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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本週聚會本週聚會本週聚會】】】】2009年年年年 3/15~ 3/21 主日早上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成全聚會                      10:50-12:30P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8:30-9:30 PM    陳憲明弟兄家 

Morganville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8:30-9:30 PM    鄧育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Woodbridge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譚力琛弟兄家 

一. 3月28日福音愛筵聚會，請全體出席、參與服事及留意教會各方面安排。 

二. 下週主日信息聚會 將交通〔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三章。 

 

 

 

 

 

 

 

【【【【成全聚會綱要成全聚會綱要成全聚會綱要成全聚會綱要】】】】 

WOMAN’S POSITIONS IN THE EYES OF GOD            
I. Burden:  Preparing “the Bride” ready for Christ’s second coming!  

A. The signs of the world situation indicating “the end” shall come 

(Matthew 24:3-13); and 

B.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shall be preached (v.14)  

C. We need to “be watchful” more than ever before (Matt. 24:35-44) 

1. “Being in His Word”, equipped with the truth 

2. “Having Christ in” our normal daily living 

3. “Being filled with the Spirit” (to be raptured)  

II. From Genesis to Revelation, God often uses woman to signify His 

people in the O.T. and His church in the N.T. 

A. He desires to be our unique husband and we be His wife (Gen. 

2:18, 21-24; Hosea 2:19-20,1:9,2:23) 

B. He wants to be one with man as husband joins his wife (Gen. 2:24; 

Matt. 19:3-8; Eph. 5:31-32) 

C. God’s desire and purpose needs man’s cooperation 

1. Eve, the mother of all, failed God’s desire by disobeying, man 

become sinners – useless to God; 

2. Mary, the mother of Jesus, fulfilled God’s purpose by obeying, 

producing a “God-man” race – useful to God; 

3. Church today as a “corporate God-man” can accomplish God’s 

eternal purpose  

a. by being one with Him in our spirit in every day life locally; 

b. by being built up with others as the Body of Christ  universally; 

c. by being consummated as the New Jerusalem eternally; 

III. As a Christian, we have three positions (W.W.V.): 

A. To the world, we are a “widow”:      (Luke 18:1-8) 

1. Every Lord’s day, the bread and wine display His death, reminding 

us He, our dear husband, is no longer in this world; 

2. Not that the world is not lovable; 

3. But the world and the things in it are no longer attractive to my 

heart; 

4. When my heart is distracted by the worldly things, then I am no 

longer a “widow”! 

5. Pray unceasingly without loosing heart is “the secret” of being 

prepared and being ready! 

B. To enjoy Christ, we are a “wife”:    (Rom. 7:1-4)        

1. Freed from the law of our old husband (die to our old man, the 

natural life from Adam); 

2. Joined to Christ who has been raised from the dead as our new 

husband (live by the life of Christ who is in our spirit);  

3. Bearing fruit to God (Gal. 5:22-23; John 15:2-8)  

4. Receiving Christ as everything; (Eph. 5:25) 

5. Being sanctified by the washing of the water in His Word; (Eph. 

5:26) 

6. Being presented to Him glorious, without spot, wrinkle and without 

blemish (Eph. 5:27) 

C. To constrain self, we are a “virgin”: (2 Cor. 11:1-3) 

1. In order to welcome Him back, my heart is like that of a virgin, 

keeping myself single, pure and blameless; 

2. Learn to tell Him every day: “Dear Lord! I love you!  I really love 

you!!  I’m yours and yours alone!!!”  (Song of Songs 4:12; Rom. 14:8-

9) 

3. “Let no one trouble me, for I bear the brand of Jesus!” for I belong 

to Him, Amen!  (Gal.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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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處的生活深處的生活深處的生活深處的生活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可四可四可四可四5-6、、、、16-17，，，，何十四何十四何十四何十四5-7，，，，歌四歌四歌四歌四12。。。。 【【【【信息摘要信息摘要信息摘要信息摘要】】】】：我們要從以上所讀的三段聖經來看，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到底何種生活是神所喜悅的，何種生活是能歷久不變的，何種生活是經得起擊打，經得起試煉的。為甚麼有的基督徒起頭的光景很好，可是不久竟不知他到那裏去了呢？為甚麼有的人走到中途就失落了呢？為甚麼有的人跟從主不能跟從到底呢？這一個，和他生活的情形是有密切的關係的。一個基督徒如果沒有一個正常的生活，他就不牢靠，他就很容易失去。所以這一個問題是我們所不能忽略的。 

【【【【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三章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三章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三章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三章】】】】牧者心牧者心牧者心牧者心，，，，兄弟情兄弟情兄弟情兄弟情 重點重點重點重點:   本章可分成三部份： 一. 堅固 (1~5節) ──關懷教會， 深愛聖徒！ 二. 喜樂(6~10節)──患難中得安慰，聖徒靠主站立！ 三. 切望(11~13節)── 一生何求？有神引領，教會在愛中增長，那日見父不蒙羞！ 

【【【【家訊信息家訊信息家訊信息家訊信息】】】】主的話是靈與生命主的話是靈與生命主的話是靈與生命主的話是靈與生命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約六約六約六約六 63，，，，來四來四來四來四 12，，，，提後二提後二提後二提後二 15。。。。 提摩太後書二章十五節給我們看見，作主工人的，要按著正意分開神的話。今天有很多人注意如何分開主的話，他們要知道聖經裏一段話是用於猶太人，或是用於外邦人；是對基督徒說的，或是對罪人說的。今天人分開主的話，似乎多是為著這一特別的工作，就是要知道某段話是對那一班人說的。 但另一方面，希伯來書四章十二節所說更重大的事，對許多人卻不過是道理，知道那個東西，卻沒有看見那個東西。那一節說，神的話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你經歷過這事麼？神的話能刺入骨節與骨髓，也能分開魂與靈。你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麼？人若問某件事是出於肉體或是出於聖靈，是出於自己或是出於神，這就表明他沒有光。一個人若在光中就沒有這些問題。人沒有光乃是因為沒有神的話來分開靈與魂。神首先不是要我們分開神的話，乃是要分開我們，我們自己要先受過對付；自己若沒有受過對付，路就不能走多遠，一個工人能否幫助別人，乃在乎靈與魂有否被分開。我們的靈與魂需要被分開，有這樣的經歷，才能作分開神話語的工作。 【【【【分開神的話分開神的話分開神的話分開神的話】】】】神的話有兩個不同的範圍，第一個範圍是道理、神學的；第二個範圍是生命、屬靈的。這樣分沒有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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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此項目的使用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為為為為兒童服事兒童服事兒童服事兒童服事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 為為為為3333月月月月22228888日日日日的的的的福音聚會禱告福音聚會禱告福音聚會禱告福音聚會禱告。。。。    ◆ 為為為為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    ◆ 為病中為病中為病中為病中的的的的童師母和家童師母和家童師母和家童師母和家人人人人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瑪波羅教會家訊瑪波羅教會家訊瑪波羅教會家訊瑪波羅教會家訊 主後主後主後主後 2009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15日日日日 

 2 

為保羅說要分開神的話。但今天許多所謂的分開主的話是不對的，因為原則上錯了。我們要知道，聖經對人的頭腦是講不清楚的，聖經也不是一讀就明白的。神並不打算人能完全明白祂的話。神若要人完全明白，祂可以一條一條清楚寫出來。但神不是那樣寫，卻如以實亞書二十八章十節所說的：「祂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這裏一點，那裏一點。」許多時候我們讀聖經，不過是把話歸納起來，下一個斷案。其實我們連得救是怎麼回事也不凊楚，何況要明白神的話？神的話多半是這裏講一點，那裏又講一點，有時似乎是衝突的。如稱義的道，我們以為保羅和雅各必須商量後再寫。對於聖潔的道，有人因為爭執，而生出許多不聖潔的事。許多人誤會神的話，但神讓人去誤會。有些話約翰、彼得、保羅敢說，今天的人不敢說，因為怕人誤會。由這些事實我們可以看見，如果沒有歸納，神的話確實容易給人誤會。 例如，在希伯來書六章十節說，「因為神並非不公義，竟忘記你們所作的工；和你們為祂名所顯的愛心，就是先前伺候聖徒，如今還是伺候。」神沒有詳細註明是指著甚麼說的；倘若我寫這節，定要註明是指著甚麼而言。聖經是神所默示的，神不像人那樣完全說出，人父何必作神的謀士？羅馬書十一章三十三至三十四節說，「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祂的判斷，何其難測，祂的蹤跡，何其難尋！」 聖經上有許多經文不能放在一起，即使神學家將這些經文放在一起，他們也不滿意。你知道甚麼是得救、稱義、成聖麼？到底我們能認識神的話麼？感謝神，神話語的道理，我們也許不明白，但我們所經歷過的話，我們裏面就頂清楚。比方有人問你是不是神的兒子，你或許寫不出也講不出，但你裏面探處頂清楚。有人問你得救了麼？稱義了麼？你外面不知道，但裏面知道。你也許沒有道理的知識，但你知道自己是神的兒子，是一個得救的人。 我們認識神的話，不在於支配神的話；我們認識神的話，乃在於神的話在裏面支配我們。這是認識聖經的道理。神的話是為著屬靈的、生命的認識；神的話不是為著肉體、心思的理解。若不憑著靈與生命來認識神的話，路就走錯了。你可以去走神學家、解經家的路，卻不能走生命的路。 【【【【生命的道生命的道生命的道生命的道】一位弟兄站起來說話時，他也許是認識道理，也許是認識生命。講道理的人就不能不小心他的道理。有些人所說的，界限清楚，沒有錯誤的危險，其中含有許多條理、斷案、理由，這是神學的教訓。今天講道的人盼望講得清楚，聽道的人也盼望聽得清楚。但屬生命的道就不在乎斷案、理由、條理、分段等等，乃在乎能分開靈與魂。 我可以舉一些例子來說明。慕安得烈寫過一本關於聖潔的書，但沒有斷案，人讀過以後，雖不知何為聖潔，卻能得著幫助。賓路易師母、錢伯(Oswald Chamber)等，他們引經都不是很準確，但他們的道都能給人生命。也許有千百人引經能比他們好，但卻沒有聖靈的能力。有些人引用聖經很謹慎，留意那些經文是對罪人、基督徒或猶太人說的，但沒有靈與生命；有些人沒有給你整篇道理，但給你靈與生命。神學的特點是歸納神的話，並且帶有註解，叫人不至誤會。但聖經從來沒有歸納的斷案，如得救之道、成聖之道等；聖經也沒有解釋，卻不怕人誤會。聖經不是要人在頭腦裏認識神的話，乃是要人在靈裏認識神的話。一條線是在思想裏有所得著，另一條線乃是在靈與生命裏有所得著。 

聖經有許多地方我們不懂，不要勉強去懂，就是懂也無多大用處。因為此書是培養你生命的，不是給你知識的。如得救之道，並不需要講得完滿；即使講得完滿，人也許並不得救。有人所知雖然不多，卻知道自己是得救的。有人以為得救後，須知道罪根有沒有拔除；但我知道在人裏面有罪的律，我勝不過，我需要神生命的律，在我裏面使我勝過罪的律。 【【【【主的話是靈與生命主的話是靈與生命主的話是靈與生命主的話是靈與生命】】】】今天神的話在許多人身上不過是神學的知識，並不是生命。然而主說，祂的話是靈、是生命。神的話乃是摸你的靈與生命，並非摸你的頭腦，頭腦即使弄不清楚，也不是大問題。我們聽一篇道，讀一本書，裏面立刻知道是摸著靈與生命，或是摸著頭腦。若聽見的是知識，就是死的，裏面就似乎格格不入；若是靈是生命，裏面就平安穩妥。 基督徒越幼稚，斷案就越多，但神在聖經中沒有斷案。要求在一切道理上清楚，是心思發達的表顯。我們只需要原原本本的說，只用聖經的一段、一節，或數句話，只要能摸著人的靈與生命，不建立人的頭腦，給人知識。這樣，人會覺得舒暢，也會得著真實的幫助。 有一次我在倫敦，與一班外來的弟兄同聽史百克講道；後來我問他們有沒有得著幫助，他們回答說，道理很好，但很多點並沒有提到。這些人注重神學，不是要得生命的培養，乃是要得頭腦的知識。但我們寧可不摸許多點，只摸一點，是能幫助人的，就有靈與生命的價值。只要一個大題中的一點能供應人的需要，就是好的。 神所需要的是一個軟弱而需要神的人。真認識十字架的人，乃是一個軟弱的人。求主使我不盼望講一篇完全的道，寫一本完全的書，免得攔阻聖靈的工作；不讓我有人的智慧、天然的口才，使人盼望我講。一個能講好道的人，只達到人的頭腦，這樣的人是失敗的。許多人因為道講得太好，使人只看見講道的人，卻看不見神，聽見人智慧的話，卻聽不見神的話。 起初我對講道、寫書有自定的標準，要求完整。有時主日講道，心裏還難過，因為未達我的標準。其實神所用的不是整篇道，不是全部的經文，神所用的也許只是一兩句話。聖經說神的話是生命，所以你可以不理人誤會；神既不怕人誤會，你何必怕？神要負責任。想要在講道上完全，乃是屬肉體的。神不是給人心思的完全，乃是給人靈與生命的完全。許多時候你講道給人聽，人不懂，你覺得難過，事實上，渴慕的人得著，明白的人反得不著。再者，神的話是靈與生命，是為著分別人的靈與魂說的；人所說的若只是聖經知識，聽後就覺得無益，覺得幼稚。 我們分開神的話，不是只將神的話一段一段的分開，乃是分開我們的靈與魂，如劍的分開，由表皮直至骨髓。許多時候神的話未經過頭腦，就直到靈裏。基督不是說，我的話是神學、道理、斷案。許多人反對神學，反對道理，但不是我們這裏說的一回事。我們乃是說，神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保羅對年少的提摩太說，要分開神的話。但惟有先被神分開的人，才能分開神的話。我們的聖經要將希伯來書四章十二節放在提摩太後書二章十五節之前。願神在我們裏面向我們說話，使我們脫離道理、神學，真認識神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求主除去我們求知識的雄心，願我們樂意伏在塵土中。求主使我們脫離聖經的表面，進入深處。―― 倪柝聲倪柝聲倪柝聲倪柝聲《《《《基督與基督與基督與基督與生命生命生命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