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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本週聚會本週聚會本週聚會】】】】2008年年年年 7/20~7/26 主日早上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45 AM 信息聚會                          10:45-11:15 AM 成全聚會           11:20-12:1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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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英杰弟兄家 

Woodbridge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楊益斌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8:00-9:30 PM    李景譯弟兄家 一， 兒童服事表 

 大/中班兒童服事 小班兒童服事 

7月 20日 王麗斌 包锦文/肖冬梅 

 
 

 

 

 

 

【【【【本週十二籃追求本週十二籃追求本週十二籃追求本週十二籃追求】】】】外面作的不是外面作的不是外面作的不是外面作的不是，，，，裡面作的纔是裡面作的纔是裡面作的纔是裡面作的纔是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羅二章二十八至二十九節羅二章二十八至二十九節羅二章二十八至二十九節羅二章二十八至二十九節，，，，加一章十一至十六節加一章十一至十六節加一章十一至十六節加一章十一至十六節。。。。 【【【【信息摘要信息摘要信息摘要信息摘要】】】】有啟示的基督徒，在裏面作的基督徒，是經得起考驗的。他們寶貴神的真理，他們也不怕任何試煉。我們看保羅，他為著主的名，受了許多的逼迫和患難。有一天，他被捆鎖解到該撒利亞，受非斯都的審問。非斯都自己也說，保羅並沒有犯甚麼罪，不過就是為有一個人，名字叫耶穌，是已經死了，保羅卻說祂是活著的。(徒二五18~19。)弟兄姊妹，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你是外面作基督徒呢，還是裏面作基督徒？保羅因為有那一個經歷─神樂意將祂兒子啟示在他裏面─所以別人說耶穌死了，他卻說主耶穌是活著的。人把他監禁起來，他還是這樣說；人捏造許多罪名告他，他還是這樣說。因為他實實在在有一天在大馬色的路上碰見了這一位從死裏復活的耶穌，所以他能在任何的試煉中為著主作美好的見證。――《《《《十二藍十二藍十二藍十二藍》》》》精華信息精華信息精華信息精華信息 

【【【【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九九九九章章章章要點要點要點要點】】】】 使徒行傳九: 1~19 節記載了記載了掃羅的轉變與降服的過程。
20~30 節記載了保羅在徹底悔改完全歸依基督之後的情形。隨掃羅的轉變，帶來各處教會蒙恩的光景(31節)。接著32~43 節敘述彼得職事的擴展。此時，我們看見福音的開展由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如今往更廣大的地域發展出去，大馬色、呂大、約帕。 鑰節鑰節鑰節鑰節: 「「「「他說他說他說他說：『：『：『：『主阿主阿主阿主阿，，，，你是誰你是誰你是誰你是誰？』？』？』？』主說主說主說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耶穌耶穌耶穌。』【。』【。』【。』【徒九徒九徒九徒九5】】】】 提要提要提要提要: 保羅的悔改可說是教會史上非常重要的事蹟，難怪路加三次詳細記載了這個過程(徒九3-19；廿二3-16；廿六9-23)。他轉變的過程多彩多姿豐富絕倫，值得我們仔細深入的查考： 一. 遇見基督（1~9節）──人生尋尋覓覓，原本壯志雄心，但往錯謬裏直奔。在大馬色的路上，看見大光，聽見復活主的聲音。從這裏開始，人生奮戰的目標確定，便無怨無悔一生事奉神到底。我人生的「路」、人生的「前途」，是否也和保羅一樣完全改變了？ 二. 遇見教會（10~19節）──亞拿尼亞是一個平凡的弟兄，但卻得著主的吩咐，夠資格去幫助他，使他不只體驗主的愛，也體驗從弟兄、從教會來的接納與愛。我有正常的教會生活嗎？ 三. 遇見逼迫（20~30節）──從逼迫人的身分變成了受逼迫的

身分。美好的信仰常與世俗相違，前路有更艱難生涯，我對神的委身是否始終如一？ 

【【【【家訊信息家訊信息家訊信息家訊信息】】】】基督徒生活的第一步基督徒生活的第一步基督徒生活的第一步基督徒生活的第一步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使徒行傳九章18至30節 掃羅的信主來得很突然，他的信主也是一個很特殊的經歷；我們從提摩太前書一章 16節看到，掃羅認為他的經歷可以成為後來信主的人的榜樣，藉此知道神改變人的大能。那麼，掃羅在大馬色的路上遇見主之後，接著又如何成長呢？信主固然重要，但信主之後能繼續成長(彼後三 18)，以及成就神拯救我們的目的，也是同樣重要。掃羅信主後，有甚麼事情發生呢？ 

1. 他公開承認效忠基督他公開承認效忠基督他公開承認效忠基督他公開承認效忠基督(18 節節節節) 我們研讀使徒行傳的時候，不可能不對一個事實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一個信主的人，會藉著洗禮公開承認他信靠基督。這是合乎聖經教導，也是基督所指定的方式(太二十八 9；徒二
38-41)。因此，當亞拿尼亞幫助掃羅明白主的旨意後，掃羅便立即藉著受洗，公開表明他接受基督為他的救主，並放下自己的主權，承認基督是他的主和救主。我們要確知信徒受洗乃是主的命令，並且細讀約翰福音十四章 15節的教導：「你們若愛我[主]，就必須遵守我的命令。」 

2. 他主動與其他信徒聯繫他主動與其他信徒聯繫他主動與其他信徒聯繫他主動與其他信徒聯繫(19 節節節節) 我們在這裡看到掃羅與大馬色的信徒「同住」，接著在第 26節，再看到他想與耶路撒冷的信徒結交。自從他信主受洗後，他便顯然努力尋求與其他信徒相交。他並非一位「自由從業式」的信徒！每位真正的信徒都要與其他信徒相交。有些信徒說：「我不認為要參加教會！」──如果每位信徒都這樣說，基督教會變成怎樣呢？我們必須聚集起來，一起禱告、一起事奉，一起敬拜和傳福音。我們要有一個屬靈的家，我們要與其他信徒彼此相交。 

3. 他到處傳揚基督他到處傳揚基督他到處傳揚基督他到處傳揚基督(20 節節節節) 經文說他「就在各會堂裡宣傳耶穌」，這意味著他立即去傳福音，沒有半點拖延。每個信徒都當然要這樣做。我們信主之後，便應該毫不遲疑地介紹人認識耶穌，講祂如何拯救自己，和同樣能夠拯救他們。掃羅後來成了一位出色的講員，但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藉著生命的見證(徒四 14、22)和口傳的方式(徒四 20)，向人講述救主。因著掃羅的徹底改變，聽見的人都大感「驚奇」(21節)！一個人信主之後，確實會有脫胎換骨的改變──翻看哥林多後書五章 17節。 

4. 他在恩典中成長他在恩典中成長他在恩典中成長他在恩典中成長，，，，對主的認識加增對主的認識加增對主的認識加增對主的認識加增(22 節節節節) 他在那裡和如何得以成長？在他踏上新生命的早期階段，他便前往阿拉伯住了大約三年(加一 15-18)。那大概在他信主後的不久，因為他必須與主獨處，為他將來一生的事奉作好準備。因此，掃羅在「大君王學院」唸了三年！摩西也有相同經歷(出三
1)，以利亞(王上十七 3)和施洗約翰(路三 2)也不例外；甚至連主耶穌也要到三十歲才開始公開事奉(路三 23)。使徒行傳六章 4節的決定，特別對準備奉獻一生事奉主的年輕人來說，是尤其重要。 

5. 他面對可怕的攻擊和逼迫他面對可怕的攻擊和逼迫他面對可怕的攻擊和逼迫他面對可怕的攻擊和逼迫(23-25、、、、29 節節節節) 掃羅在信主不久，便要面對這樣的一個艱巨考驗！其他信徒對他是否真正成為信徒帶有戒心和懷疑，也是十分正常。相對之下，我們當中大多數人作基督徒是多麼容易！我們定意要像掃羅和今天許多委身的信徒那樣為主而活、作見證和辯明福音，將要付出的代價便大得多！請細讀馬太福音五章 10至 12節。 

【【【【禱告事項禱告事項禱告事項禱告事項】】】】    ◆ 為購置會所禱告為購置會所禱告為購置會所禱告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明此項目的使用明此項目的使用明此項目的使用。。。。◆ 為各區的福音聚會禱告為各區的福音聚會禱告為各區的福音聚會禱告為各區的福音聚會禱告    ◆ 為病中的鍾珍姐妹的丈夫為病中的鍾珍姐妹的丈夫為病中的鍾珍姐妹的丈夫為病中的鍾珍姐妹的丈夫(Mark)(Mark)(Mark)(Mark)代求代求代求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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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他要面對和克服其他信徒對他的誤解他要面對和克服其他信徒對他的誤解他要面對和克服其他信徒對他的誤解他要面對和克服其他信徒對他的誤解(26 節節節節) 掃羅自然會預計自己要面對從外而來的逼迫，可是，最受難的，卻是發現連神家中的信徒都懷疑和畏懼他，惟恐他假裝信主。但我們要為到巴拿巴而感謝神(參看 27節)！因著巴拿巴的引薦，掃羅終於被耶路撒冷的教會接納；和正如第 28節告訴我們，他和其他門徒「出入往來」，包括與他們一起祈禱(約十四 14)，一同記念主的受死(林前十一 23-26)，以及享受一起敬拜和事奉的喜樂。 

7. 他要回到家鄉大數他要回到家鄉大數他要回到家鄉大數他要回到家鄉大數：：：：這是他最難面對的地方這是他最難面對的地方這是他最難面對的地方這是他最難面對的地方！！！！(29-30 節節節節) 我們從第 25和 29節看到，掃羅面對猛烈的逼迫，甚至有性命危險。主為了福音得到廣傳的緣故而容許這事發生(腓一 12)，因此，掃羅要回到家鄉大數。我們不知道掃羅的家人、朋友有否歡迎他回來；但我們知道的是，他能夠回到親人那裡，讓他們能看見和聽見主在他身上所成就的大事，卻絕對是件好事──翻看和比較詩篇一二六篇 2至 3節和馬可福音五章 19節。 這是掃羅信主初期在主帶領下的一些經歷。你又有甚麼經歷帶領你認識主呢(何六 3)？———法蘭斯法蘭斯法蘭斯法蘭斯、、、、迪信迪信迪信迪信 

【【【【詩歌欣賞詩歌欣賞詩歌欣賞詩歌欣賞】】】】今要主自己今要主自己今要主自己今要主自己  一 前要的是祝福， 今要主自己； 前要的是醫治， 今要主而已；  

      前我貪求恩賜， 今要賜恩者； 前我尋求能力， 今要全能者。  副  永遠舉起耶穌， 讚美主不歇； 一切在於基督， 主是我一切。    三 前是忙於打算， 今則靠祈求； 前是懸切罣慮， 今則主擔憂；  

      前隨我之所欲， 今聽主支配； 前不住的討問， 今不斷讚美。  這首為許多聖徒所喜愛的詩歌（聖徒詩歌 426首），是宣信弟兄作的（Albert B. Simpson 1843-1919）。他是近代神所大用的僕人，也是諸多恩賜萃聚一身的屬靈領袖，對主有頂深的認識。他以真理的火炬照亮那個時代神的兒女，特別是「在基督裡」這個榮耀的事實。此詩歌就是傳說這信息，是在他事奉主數十年後，一次靈命大轉機後所寫的。 

   宣信在他所寫的『主自己』的小冊子裏說：『我花了很多工夫祈禱，求主使我成聖。有時，我也想已經得著了。有一次，我感覺得著了一點，我就用力抓住祂，惟恐失掉祂。整夜，我不敢睡，惟恐一睡，就失去成聖。當然，我失去了；因我無法抓住祂。』由這痛苦的經歷，他認識了，不是憑他的感覺，靠他的力量來抓住祂，乃是住在他裏面的基督牽引他。所以後來他就寫出那首喜樂讚美的詩歌來：『前要的是祝福，今要主自己。…前常用手抓主，今主手牽我。…前是寶貴感覺，今憑主口說。…前不住的討問，今不斷讚美。…永遠舉起耶穌，讚美主不歇；一切在於基督，主是我一切。』不是苦苦求主使他成聖；乃是基督就是他的聖潔；只要讚美就是！因著他寶貝基督是他的全豐全足，他寫了這首詩歌。 

【【【【問題與交通問題與交通問題與交通問題與交通】】】】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耶穌說，他復活升天後，聖靈保惠師來與我們同住，也就是說今天聖父、聖子在天上，聖靈在地上工作，是不是祇有聖靈在作工，聖父、聖子不作工？那麼我們有事祇需向聖靈求，向聖靈傾訴就好了，也不必向聖父、聖子禱告了是不是？既然聖靈也是神，我們有人為何還得向聖父、聖子祈禱？我們為何不直接向身邊的，或住在我裏面的聖靈禱告不就行了嗎？  答答答答：：：：一、神在宇宙中的工作，無論是創造或救贖，建造教會審判世界都是三位一體神，聖父、聖子及聖靈一齊工作。例如創造 ( 創一
1,3, 西一 16, 詩一○四 30) 賜永生 (約壹五 11, 約十 28, 羅八 2) 建造教會及審判世界也都一樣。但是他們職位不同，原則上是父神計劃

發起，子神執行，靈神運行。父子聖靈雖是同體，同榮，同權的，按著聖經說，也有區別。 ( 一 ) 父是第一，子是第二，聖靈是第三。 ( 二 ) 子是屬父的，聖靈是屬父和子的；父差子，父子差聖靈。 ( 三 ) 父藉著子行事，父子藉著聖靈行事。這些說法，在聖經中，連一回也沒有反用。  二、聖經中關於禱告的教訓，新約聖經中禱告的對向是：  

1. 向天父、神── 例如：我們在天上的父 ( 太六 9)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若向父求甚麼，祂必因我的名，賜給你們 ( 約十六 23) 。教會卻為他切切的禱告神 ( 徒十二 5) 。在聖經上，向神祈禱所用的稱呼，各含意味。即如父阿 ( 約十七 1) ，聖父阿 ( 約十七 

11) ，公義的父阿 ( 約十七 25) ，我們在天上的父 ( 太六 9) ，主阿！?是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 ( 徒四 24)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 ( 弗一 17) ，神我們的父 ( 帖前三 11) 。  

2. 向主耶穌──例如：司提反呼籲主說：「求主耶穌接收我的靈魂。」 ( 徒七 59) 。為這事，我 ( 保羅 ) 三次求過主，叫這刺離開我。 ( 林後十二 8,9) 。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 ( 提後二 

22) 。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 ( 林前一 2) 。眾人同有一位主，祂也厚待一切求告祂的人 ( 羅十 12,13) 。  

3. 向主耶穌基督祈求，就是基督徒的特點；所以當初人以求告主名為基督徒的標記 ( 徒九 14, 21; 林前一 2) 。至於信徒可不可以向聖靈祈求呢？聖經上沒有記有人向聖靈祈求甚麼。信徒在一起的事上，卻要靠賴聖靈，故此也要仰望祂 ( 羅八 26,27) 。但正式的祈禱，當向聖父與基督 ( 弗六 18) 。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什麼是默想聖經什麼是默想聖經什麼是默想聖經什麼是默想聖經？？？？ 答答答答：：：：讀聖經是我們的理智 ( 悟性 ) 明白神的真理，但這些真理唯有藉聖靈能力在我們裏面激起內在的信心，使我們得到真理的能力，如此我們才有能力行出來。  進入神的話有四個步驟：明白、相信、存記並默想。如此，神的話才能在我們心田中，發芽、成長及結出果子來。所以默想就是藉祂自己的話把心轉向神，努力把神的話接植於情感、意志和生命裏。默想也為禱告舖路，使經上所啟示的成全在我們身上。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如何默想聖經如何默想聖經如何默想聖經如何默想聖經？？？？ 

1. 晨更中的默想神的話，使我們與主有交通，我們在晨更讀經中，藉著聖靈感動的經文，在安靜中默想，使我們更深浸透在祂的啟示中。大衛說：「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啊！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裏的意念 ( 默想 ) ，在你面前蒙悅納。」 ( 詩十九 14)  

2. 在讀經、聽道及讀屬靈書報中，默想是取用神供應的方法。因為我們若沒有以安靜的心，在所聽見、看見的信息中尋求，聖靈給我們個人的亮光和指導，我們就不能從上面活動中得著神所要賜下的靈糧。正如以色列每人、每天要自己到曠野拾取自己所需用的嗎哪一樣。  一般原則是在讀經、看屬靈書刊時，在每一段結束後。最好停一下，把所看過的內容瀏覽一下，安靜等候一會兒，尋求聖靈的感動，把有感動的地方再看一遍或加以註記。聽道也是一樣，在聽道中或聽道後，再用一段時間默想，把有感動的經文及信息，加以反覆思想、存記在心。如經上所記：「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 ( 默想 ) ，這人便為有福。」（詩－ 2 ）  

3. 在日常生活中默想神的話，使我們進入「聖靈的思想」 ( 羅八 6) 中，有了屬靈的心思，就能在生活中結出屬靈的果子，即生命平安。在生活中思想神的話，使神的話生根在我們心中 ( 心思、情感、意志 ) 。如此，神的道才能扎根、成長及結果。 ────────摘自摘自摘自摘自<<肢體交通肢體交通肢體交通肢體交通>>网站网站网站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