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瑪波羅教會家訊 主後 2011 年 10 月 9 日───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 【書廿四 15】 

 1 

【本週聚會】2011 年 10/9~10/15 
主日早上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2:15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陈宪明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曹振东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萬江文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家訊信息】我們為何如此聚集(下) 
三個需要—為著同被建造: 

 擺上或交託（Commitment） 

 難關或危機（Crisis） 

 十字架（Cross） 

（三個字在英文均以 C 起首，可以簡稱三個 C—譯註） 

為使我們能夠被建造在一起，我願意提出三個需要—交託（或擺

上）、難關和十字架。如果你真願意在一起被建造，就必須將自己

擺上。這是顯而易見的。雖然少有人願意，但這卻是不可少的。你

必須將自己交付、擺上。這不止是對主。也是對你的弟兄姊妹。聰

明人絕不願擺上自己，他們不願靠得太近；靠得太近難免被燒到。

但是我們該為著這火來感謝神。你願意擺上嗎？ 

如果你真願意擺上，接踵而來的就是難關，叫你一刻都不得安

息。如果你要過安逸的生活，你要去戲院找（你們知道我不鼓勵你

們去戲院）。如果你去的是一個真正的教會，你將自己擺上，請記

住，你就會遇到難處，你會很快受到難處的打擊。你開始覺得「這

個弟兄太糟糕，那個姊妹無可救藥」。當難關臨到你時，你就需要

十字架。你願意捨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主嗎？這是我們真

正被建造在一起的唯一道路，別無他途！ 

為甚麼在神的子民中，真正被建造起來的不多？你看見聚會的很

多，但建造起來的很少。原因就是人不願意擺上自己，逃避難處，

不肯背十字架。哦！但願我們能看見，我們如此聚會的原因，乃是

要有基督團體的彰顯。我們盼望祂能安居在我們中間，在我們中間

祂得著滿足和安息。我們願意被建造在一起，但要一起被建造，就

需要擺上自己，不逃避難處，並接受十字架。 

一同盡功用 

為了要彰顯基督，我們不僅必須被建造在一起，我們也必須一起

來盡功用。彼得前書第二章四至五節說：「主乃活石；……你們來

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

你我從一所房子，可以看見房主的品味，那房子代表了它的主人。

我們不僅是靈宮彰顯基督，又是靈宮裡的祭司。因此，我們聚集在

一起，要一同盡功用。在身體裡的每一個肢體、每一個部位，都有

神所賜奇妙的恩賜和恩典。我們的責任就是盡功用，每一個肢體都

當盡功用。我們聚會不是為了聽一個人講道，也不是讓幾個人來服

事我們。我們聚集在一起的目的，是要使所有的人都盡功用，好像

基督身體上的肢體。這也是為甚麼我們如此聚會的原因。 

不要再把自己當作外人。要記得以弗所書第二章所說：我們不再是

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裡的人了；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

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為房角石，我們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

在。這是我們的身分。所以當我們聚集時，每一個人都當盡功用。不

單單是少數人盡功用，所有的肢體都當按照神所分給各人的恩賜，所

得的恩典盡功用。所有肢體當配搭在一起，不是單獨或獨立地顯出功

用。祭司盡職分是一幅極美麗的圖畫。當祭司們事奉時，不只是一兩

個祭司而已。 

我們知道，在聖殿裡盡職事的祭司盈千累萬。他們在大祭司之下，

按著班次、職責，在一起事奉；眾人如同一人，沒有差錯與混亂。在

大祭司的指揮下，凡事井然有序。我們的主耶穌就是我們的大祭司。

今天聖靈就代表在地上的大祭司，我們是眾祭司。我們必須在聖靈的

指揮下，在神的家中，像祭司在聖殿盡職那樣事奉神。這是何等美麗

的一件事！這也是我們在一起聚會的原因。 

神的器具 

為甚麼我們在一起聚集，要像基督的身體呢？我們一起聚會是為要

服事神。我們不只是一個器皿，而且是神手中的一個器具。作為一個

器皿，我們要被基督的豐滿所充滿。作為一個器具，我們要能被神使

用，好帶進祂的國度，好使祂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並且

帶進至大君王的再來。 

以弗所書第三章，說到神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得

知神百般的智慧。以弗所書第六章說到我們要站立得住，能以抵擋仇

敵；為成全神的旨意而站立得住。這也是為甚麼我們在這裡聚會的原

因。我們在這裡聚集，是要與神同工。我們在這裡要一起敬拜神，一

同服事主。我們在這裡要一起服事神的子民。我們在這裡甚至也服事

這個世界。我們在這裡不是度假，消磨一點休閒的時間，你盼望坐著

花轎被抬到天上去嗎？或者你願一直奮戰，直到被提上天？在你身上

有沒有傷痕呢？你是不是個舒服而完好如初呢？ 

弟兄姊妹們！為甚麼我們在一起聚集呢？這些就是我們如此聚集的

原因。我們如此聚集，若能討主喜悅，就願它如此。我們若是令祂失

望，懇求神赦免，我們會被挪開；為著祂的見證，神會另外興起人

來。因為在已過的世代中，雖然神的教會屢次失敗，神卻從未使地上

沒有祂的見證。總有一些忠心向著神的人。阿！巴不得我們也能在那

些人的行列中。 

主阿！憐憫我們，靠你寶貴的名求。阿們！── 江守道 

【哥林多前書第三章】與神同工 
摘要：哥林多前書第三章，保羅仍然在對付哥林多教會中分爭的問

題。教會中的結黨結派的主因多半出自對神的工人不智的傾慕、高

舉、擁護和奉承他們所敬佩的人。1~4節，保羅指出他們「幼稚」和

不屬靈的情形是屬肉體(fleshly，希臘原文 sarkinoi）的表現。保

羅解釋他們在基督裡仍是嬰孩。只能喝奶，不能吃飯；照著世人的樣

子嫉妒、分爭；並且高舉屬靈的領袖而分黨分派。 

5~9上節，保羅特別說明工人和工作的關係。保羅告訴他們，他與

亞波羅都算不得甚麼，他們無非是執事(服事信徒的人)。保羅做栽種

的工作，亞波羅做澆灌的工作，但神使教會生長。他們的工作雖有不

同，但將來都要得自己的賞賜，因為他們都是神的同工。 

在第 9下-17 節裏，保羅用了三個比喻——耕地、房屋和聖殿，說

明工人、教會和神的關係。為了強調他上面所說的，18-23節，保羅

提出了二個警戒：「不可自欺」和「不可拿人誇口」。他們的『自

欺』，就是『自以為有智慧』。最後，他作了三重的說明：「萬有全

是你們的；……你們是屬基督的；基督又是屬神的。」保羅說明所有

神的工人都是為著教會，教會是為著神，因此不要拿人(保羅、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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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 

◆ 為10月29日的福音聚會代禱。 

◆ 為病痛中的弟兄姊妹禱告。 

◆ 為弟兄們訪問南京教會代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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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磯法)來誇口。 

鑰節:「因為我們是與神同工的；你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 

造的房屋。」【林前三 9】 

感想: 這節經節是本章的鑰節。『與神同工』或可譯作「在事奉神

上互為同工」。在達祕的註釋裏告訴我們，『與神同工』意思乃

是：『神是工頭，我們是小工。』教會是神的工作，但神透過祂的

僕人而行動。所以有人說：『沒有神，我們不能作甚麼；沒有了我

們，神也不願作甚麼。』接著，保羅用了三個比喻——耕地、房屋

和殿，指出我們當怎樣『與神同工』： 

• 教會是神所耕種的田地(9節) ——『耕種』重在使生命長大成

熟；『田地』重在長出生命的果子。我們應當盡的工夫，讓神

得著滿足。而我們是否為自己的生命長大成熟負責，好好地耕

種、澆灌，結出果子榮顯神呢？    

• 教會是神所建造的房屋  (9節) ——『建造』重在使生命變化

更新；『房屋』重在建成合適的居所。『與神同工』應當謹慎

我們的建造，讓神得著安息。我而們是否是用金 (指神的性

情)、銀 (指基督的救贖)、寶石 (指聖靈的工作) (12節)， 屬

神、耐火、永久、上乘的材料來建造？使所建的工程通得過火

的試驗呢？    

• 教會是神的殿(16節) ——『殿』重在聖靈同在的聖潔、榮耀的

性質。我們應當尊重那住在裏頭的神的靈，並且要好好守住我

們的聖潔，讓聖靈作主人。而我們是否讓神的靈自由地在教會

裏面自由運行呢？是否常因體貼肉體的偏見、嗜好，和屬世的

理想與誇耀，阻礙了聖靈的自由呢？ 

默想：我們如何盡我們的工夫耕種、謹慎的建造和守住聖潔呢？ 

禱告：神啊，叫你的兒女甦醒，為自己的生命長大成熟負責，結出

果子，讓你得著滿足。而一切的工作都是建造你的教會，叫你的殿

顯出榮耀和豐滿，讓你在地上得着安息的居所。求你厲害的對付撒

但一切的作為，人的摻雜、代替，好叫建造教會的計劃不受到破

壞。 

【特別聚會綱要】祝福的神和蒙福的人 
一、神祝福人乃是根據祂造人的目的 (創一27~28) 

二、神祝福人乃是根據天國子民的品格 (太五3~12) 

三、神祝福人乃是根據人迫切的追求 (創卅二26) 

四、人如何蒙神的祝福呢？ 

(一) 與神聯結 (詩1) 

(二) 清心、愛慕神(詩73) 

(三)追求屬靈的長進 (詩84) 

(四)建立蒙福的家庭 (詩127~128) 

(五)弟兄和睦同居(詩133) 

(一) 蒙福的人──與神聯結的人 詩1:2 

甚麼是有福的人呢？詩篇第一篇說到一個蒙福的人生就是： 

(1) 與神同行，不與犯罪人同流合污(約八12) ──不從、不站、不

坐； 

(2) 喜愛、思想神的話(約六63) ──使我們的生活以祂的話為指

引，使我們的生命合乎祂的旨意； 

(3) 聯結神生命的供應，活出結果子的生活(约十五1~5) ──像一

棵樹，栽在溪水旁。 

默想：親愛的，你是否是一個蒙福的人呢？讓祂的生命影響你日常

生活的每一步 ! 

背景：本篇詩是特別為整卷詩篇所寫的引言，因為它明確地說明詩

篇的基本信息：有福的人藉著祈禱，默想，安息，歌頌，讚美，感

謝，與神親近來往，過著甜蜜的交通生活。聖經中論到“有福”，

在希伯來文及英文中都是一個字，希伯來文是AAHREI，英文是

BLESSED。換句話說，那就是“喜樂”。這一個字在詩篇中已用了

廿五次。 

(二) 蒙福的人──清心、愛慕神的人 詩73:26 

甚麼是蒙福的人呢？ 

(1) 蒙福的人(1~2節)──清心的人 

(2) 失去祝福的人(3~16節)──看到人的境況，心就不平、疑惑、

自怨自艾 

(3) 轉變失敗的人(17~22節)──轉向神，心態的轉變，解開心中

的困惱  

(4) 蒙福人的生活 (23~28節) ──神是天上地上唯一所愛慕的 

默想：親愛的，天路歷程充滿挑戰，基督徒難免「幾乎失閃，險些

滑跌」(2)，但你若在神面前保持清心，必蒙神恩待，接受神的光

照與啟示，就不致滑跌。 

(三) 蒙福的人──追求屬靈長進的人 詩84:4~6, 12 

蒙福的人就是一個追求屬靈長進的人。詩人從「渴想」到「前

往」到「倚靠」的漸進過程： 

第一段是基督徒長進的渴慕（1~4節）， 

第二段是基督徒長進的經歷（5~8節）， 

第三段乃是基督徒長進的見證（9~12節）。 

默想：親愛的，你是否是一個走天路，蒙福的人呢？ 

背景：本篇中的每一件事，都跟「便為有福」這個主題有關。詩篇

中有三次提到「便為有福」：(1) 住在神殿中的人(4節)；(2) 靠

神得力，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人(5節)；(3) 倚靠神的人(12節)。 

(四) 蒙福的人──建立蒙福家庭的人 詩127:5；詩128:1 

(1) 家庭蒙福是從耶和華而來（一二七1～2）──沒有神的幫

助，人一切的努力都是枉然 

(2)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福（一二七3～5）──兒女需要生養、

教養、培養，使他們成為勇士(指主說的)手中的箭。 

(3) 蒙福家庭的原則: 

 有福 (1，4節) ──敬畏耶和華 

 享福 (2節) ──勞碌有享受、有安息 

 神賜福 (5節) ──一生一世看見耶路撒冷(教會)的好處 

默想：敬畏神的人，將天堂帶到家庭。──華茲華斯 

   親愛的，你的家庭生活是否蒙神祝福呢？ 

(五) 蒙福的人──弟兄和睦同居的人 詩133:3 

蒙福的教會生活： 

(1) 弟兄和睦同居（1節）──主生命裏的合一，教會同心合意的

見證 

(2) 膏油的塗抹（2節）──聖靈從元首基督流到祂身體上的肢體 

(3) 甘露的降臨（3節）──生命的供應使每個人都滿了生命，新

鮮、活潑、 

默想：在忙亂的生活和疏離的人際關係中，你是否看重与肢體一同

生活、一同敬拜、一同得著屬靈的祝福呢？ 

背景：詩篇一百卅三篇是說到愛弟兄。大衛年幼時，哥哥們心裏對

他不服；晚年時，又遭遇兒女們互相殘殺，經歷了刀劍「必永不離

開」他的家。雖然在他的家中沒有和睦 ，但他看見以色列十二支

派，每年三次聚集在耶路撒冷聖殿過節，那種光景實在是令人羨

慕。所以他有感而發，才寫下了本詩。以色列民一年三次，從四面

八方踴往耶路撒冷，他們同有一個目的，就是到錫安耶和華的居所

敬拜神。 在到耶路撒冷後，他們一同生活、一同敬拜、一同得著屬

靈的祝福。他們如同家人般和睦同居，這是何等歡樂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