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瑪波羅教會家訊 主後 2010 年 11 月 7 日 

 1 

【本週聚會】2010 年 11/7~ 11/13 

主日早上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1:30 AM 

專題追求                     11:30-12: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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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振东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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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下午 4:00-8:0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一、 下週主日第二堂【信息聚會】──路加福音第四章。 

二、 下週主日第三堂【聖經知多少】──帖前特點和鑰義。 

 

 

 

 
 

【家訊信息】我們原是祂的傑作 
讀經:弗 2:10 ；創 1:1；創 2:7 ；創 2:22；約 19:30；啟 21:6；弗

2:5~6 ；弗 3:6 ；弗 3:10~11 。 

 (一)「我們原是祂的傑作」(弗 2:10) 「工作」這字的原文意思是傑

作，精心的創造之作，手工的藝術品，或寫成的詩章。神的工作乃

是根据祂永遠的旨意，神的旨意乃是關乎基督，而神對基督的旨意

需要教會來完成，教會乃是完成神永遠的旨意器皿！神在這世付中

心的工作，乃是建造『基督的身體』，就是『在榮耀中的教會』。

「我們原是祂的傑作」啟示了我們所信的神乃是一位作工的神： 

(1) 神精緻的創造工作──祂要作你的主宰，因祂創造了你！ 

從萬物的被造和存在，例如日月星辰的運行，而其軌道繁而不

亂，銀河萬象的奇妙排列，候鳥道航系統的奧妙高深，海豚有流線

體型及聲納系統，以及一花一草的美麗精緻等，就可看出神創造的

精細設計。然而神的創作雖很多，唯有人才是祂造物的中心。因為

神鋪張諸天、建立地基，乃是為著預備造人(亞 12:1；賽 45:18) 。 

(2 神奇妙的拯救工作──祂要作你的救主，因祂要改變你人生的意

義，充實你生命的內涵！ 

只可惜人墮落了，並且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但神的旨意不會改

變，神的計劃也決不會失敗。神藉著祂的獨生子完成了救贖的工

作，解決了我們的罪和舊造(肉體) ，使我們成為一個新造的人（林

後 5:17）。所以教會實在是神嘔心的傑作，因為祂將罪人轉變成為

聖人，恢復了神原先創造人的目的，使人能彰顯祂的屬性和付表

祂，而對付祂的仇敵撒但。所以我們得救以後最重要的，乃是要與

神同心來配合，讓神在教會中自由的作祂所要作的工，並且照祂的

旨意，與眾聖徒同心合意的建造基督的身體。 

(3) 神完成的建造工作──祂要作你完全的豐滿，因祂要叫你得榮

耀！ 

啟示錄所啟示的核心：聖城新耶路撒冷乃是新天新地的中心。啟

示錄最寶貴之處，就是描述了神榮耀計劃終極出現的榮耀光景，那

就是新天新地的來到和新耶路撒冷的出現。聖城新耶路撒冷是神所

有工作的目標，是神歷付作為的集大成和結晶，是神旨意終極的顯

出，她表徵了神心意中所要達到的地步。因為：她是基督的新婦、

羔羊的妻（啟 21:2，9）；她是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在，

直到永遠（啟 21:3）。 

(二) 神如何產生這一個嘔心的「傑作」呢？神是把我們放在基督 

裏面，因此我們重生得救，乃是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一同復活，

一同升天(弗 2:5~6)。這個「傑作」彰顯了神無窮的智慧和能力，

因為是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所以教會的一切是基督，教會

的內容應是充滿基督，而教會一切的活動應是流露基督。因此這

個精心的「傑作」，能讓神心滿意足(賽五十三 11) ，而且是可以

給歷世歷付欣賞的。 

1) 「與基督一同活過來」──活：甦醒過來──享用基督的拯救，

不再活在罪和死裏面，恢復生命的功能。 

2) 「與基督一同復活」──復活：起來復起──享用基督的得勝，

脫離一切死亡的事物，過著得勝的生活。 

3) 「與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坐：安息穩妥──享用基督的安

息，過著屬天的生活。 

注意這裏的「活過來」，「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都是過去式，都是已經成功的。 

 (三) 神完成這一個「傑作」目的是什麼呢？乃是藉著教會的『三

同』(弗 3:6)，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弗

3:10~11)。 

1) 『同為後嗣』──何等的甜美！神恢復了我們與祂父子的生命關

係，不只使我們得著了祂的生命，更使我們在基督裹得著『兒

子的名分』(羅 8:23，弗 1:5)，而承受祂的產業。『同為後嗣』

也說出我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神家裏的人。因此我們在

教會的這屬靈的大家庭裹，彼此之間都應有一種歸屬感，並且

彼此相愛(約壹 3: 11)，共同分享神家中一切的豐富。 

2) 『同為一體』──何等的喜樂！基督所帶給的我們救恩，不只在

十字架上把神與人和人與人的問題解決，更使我們在基督裹合

一，成為基督的身體，作祂在地上的惟一彰顯。『同為一體』

也說出我們在教會中，肢體雖多，卻仍是一個身體(林前

12:12) 。因此我們是不可分割的，彼此之間應合一，並且互依

互補 (林前 12:25)，共同見證基督的豐滿。 

3) 『同蒙應許』──何等的福份！聖靈要帶領我們經歷並享受神在

基督裏所應許給教會的各種的屬靈福氣。神給我們最大的祝福

就是使我們得著所應許的聖靈(加 3:14)。『同蒙應許』也說出

聖靈在我們裏面作質(弗 1:14)，使我們可以在教會中与眾聖徒

共同預嘗神一切豐的盛，並保證我們將來全享一切屬天的福

分。因此我們既有如此寶貴的福份，彼此之間應維持聖靈交通

的暢通，並且共同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弗

2:22) ，使神在教會中得著榮耀。 

這是何等榮耀的事實！所以我們不要老是為教會的光景嘆息、

為教會的荒涼搖頭、為教會的問題灰心，要積極的與弟兄姊妹一

同進入神的計劃，享受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共同見證這個『三

同』，好讓主心滿意足。 

默想：回想並分享與眾聖徒享受「三同」的經歷。若無，屈膝禱

告吧！ 

禱告：親愛的主，我們承認，直到現在我們對你和你的教會認識

並不深。主啊，求你賜下亮光和啟示，讓我們真能知道你和你榮

耀的計劃。求你把你的心情放在我們裏面，叫我們注意你所注意

的，留心你所留心的，好使我們能完整的明白你的心意，而投身

在其中。 

【路加福音第四章要點】主受試探和公開服事 
重點：本章可分為二段：主勝過了試探(1~13)和主公開的服事

(14~30)。 

內容：路加福音第四章 1~13 節記錄了我們的主勝過魔鬼的試

探 。這段描述主耶穌生平中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就是祂在曠野受

聖靈引導，四十天受魔鬼的試誘。試探是發生在三處不同的地方

【禱告事項】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兒童服事禱告。 

◆ 為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付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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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野、山上、耶路撒冷的聖殿。三個試探圍繞人類最重要的

三種本能要求──飲食、權力和榮華，以及得到眾人認同的慾

望。然而主站在人的地位上，靠著神的話(「經上記著說」)，勝

過了魔鬼的試探。 

接著 14~30 節，路加提到了祂開始公開服事的情形 。路加說祂

「滿有聖靈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在各會堂傳道，而眾人都稱讚祂 

(14~15) 。從 16~19 節在家鄉拿撒勒的會堂，祂引用了以賽亞書六

十一 1~2 節，宣告祂職事的使命，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眾人希

奇祂口中的恩言，然而有不信的人說，「這不是約瑟的兒子

麼？」主明白他們心中所想的，便回答說：「沒有先知在自己家

鄉被人悅納的。」（22~24）祂又引述舊約裏的兩個例子，就是撒

勒法的寡婦在饑荒時得神恩助(王上十七)和乃縵的大痲瘋得潔(王

下五 1~19)，說明神的大能和祝福如何臨到外邦人（25~27）。當

他們試圖把耶穌推下山崖，祂卻從他們中間走過，開始了祂的公

開傳道事工（28~30）。 

31~44 節，路加完整的記錄了主耶穌在安息日那天，整日整夜不

辭勞苦地工作。首先我們的主先是在迦百農的會堂裏教訓人

（31~32）和趕出一個附在人身上的污鬼（33~37）；其次是祂進

人西門的家，醫治了他岳母的熱病（38~39）；到了傍晚，大批

群眾蜂湧而至，祂在迦百農的街上醫病趕鬼（40~41）；接著是

次日天亮的時候，祂離開眾人，獨自來到曠野(42）在那裡禱告

（可一 35）。最後，路加用簡短的話，總結祂的事工──「於是

耶穌在加利利的各會堂傳道。」(43~44） 

鑰節: 「魔鬼用完了各樣的試探，就暫時離開耶穌。」【路四

13】 

提要:在路加福音第四章 13 節中，「魔鬼用完了各樣的試探。」

「用完了」是說魔鬼用盡了一切攻擊的手段和方法，而已無計可

施。我們的主勝過魔鬼，不是只略勝一籌，乃是全然得勝！當日

在地上，主耶穌站住了人地位，羞辱了仇敵，叫我們也得着了勝

過撒但試探的秘訣。所以我們若想勝過撒但的試探和引誘，在地

位上，惟有活在基督己得勝的事實，靠著祂得勝的生命才能勝過

那惡者。而在實際的主活中，我們得勝秘訣又是什麼呢？  主耶穌

在進入試探之前，「被聖靈充滿」（1 節），在試探之後，「耶穌

滿有聖靈的能力」（14 節）。這說出我們得勝的能力，在於被聖

靈充滿，讓聖靈得著該有的地位，就能打屬靈的勝仗。在面臨撒

但的試探時，主耶穌三次引用聖經的話(申八 3；申六 13；申六

16) 。達秘說：「爭戰中得力的秘訣，乃在於正確地取用神的話；

靠著聖靈的能力，只要一句神的話就足以使敵人啞口無言。」所

以我們要每日讀聖經，並且在生活中應用神的話，因為認識並遵

行祂的話才能勝過勝過仇敵的引誘、圈套、試探。 

默想：人生要受試探是無法避免的，但得勝的秘訣完全在主己得

勝的事實中。 

禱告：主啊！求你施恩，使我們被聖靈充滿，時刻靠你勝過魔鬼

一切的試探。 

【詩歌欣賞】我對撒但總是說不 
我對撒但總是說不，我對父神就說是！ 

好叫我主所有佈署，全得成功不受阻。 

當我這樣聽主號令，求主賜給我權柄， 

使我滿有能力聖靈，成功主永遠定命。 

(选本诗歌 302 首) 

和受恩姊妹是一位認識神頂深的人，她曾作多首詩歌，都寫出了

她在主面前深刻的經歷和美好的學習。 

每逢人有疾病時，即使是傷風小病，她總以「你知道為甚麼

嗎？」相詢，很多弟兄姊妹因而蒙光照學到功課。一次，和受恩姊

妹病在某上，她的同工離開她到別的地方去，錢也沒有，廚子也因

事回家去了。她在床上一直禱告神，為甚麼她這次會生病，神就給

她看見，這不是出乎神的，不是個人的問題，乃是仇敵的攻擊。她

就對主說：「如果是我錯了，就可以病下去；如果是撒但的攻擊就

病不得。」她已發了四天熱，並且熱度很高，但她立刻起來。就在

此時，她寫了「我對撒但總是說不，我對父神就說是」一詩，寫完

了就出去做事，病也好了。 

撒但有一個工作，就是攻擊神的兒女，但常是聖徒所不易察覺

的。牠使人忽視身體，今天少吃一點，明天少睡一點，今天累一

點，明天乏一點，就這樣一點一點的加上去，健康就完全失去

了。 

撒但也能一點一點的磨人的「心」，今天有一點不愉快，明天有

一點不稱心，就這樣一點一點的，失去了當初得救時的喜樂而灰

心喪膽。撒但更能磨人的「靈」，一點一點把你的禱告拿去，一

點一點把你對神的倚靠拿去，一點一點叫你相信你自己，一點一

點叫你更倚靠你的恩賜，對於主的心更遠離。哦！這些都是撒但

欺騙、破壞神兒女的一貫伎術，信徒的墮落並非一次的，而是逐

漸妥協、生怨。當我們對神實行順服的時候，牠就要這樣攔去

路。拒絕撒但的力量，是在乎看見了牠的迷惑及壓力。許多時候

我們不能得著拯救、釋放，竟還勉強自己去默然忍受撒但的「折

磨」…這是上了撒但的當。 

有一次，倪弟兄住在和受恩姊妹家中，忽患重病，當時不只身體

不適，並且有幾件事情弄不好，也情也頂難受。和姊妹前來看

他，他把自己的情形告訴她，每當他說一句，她總是注目對他

說：「基督得勝！」倪弟兄說：「外面的病我不怕，我裡面的事

情沒有弄好，叫我想起來就發冷汗，實在過不去了。」她還是

說：「基督得勝！」他說：「不是這麼說，對仇敵可以說基督得

勝者；對於罪，是因靠主的血洗淨了；對於疾病，也可說是因基

督擔當了，這都可以說基督得勝，然而我自己出了事，事情沒有

弄好，怎能說基督得勝呢？」但和姊妹仍是說「基督得勝」！接

著姊妹又讀了兩節聖經，倪弟兄這時才真清楚「基督得勝」的意

義了。從前他只不過有聖經知識，不過是蘆葦兵器，毫無用處，

現今才知「基督得勝」包含得何等大！無論對仇敵，對罪，對

病、對事務皆包括在內。和受恩姊妹因著一次次地受神對付，所

以最明白神的旨意，也深認識基督得勝的價值。願我們能靠著基

督得勝，滿有能力聖靈，對撒但說：「不！」，拒絕牠一切的攪

擾。 

哦！我們要求神開我們的眼睛，叫我們能真看見撒但在人身上的

迷惑，更叫我們認識神的工作。神的兒女真要起來，厭煩撒但，

責備撒但，向著牠一直宣告：「不！」堅持著拒絕和反對的態

度，「好叫我主所有部署，全得成功不受阻」。也許當我們完全

順服神的時候，就有許多試探與患難臨到，但是我們需要有一個

堅定的態度，不論將受如何苦，仍要對父神說：「是！」無論甚

麼威脅引誘，不會使我們一回頭。 

「…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以弗所書六章 13 節）仰望

主施恩加保護，賜予我們力量，對撒但總是說「不！」對父神永

遠說「是！」使神的兒女因著順服而能見證主的得勝，站立得穩

在主得勝的地位上，且不忘常以大衛干罪失敗作儆誡。（撒母耳

記下十二章 14 節）───摘自「詩歌簡介」 

 我們必須求神開我們的眼睛，叫我們看見撒但到底是怎樣磨我

們，我們應當怎樣反對牠的磨。───倪柝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