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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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5/16 主日早上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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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剑涛弟兄家 

Morganville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喻明弟兄家 成長班課程交通聚會 週六晚上 7:30-9:30 PM   杨震宇弟兄家 

 

 

 

 

 

 
 

 

【【【【成全聚會綱要成全聚會綱要成全聚會綱要成全聚會綱要】】】】 
HOW TO PREPARE OURSELVES FOR HIS SECOND 

COMING GOD              

I To be watchful unto the day of our Lord，，，， the Son of Man  

A As lightning flashing (Luke 17:24， 26-27) 

B Like a thief (I Thes 5:2-3) 

C That we may be blameless (I Cor1:8-9; I Thes 3:13; Eph 1:4) 

II  To build up healthy habits in our Christian daily life 

A By realizing that we were called into “the fellowship of His Son， 

the Divine life” (I Cor 1:9; I John 1:1-3) 

B By knowing that our Father desires that we love Him and He loves 

to dwell with us (John 14:23) 

C By exercising the following practices: 

1To “Stop” our self， to shut our door and enter into our private 

room and pray (Matt6:6) 

2To “Repent” is the “crucial” step to enter into the heavenly 

kingdom (Matt3:2; 4:17) 

3To “Open” our heart， our mind， our emotion， and our will to 

Him 

4To “Confess” our sins， sin， mistakes， wrong doings， 

offenses， iniquities， ungodliness，…(I John 1:9) 

5To “Empty” our self， “Deny” our self (Phil  2:7; Matt 16:24) 6  

To “be filled” with the Spirit unto all the fullness of God (Eph 

3:19b)  

III To be burdened for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Matt 24:14; II 

Tim 1:9-12) 

A Not only for the salvation of the sinners， 

B  But also for the calling of our God into the fellowship of His Son， 

Jesus Christ 

C To exercise godliness for the expression of God’s Kingdom， in 

our words， in using money， in spending times， … etc to fulfill 

God’s eternal purpose (I Tim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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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靈裡事奉神在靈裡事奉神在靈裡事奉神在靈裡事奉神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約四章約四章約四章約四章23至至至至24節節節節，，，，羅一章羅一章羅一章羅一章9節節節節，，，，八章八章八章八章6節節節節。。。。 【【【【信息摘要信息摘要信息摘要信息摘要】】】】：在神的兒女中，有許多人對於事奉神是很有心的，可惜的是他們對於事奉的路還沒有摸著。以道理來說，他們沒有多少錯；以行為來說，他們也沒有多少錯；但是以事奉神的路來說，他們是錯了。這卻怎麼說呢？問題是在那裏呢？問題就在這些的事奉是從你的頭腦裏出來的呢，或者是從你的裏面出來

的？神的兒女在事奉神的事情上，一切都該從裏面的感覺出來。
(裏面的感覺，不是指屬魂的感覺說的，乃是指屬靈的感覺說的。)你禱告也罷，你讀經也罷，你講道也罷，你屬靈的追求也罷，都得從你裏面的感覺出來纔是。就是你對於一個人的認識，也得憑著你裏面的感覺來認識。如果你的生活和你的工作，不過是從你 的思想裏出來的，這對於屬靈方面的路是不通的。在一般的事情上，你用你的思想還行，但是你在事奉神的事情上，就必須從靈裏出來。我們要知道，對於屬靈的事情，第一必須是在靈裏有感覺來作，其次纔是用你的思想。 

【【【【帖撒羅尼迦帖撒羅尼迦帖撒羅尼迦帖撒羅尼迦後後後後書第書第書第書第三三三三章章章章】】】】一面等候一面工作一面等候一面工作一面等候一面工作一面等候一面工作 鑰節鑰節鑰節鑰節:「「「「願賜平安的主願賜平安的主願賜平安的主願賜平安的主、、、、隨時隨事親自給你們平安隨時隨事親自給你們平安隨時隨事親自給你們平安隨時隨事親自給你們平安．．．．願主常與你願主常與你願主常與你願主常與你們眾人同在們眾人同在們眾人同在們眾人同在。」。」。」。」(帖後三帖後三帖後三帖後三 16) 重點重點重點重點: 保羅在第二章解明大罪人顯露和基督降臨的次序，又勸勉信徒要靠主站穩之後。最後第三章是保羅的「吩咐」一共出現了四次(4、6、10、12節)。保羅指出他們一些錯誤的做法，吩咐他們在這等候主回來的期間應該做些什麼。本章可分成三部份： 一、 要彼此代禱(1~5節) ──願主道快快行開，二願脫離惡人之手，三願主引導我們進入愛神和基督的忍耐裏！ 二、 生活操練(6~15節) ──要按規矩而行，一面等候一面工作；對問題弟兄要勸戒 (11-12節)，對頑梗弟兄永不放棄
(13-15節)！ 三、 問安與祝福(16~18節) ──勿忘三方面同在：主賜的平安
(16節)、神的話語(17節)、主的恩典 (18節) ！ 

【【【【家訊信息家訊信息家訊信息家訊信息】】】】蒙光照蒙光照蒙光照蒙光照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那吩咐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那吩咐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那吩咐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那吩咐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裡已經照在我們心裡已經照在我們心裡已經照在我們心裡，，，，叫叫叫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顯在耶穌基督的面顯在耶穌基督的面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上上上。。。。(林後四林後四林後四林後四 6)   生命之光生命之光生命之光生命之光 哥林多後書四章六節說：「那吩咐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裡，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約翰福音八章十二節：「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從這兩處聖經中，我們得知神與基督乃是照亮出來的光，一面照在我們心中，把我們的心照明，使心中所存的思想、意念、打算、企圖，都顯明得清清楚楚；另一面，這光也照亮我們的道路，使我們跟隨主，就是在光明中行路，結果更得到生命之光。 聖經說到神是光，基督是光，都不是指我們一般所見的光，如日光、月光、燈光一樣。神的光和基督的光，都是指一種生命的光。當這生命之光照亮的時候，就消除了從死亡來的黑暗。自從撒但入了世界，也把死亡和黑暗帶給了世人，叫世人都在死亡之下，也在黑暗之中。主耶穌來了，把生命分給我們，同時也以生命之光照亮我們，使我們脫離黑暗的光景和黑暗的生活，並且作世上的光，照亮別人。 我們作了基督徒後，行事為人，不是根據規律戒條。若是我們還要立一些規律戒條來約束我們，盼望作個無過錯的人，或者我們只作一個遵守規律戒條、安分守己的人，而不管甚麼生命之光，那不過是個有基督徒之名，而未得基督徒之實的人，或者說，是個外行基督徒。真基督徒，是靠心中光照行事為人的。 照亮人心照亮人心照亮人心照亮人心 這生命之光為甚麼要照到我們心中呢？因為我們的心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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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師母和童師母和童師母和刘宪琼刘宪琼刘宪琼刘宪琼姊妹姊妹姊妹姊妹動手術動手術動手術動手術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 為找工作為找工作為找工作為找工作弟兄弟兄弟兄弟兄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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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月月月 10日日日日 

 2 

們的本相，是我們的真光景。我們這個人怎樣，我們自己並不知道，因為人都不知自己的心，當然也更不知別人的心。我們的心是支配我們生活行動的機關，心若蒙主拯救，我們的生活行動自然改變。規律戒條只能限制我們的外表，不能改變我們的心。 主的工作，是用生命之光照在我們心中，一面把我們心中的光景顯露出來，叫我們認識；一面這生命之光又能改變我們，醫治我們。神把生命之光照在我們心中，為要顯明我們，也是拯救我們。我們若與神的帶領配合，接受他的光照，讓光來拯救我們，才是真基督徒的生活，才有真正的長進。 當我們專一就近主耶穌的時候，他生命之光，把我們心中真實的光景都顯明出來。我受光照之前，還覺得我不錯，我的心比別人好，但被主的光一照，才知道我的心多不好，藏在心底下的自大、驕傲、不純、野心、不良、不正…赤裸裸的都暴露出來。我不但羞愧，而且驚駭，真像聖經所說：「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感謝神，人識不透的心，生命之光能把它顯明得透徹。 時時蒙光照時時蒙光照時時蒙光照時時蒙光照 這種光照不是一次就完的，因為我們的心不是一次就拯救得好。這種光照乃是天天的、時時的，我們每一次談話、作事，每一個打算，甚至去幫助人、作好事，都要蒙主的光照，照出其中的墮落成分。神的拯救，也就在這種情形之下發生功效。我們的生活，也在這裡被改變，蒙拯救。 這一種出自生命之光的照亮，和別人的勸勉不同。別人的勸勉不能動我們的心，因為人不能認識存心，而且我們對別人的勸勉，也不一定服。這種光照也不是自己省察自己，像儒教徒所說的「吾日三省吾身」一樣，因為人在黑暗中，省察不到自己的心，只能約束自己一點，不能改變自己。神的光是出於生命之靈，又帶著榮耀，能改變我們的心，使我們榮上加榮，如同主靈變成的。 這生命之光也是我們人生路上的光，使我們不在黑暗裡走。我們這一生，一面是生活，一面也是一條路程。我們不但要過一個有意義有價值的生活，也要走一段有目標有成就的路程。我們所走的路若是沒有光，四圍盡是黑暗，不但會失去目標，游蕩飄泊，而且隨時有失足跌倒、身落陷阱的危險。 我們所走的路，也就是我們對神的事奉，以及為神所作的工作，和我們的生活見證。若是我們忠心，無論在教會中，在世人中，在家庭中，都把基督見證得好，叫神滿意，並且一直維持到人生終了，那就是把路程走得好。若是我們生活沒有見證，叫教會受虧，叫世人指摘，叫家庭失和，更使神不滿意，就是路程上的失敗。 所以在人生路程上，更需要主生命之光的照亮。我們走錯路，不是一下子就岔出去的，都是慢慢的、逐漸的偏離出去的。通常在開始偏離的時候，主的光並不容讓，開始照亮我們，叫我們發現與主的託付相左了，與我們的見證分離了。若是在一蒙光照的時候，立刻回到正路上，也就蒙到拯救，仍舊走跟隨主的光照之路。 與保羅同時被主興起來、為主作工的人不少，但沒有走到路終的人也很多。這些人後來也成了保羅的難處，為他增加不少的苦楚。但是保羅知道，他當跑的路已經跑盡了，此後有公義的冠冕為他存留。到那日，審判的主要賜給保羅，也賜給一切愛慕他顯現的人。今天愛慕生命之光，喜歡與主同行的人，路

也必走得正直。否則到那日，主還要以審判之光，來照明那些走錯道路的人。――――――――  摘自摘自摘自摘自真理號聲真理號聲真理號聲真理號聲 

【【【【詩歌欣賞詩歌欣賞詩歌欣賞詩歌欣賞】】】】主主主主，，，，我曾否叫聖靈憂愁我曾否叫聖靈憂愁我曾否叫聖靈憂愁我曾否叫聖靈憂愁 一一一一        主我曾否叫聖靈憂愁主我曾否叫聖靈憂愁主我曾否叫聖靈憂愁主我曾否叫聖靈憂愁，，，，流蕩流蕩流蕩流蕩、、、、隨便並冷落隨便並冷落隨便並冷落隨便並冷落？？？？        然而我的犯罪和退後然而我的犯罪和退後然而我的犯罪和退後然而我的犯罪和退後，，，，未曾叫未曾叫未曾叫未曾叫祂厭倦過祂厭倦過祂厭倦過祂厭倦過。。。。    二二二二        你的聖靈曾如何忍耐你的聖靈曾如何忍耐你的聖靈曾如何忍耐你的聖靈曾如何忍耐，，，，    等我慢慢心轉變等我慢慢心轉變等我慢慢心轉變等我慢慢心轉變；；；；            我曾如何棄絕你熱愛我曾如何棄絕你熱愛我曾如何棄絕你熱愛我曾如何棄絕你熱愛，，，，    當祂為我憂心煎當祂為我憂心煎當祂為我憂心煎當祂為我憂心煎。。。。    三三三三        你的聖靈今在我心內你的聖靈今在我心內你的聖靈今在我心內你的聖靈今在我心內，，，，    我要以祂為我主我要以祂為我主我要以祂為我主我要以祂為我主；；；；            因為愛你使我能敬畏因為愛你使我能敬畏因為愛你使我能敬畏因為愛你使我能敬畏，，，，    你的最小的宣佈你的最小的宣佈你的最小的宣佈你的最小的宣佈。。。。    四四四四    我們現今雖不能愛你我們現今雖不能愛你我們現今雖不能愛你我們現今雖不能愛你，，，，如你那樣愛我們如你那樣愛我們如你那樣愛我們如你那樣愛我們；；；；                        你在我心若將火點起你在我心若將火點起你在我心若將火點起你在我心若將火點起，，，，        牠就不會終冷沉牠就不會終冷沉牠就不會終冷沉牠就不會終冷沉。。。。    （（（（副副副副））））求你多賜我們以聖靈求你多賜我們以聖靈求你多賜我們以聖靈求你多賜我們以聖靈，，，，讓祂光照並焚燒讓祂光照並焚燒讓祂光照並焚燒讓祂光照並焚燒，，，，    將將將將『『『『你你你你』』』』供給我們作生命供給我們作生命供給我們作生命供給我們作生命，，，，使我不住的禱告使我不住的禱告使我不住的禱告使我不住的禱告。。。。    本詩（聖徒詩歌第 251 首）的作者費柏（Frederick William Faber, 

1814~1863）。這首詩歌也說出費柏自己年輕時的經歷：費柏在童年即藉著母親而認識了主。他幼小的心非常單純地向主敞開，常常經歷神同在的甜美而深受吸引，他似乎天生就具備了與神親密交通的性情。 1833年，十九歲的費柏進入牛津大學。當時正是各種思潮百花齊放的年代，特別是在牛津這樣的地方，更是人文薈萃。其中又以自由主義最為突出，崇尚理性和人本，挑戰一切傳統，當然也包括對基督的「信仰」和「教會權威」。費柏本來就是一個充滿熱情、愛好文學並頗具天賦的學生，遇到這樣的環境正是如魚得水。他盡情徜徉在古典文學中，並結識了許多知音，其中有不少在以後都成為鼎鼎有名的文學家和詩人！年輕的費柏忙於發展他的「文學志業」和多采多姿的生活，就漸漸遠離神。 「然而我的犯罪和退後，未曾叫祂厭倦過。」神決不放棄祂已揀選的器皿，一直等待他的心回轉。漸漸的，他也感覺聖靈在他裏面的嘆息－因著對神的心冷淡而「憂心煎」。啟示錄二章四節「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離棄了起初的愛。」他被大大責備，蒙光照而悔改：「我被知識野心的餌勾住了，我成了文藝虛華的奴隸！」裏面渴慕主的愛火一被點燃，就從世界分別出來，對文學的喜愛也對付了，從此「以祂為我主」。他自述這段經歷：「為要贏得超過我的才賦所能得著的聲譽，我只有透支我的體力，出賣我在主裏的安息，挪用我素來持守的晨禱時光。唉！這些慾望帶給我太多的罪孽。現在，我不會再快樂，除非我一直思念耶穌，談論或寫作有關永遠的事。」他將自己奉獻給主，回到禱告的生活。直到後來決定一生服事主，他的人生徹底轉變。 「因為愛你使我能敬畏你的最小的宣佈。」費柏的屬靈生活是紮根的，他的文字都透出一種與主深深的、親密的來往；這也是他服事主的特徵。與他接觸的人，無不渴慕像他一樣住在主裏面。願聖靈也光照我們，焚燒我們，將我們心中的愛火點起，如同費柏在「全為耶穌」(All for Jesus)一書中的呼籲：「單因著愛來事奉耶穌吧！」  費柏看見當時英國教會如同以西結書中的異象－長筋、長肉、長皮，但還缺少那一口氣息。呼求主賜下聖靈，點燃神兒女們心中對神的愛火。教會除了要回到正確的立場和合乎聖經的實行，更需要是活的，滿了屬靈生命，否則很容易落到形式和儀文裏，因此他寫了這首詩歌：「向風說豫言」(結三七 9)－呼籲聖靈向教會吹氣，盼望聖徒們能更多注意屬靈的實際。這正是今日教會的需要！ ※※※※「「「「悔改悔改悔改悔改」」」」是是是是「「「「向後轉向後轉向後轉向後轉」！」！」！」！就是叫你回轉走就是叫你回轉走就是叫你回轉走就是叫你回轉走，，，，跟你起先所走的方跟你起先所走的方跟你起先所走的方跟你起先所走的方向向向向，，，，完全相反完全相反完全相反完全相反。。。。若是若是若是若是「「「「真實的悔改真實的悔改真實的悔改真實的悔改」，」，」，」，就要就要就要就要「「「「結果子結果子結果子結果子」」」」――――――――慕迪慕迪慕迪慕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