約教會朱永毅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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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壞的聖潔生命，得與神永遠同在，進入神榮耀的國度，永遠

與父神及主耶穌基督同在。(彼前一 3-4) 

蒙福之基本法則 

1、屬天的智慧：神的國是建立在神的旨意——聖經的真理上。神

在舊約以十誡的準則帶領以色列民，在新約中以全本聖經真理治

理教會。詩篇一 0九篇向我們指出，「遵行耶和華律法的，才能蒙

福。」以色列人失敗是因不全守神的律法，許多信徒及教會也是

因違背聖經而受虧損。 

天國子民在地上的生活蒙福與否，是看他是否按著聖經的真理而

行，決不能靠天然的智慧來行走天路。因為人的智慧是屬地，屬

世界黑暗權勢的發明及教導的智慧(林前一 18-25)。因此，明白並

遵行聖經就成為首要之務，並要尋找有關導真理、靈命及屬靈人

傳記來學習。聖經及教會歷史證明，凡嚴謹遵行神命令的才能蒙

福，如摩西、約書亞、大衛等等。（詩三三 12） 

2、聖靈的引導：聖經與聖靈是神賜恩的方法。光有聖經真理不能

行出真理，唯有靠聖靈引導才能行出真理，但這個應許只能在真

正與主同行的信徒才能經歷。主耶穌說：「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

他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約十六 13）。門徒在地上雖然

完全獻上，也跟隨主耶穌是三年半，但他們還是不能靠肉體的努

力行出真理(雅一 22-27)。保羅也對加拉太的信徒說，我們不能從

聖靈入門，想靠肉身成全。（加三 3）唯有完全奉獻並儆醒祈禱的

信徒，聖靈才能在他心中掌權，引導他進入一切的真理。重生信

徒必須有聖靈在他心中作主，引導他順從真理，許多信徒因故意

拒絕聖靈的引導，叫良心受虧損，無法走上正路。 

3、努力攻克己身：信徒得救後並未全然成為聖潔，仍存著從亞當

遺傳的罪性，從世俗沾染的惡習（羅六 1－4），主耶穌吩咐門徒背

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祂就是這個原因。因此，初蒙恩之後就必

須藉靈修、讀經、禱告及愛主信徒的團契一同學習治服內心的各

種私慾（約壹二 14-17）。如保羅所說「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

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林前九 27）「操

練身體，益處還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

的應許。」（提前四 8） 

4、與追求神的信徒一同追求：信徒成長的環境是在神所預定屬靈

的家庭，而並非個人單獨追求。（弗四 11-12）但因信徒所處的環

境中真正走天路的信徒並不多，正如主耶穌所說進窄門走窄路的

人不多，而且稀少（太七 13-14）。因為走天國的道路，外有世界

的引誘，撒但的攻擊；內有肉體的情慾，若非在愛主的團契

（家）中，一同行走，必定因孤單、軟弱、跌倒而半路而廢。所

以，保羅提醒末世的信徒說：「要脫離卑賤的事，尋求清心禱告主

的信徒一同追求公義、信德、仁愛、和平」（提後二 22）也要尋求

生命成熟，有美好品德及見證的信徒及傳道人與他們相交，得他

們的幫助。在尋求過程中要防備憑自意極端偏差，外表看起來熱

心的信徒，需注意有二點，一是他們所說的是否合乎真理，有否

美好見證，能否為眾教會所認同，更重要的是，是否與聖經中聖

徒的經歷相同。 

5、防備世俗的誘惑：這世界是撒但所治理的，牠藉著人生活上的

需要、今生的名利來挑起信徒肉體的各種慾望及情慾。為要攔阻

他們前進，影響牠的國度。使徒約翰年長的時候看見許多信徒被

世界及異端引誘偏離真道，痛心的說：「少年人哪，…不要愛世界

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因為凡

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 

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

去，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約壹二 14-17） 

6、防備信徒及教會中敗壞的影響：教會在地上並不是完美，全

然聖潔的；其中有許多掛名的信徒，貪愛世界，屬世的信徒及

少數真心愛主的信徒。教會的領袖中也是一樣，有真牧人、假

牧人；有真牧師、假牧師；真先知、假先知（太七 15，彼後二

1）。現今教會中純正的教訓並不多，有許多偏差、極端和異

端。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如保羅告訴提摩太

說：「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因為那時人要專顧

自己、貪愛錢財、自誇、狂傲、謗讟、違背父母、忘恩負義、

心不聖潔、無親情、不解怨、好說讒言、不能自約、性情兇

暴、不愛良善、賣主賣友、任意妄為、自高自大、愛宴樂、不

愛神，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提後三 1-5）。 

 如何查驗信徒及傳道人的真偽，主耶穌在登山寶訓中說：「你

們要防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這裡來，外面披著羊皮，裡面卻

是殘暴的狼。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荊棘上豈

能摘葡萄呢？蒺藜裡豈能摘無花果呢？這樣，凡好樹都結好果

子，惟獨壞樹結壞果子。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不能結好果

子。」(太七 15-18)。 

聖經說到人的果子有兩方面，一是人的品德和行為，神所賜的

生命是聖潔、公義、慈愛，凡與此相反的都不是出於神。（加五

章 19-23）二是，服事的結果，因為神所使用的僕人，必能造就

出與世界分別，愛神，愛弟兄及愛世人的信徒。否則它就不是

合格的傳道人；若是他們的品德有問題，那就更有問題，可能

是假牧人和假先知了。 

7、最重要及唯一的保障：作門徒在蒙主愛及神榮耀的信徒一開

始，就要立志專心追求天國的祝福，將自己一切完全交託奉獻

在主手中，恆切的為自己的奉獻不斷地祈禱。直到自己在靈裏

遇見主，與主有面對面相交的經歷，知道自己的奉獻已蒙神悅

納，有了主呼召作主門徒確據；自己清楚知道一條屬天的道路

展現在自己面前，每日能與主同行及蒙引導。從此，在自己的

家庭、生活、工作中都能清楚看見目標，靠著主的同在行走在

平安、喜樂的道路上。因為唯有天父及復活升天的主是我們的

牧人，聖靈是我們的導師；如此，才能走上蒙福之路。賓路易

師母在她的自傳中說：「一個信徒，從他重生那刻起首，就有一

段『路程』為他安排著。在這段路程上，他裡面的新生命能得

到豐滿的成熟，而他在神面前的事奉也能達到最高峰。去發現

這段路程，並忠心去走，乃是每個人本分。別人無法代你判斷

這段路程在哪裡。唯有神知道，祂也樂意顯明，並且引導信徒

行在其中。」正如保羅所說：「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

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

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

愛慕他顯現的人。」（提後四 7－8） 

我們每位要認真的自我省察，看看我們信主以後靈命是否有長

進，不要自欺，因為我們每一位都要將自己一生所行的事，在

主的審判台前交帳。我們要看看自己是否於主的關係有進步，

更愛主（約四 16-18）；自己與信徒的關係是否會有進步（約四

19-21）；是否更多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林前九 26-27）最

後，我們要省察自己是否更多的將生命之道，在人面前表明出

來，叫人得救，羨慕天上的祝福。（太五 16,腓二 1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