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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1 年 12/11~12/17 
主日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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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英杰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陈宪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闵永恒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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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家訊信息】聖經中的七個問題 

經文：創三9，四10，卅二27；民廿二9；王下廿15；撒上十五14 

聖經中神對我們講的幾個問題，與我們有密切的關係。 

第一，你在那裏？聖經說：「耶和華神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那

裏？」（創三9）本來，亞當與神在伊甸園有交通，但如今他犯了

罪，且躲避神。神的心傷透了，破碎了，祂呼喚亞當說：「你在那

裏？」祂不像忿怒的法官來定亞當的罪，乃是要挽回亞當恢復與神

有交通。 

朋友！你屬靈的道路在何處？是否與主同行，有交通；聽神的聲

音，見神的面？或是有東西攔阻了你與神之間的交往，不在亮光中

與神同行？你屬靈的生命在何處？你有讀經禱告嗎？你有與主同行

的喜樂嗎？ 

亞當聽從試探者的話，不再與神同行，令神的心破碎。 

第二，你在這裏作甚麼？聖經說：「以利亞阿！你在這裏作甚

麼？」（王上十九9）神向以利亞發問，乃是要找出他的屬靈動機在

何處，以及在做甚麼？神曾用以利亞使以色列民族大復興。因他曾

一個人站在迦密山上擊敗巴力的先知，令亞哈王敗陣。巴力不能降

火焚燒祭物，但耶和華從天降火燒盡祭物，故此以色列民大呼耶和

華是神，整個民族歸向神。 

以利亞本來是個勇敢的先知，如今躲在洞中，先後大有分別。因為

他懼怕耶洗別王后，所以逃跑了，躲藏在洞中。此時，神對他說：

「你在這裏作甚麼？」其實他是逃避屬靈的責任，他應當回到以色

列民中，神說：「我在以色列人中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

力屈膝的，未曾向巴力親嘴的。」（王上十九18）神要他回到民

中，帶領他們，鼓勵他們。 

神也同樣會問我們，你在這裏作甚麼？你有機會來聚會，渴望神的

話嗎？耶穌說：「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太五6）神要你的飢渴得飽足。你不要逃避責任像以利亞那樣。也

不要像約拿那樣，神叫他做事奉的工作而他不願意去作。神要問

你：「你在這裏作甚麼？」 

第三，你作了甚麼事呢？聖經說：「聖和華說，你作了甚麼事

呢？」（創四10）這是個犯罪的問題。神向該隱發問：「你作了甚

麼事？」與他過去的生活有直接的關係。其實該隱知道自己過去所

作的事：他憎恨他的兄弟，後來把他殺了。他的罪惡在神面前顯露

了。聖經明言，犯罪的神必追討他的罪。無論你以往的罪如何，祈

求神則可蒙赦免，得潔淨。 

神對該隱的態度亦如此，要他的罪得潔淨，但他不肯在神前認罪，

故此他得不 神的赦免，潔淨，甚至逃避現實，不敢見神的面。朋

友！你作了甚麼事？或者你會說：「我不像該隱那樣殺人。」但聖

經怎樣說呢？「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殺人的。」（約壹三15）你有

恨過人嗎？聖經也講到凡帶情慾的眼睛看婦人的，便是與此婦人犯

了姦淫（參太五28）。 

你心中的慾念，計謀，邪惡，以及各種罪惡，祇要祈求主，便可得蒙

赦免和潔淨，這是個奇妙的真理，「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

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壹

一9） 

第四，你名叫什麼？聖經說：「那人說，你名叫甚麼？他說，我名叫

雅各。」（創卅二27）聖經中每一個人名皆有其特別之意，表明那個

人的特性。例如耶穌意即耶和華是救主，雅各之意即是欺詐或騙子。 

雅各欺騙哥哥，父親。後來流浪他鄉達二十年之久，在舅父拉班家裏

做工，還是老我依舊，欺騙舅父，但又受人欺騙。廿年之久逃避神，

沒有向神認罪。神愛他，把他帶到安靜孤單的地方，又問他：「你名

叫甚麼？」時，雅各的心破碎了，講出他的個性，承認自己是個詭詐

之人，是個騙子；人生彎曲，欺騙。雅各第一次向神誠實，承認自己

的罪惡和敗壞。 

朋友！你有在神面前承認自己的敗壞，罪惡，幻想中所犯的罪，發脾

氣，舌頭的罪，驕傲，不誠實，不聖潔嗎？在澳洲有個牧師如此說：

「我是街頭的天使，卻是家庭的魔鬼。」多可怕！你的人生處境如

何？ 

雅各之名意為騙子，但他認罪後，神便對他說：「你的名不再叫雅

各，要叫以色列。」（創卅二28）雅各不再是騙子了，成了一個得勝

者，對神對人都誠實。神一直賜福給他直到他離世的日子。 

我們若在神面前認罪，就會得神的改變。求主把你變成一個不同的

人，像神子耶穌基督。 

第五，在你這裏的人都是誰？聖經說：「神臨到巴蘭那裏說，在你這

裏的人都是誰？」（民廿二9）摩押王巴勒為了某種目的，派遣眾多

的使臣去見巴蘭，巴蘭為了貪財，便與這般「朋友」去見巴勒王。這

般人對巴蘭來說，除得些錢財之益外，在屬靈的生命上毫無益處。 

你的朋友是誰？特別是青年們，你的朋友在屬靈的事上對你有無幫

助？我們沒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父母，弟兄姊妹，但我們可以有權柄選

擇朋友，屬靈的朋友會幫助我們，領我們走向聖潔的道路。朋友能夠

影 你與神的關係。 

第六，他們在你家裏看見了什麼？聖經明載：「以賽亞說，他們在你

家裏看見了甚麼？希西家說，凡我家中所有的，他們都看見了，我財

寶中沒有一樣不給他們看的。」（王下廿15）這是個關乎家庭見證的

問題。 

亞述國派遣代表團來訪謁猶大王希西家。希西家非常愚笨，竟帶他們

去看國中的財寶。因為亞述人貪心，所以他們回國後，便派兵攻打猶

大國，奪去他們的財寶。 

真正的財寶非屬物質的，乃是屬靈的。朋友！你給人家看見的是甚

麼？你家人過的是甚麼生活？是否有屬靈的生命？有否看屬靈書籍？

有過家庭靈修禱告嗎？別人在你家裏看見的甚麼？ 

兒女順服父母，有神在你家裏，這才是真正的屬靈財寶。你的基督徒

生活，使未信者得羡慕，吸引他想做一個基督徒，這才是你真正的屬

靈財寶。 

第七，這些從那裡來的呢？聖經說：「撒母耳說，我耳中聽見有羊

叫，牛鳴，是從那裏來的呢？」（撒上十五14）這是個關乎順服神

的問題。亞瑪力人是個敗壞，殘忍的民族，神命令掃羅王帶兵去滅

絕亞瑪力人，甚至一切牲畜亦要殺盡。但掃羅王怎樣做呢？他一切

遵神的命令而做，只是他貪愛亞瑪力人的上好牛羊，打完仗後，還

把這批牛羊帶回來。他認為這樣做很正當，還為自己辯護，沒有良

心的責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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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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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撒母耳在吉甲與掃羅王會面之時，掃羅王犯了不名譽的罪，像牛

羊發出的鳴叫聲一樣，在眾人面前表露無遺，他竟還為自己的罪惡

辯護。掃羅王欺騙神，神知道很清楚。撒母耳問掃羅：「你這些牛

羊是從那裏來的呢？」 

罪必須除去，才能絕對順服神，並非一部份的順服，乃是將整個的

身心奉獻給祂。 

聖靈要在你的心中指出你痛苦的根源，然後神才好醫治你，並且賜

福給你。── 孫德生《負起時代的責任》 

【哥林多前書第九章】榮神益人 
摘要：保羅在第十章 1~13 節則是引證以色列人失敗的鑑戒。14~22

節，保羅在這段以主的筵席(擘餅聚會)與鬼的筵席作比較。23~33

節，保羅以「榮神益人」的原則，結束了談論「拜祭偶像之肉是否

可吃」的問題。 

鑰節:「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作什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林前十 31】 

感想: 聖經除了神明明禁止人犯的罪行和不道德的行為之外，在日

常生活的細節和習慣上，並沒有明文規定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許可

做。然而按聖經的教導，基督徒的行事為人是有原則的。保羅提出

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一切要榮神益人，而來決定我們行為的取

向。所以我們一切生活都應受這三個條件約束──榮耀神，使人得

益處，而自己不受轄制。 

默想：從第八章到第十章，在決定「可」與「不可」或「做」與

「不做」的抉擇中，我們學到什麼功課？ 

禱告：親愛的主，讓我們靠著你的恩典與能力，改變以前自以為

是、我行我素的生活，今後一切以「愛弟兄、榮耀神」為目標。 

【蒙恩見證】 
人生有意義，有價值的事 

大家好！我叫陳紅兵，全家在 6 個月前從 Ohio 搬到這裡。感謝

教會給我這個機會給大家分享一點個人經歷。 

我在農村長大，父母在中學裡做事，從小家裡很重視教育，一

直鼓勵我從農村走向城市，作一個比農村人高一等的城市人。後

來上大學，在城市裡生活了很多年，尤其是往返火車站之間的不

愉快經歷，讓我自己清楚地認識到城市人和農村人也沒什麼不一

樣，有好人，也有不怎麼樣的人。後來來到國外，認識了很多外

國人，也經歷了一些國外的生活，開始真正意識到人的身份，地

位，外表，成就會很不一樣，但人其實都一樣,我們每一個人都要

面對死，更重要的，我們都希望在活著的每一天過得有價值，有

意義。 

這以後，我開始慢慢的看淡一些外在的東西，在生活工作中時

常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做這件事有意義嗎？在我自己看來，這是

一個對我很有幫助的問題，讓我開始真正思考人生,慢慢學習克服

自己個性上的束縛，拓展自己的視野和思維空間。感謝主，我今

天能站在這裡給大家做一點見證，實在是因為我覺得這是一件有

意義，有價值的事。 

在工作中，我也從問這個問題中受益很多。一個項目，我會問自

己，這個項目值得我花時間和精力去做嗎？如果結果是“yes”,我會

學著克服職位上的差異，語言上的障礙，性格上的不同，文化上的

差異，去積累，去尋求合作和支持。對我幫助最大的是，在這個過

程中,我能拋開束縛我的很多無意義個人和外在因素，努力自由的去

做我想做的事，讓我在工作中的每一天不至有太多的失望和遺憾。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另一個經歷是我對老師和課本觀念的轉變。我

的名字叫紅兵，你能看出我是文革期間出生，我和很多年齡相近的

人一樣,在大陸也接受過系統的無神論和進化論教育。在出國以前，

我從來沒有懷疑它們的權威性和真理性。後來到加拿大學習，尤其

是熱力學，老師極力強調在解答每一個習題之前一定要清楚的陳述

分析的前提（assumption）,前提不對，結果會很不一樣，而且很多

情況下是無解。後來更多的學習和工作經歷，慢慢認識到我在中國

接受的很多教育不是很科學,我把太多老師和課本教的東西當真理

了，而忽略了知識的前提和局限性。大陸曾經流行一句話：老師是

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我在學校里長大，自然很熟悉這句話。後來認

識也了解不少老師，才認識到老師和其他職業其實一樣偉大或平

凡。老師和我們每個人一樣,當不了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人類靈魂工

程師只能是創造靈魂的那一位，就是我們所說的神，世界的主宰。

聖經就是一本講神和人書,聖經一開始就說:起初神創造天地,清清楚

楚的闡述了人類一切的前提.神創造這個宇宙,創造人,我們生活的意

義離不開神. 

感謝主讓我全家能來到這裡，我個人很感激教會弟兄姊妹給我的

在靈性上的餵養， 

我現在喜歡讀聖經,也經常讀它，也強烈推薦在座的每一位花點時

間讀讀，了解。一本有幾千年曆史，遍及世界各地，幾億甚至幾十

億人還在研讀的書，我想應該值得每一個理性能獨立思考的人去了

解。謝謝! ──陳紅兵 

感謝神的揀选和看顧 

今年五月我們一家因著先生調動工作從外州搬到新澤西. 回首

2011年真可謂是變化的一年. 今年二月我們迎來了第一個孩子. 剛

從醫院回到家, 我先生就收到了新澤西一家公司的聘書. 我們忙著

處理各種各樣的繁雜事物, 生活在短短的兩個內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我願意在主裡誠實地告訴大家, 在整個過程中, 我們一家最留戀

的不是那所剛住了不久的大房子, 也不是努力工作了數年才爭取到

的升遷機會, 而是原來所在城市的教會生活和弟兄姊妹. 在那裡我

們全家蒙恩成了基督徒. 在那裡我們有幸結識了一個又一個愛主的

家庭. 無論是受洗多年的聖徒, 還是在主裡初熟果子, 都通過他們

的親身經歷和實際行動向我們顯現, 我們所信奉的主耶酥, 是怎樣

的一位大愛和全能的神. 

感謝讚美主, 只有他知道他的兒女內心深處最渴慕的是什麼. 在

搬家前我們就通過一位領頭弟兄與 MARLBORO 教會的楊弟兄聯繫上

了. 來到新澤西的第一天, 就有教會的弟兄姊妹來探訪. 第二個星

期我們就開始參加週末的家庭聚會和主日的禮拜. 我們能從大家的

禱告, 詩歌, 言行中體會到 MARLBORO 教會眾聖徒愛主的心與我們

原來所在教會弟兄姊妹對主的渴慕是如此的一致. 所以我們一家衷

心感謝主的殷切看顧, 把這個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 他的救恩與教

會, 永遠地賜給我們. 又賜給我們彼此相愛的弟兄姊妹, 一同聚集

信靠他. 

最後我想用關於 Steve Jobs 的一段軼事結束今天的交通. Steve

剛出生就被生生父母遺棄, 為一對平凡的美國夫婦收養. 剛懂事時

鄰家女孩向他揭露了這個殘酷的事實. 他很傷心地跑回家向養父母

哭訴. 而他的養父母鄭重其事地告訴他說, 聽著孩子, 你是我們特

地挑選來做兒子的. 這個故事讓我聯想到了人從不信到信的經歷. 

各位福音朋友, 在這世上有誰配與如此聖潔,信實, 仁慈的主同行? 

可是神還是揀選了我們. 每一個基督徒都深知自己是蒙恩的罪人. 

聖經告訴我們, 神愛世人, 並把他的獨生子賜給我們, 使我們不致

滅亡, 反得永遠的生命. 今晚我們向主禱告, 請求聖靈感動在座的

每一位福音朋友. 讓他們的眼光轉想你, 並用你的靈充滿他們. 在

不久的將來, 讓他們也蒙福成為被揀選的那一位. 每天懷著謙卑的

心來信靠你, 領受你豐富的賞賜. ──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