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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1 年 2/20~ 2/26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2:00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王麗斌弟兄家 

福音愛筵聚會 
週六晚上 6:30-9:30 PM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一、 2 月 26 日(週六晚上 6: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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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主日第二堂【信息聚會】──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家訊信息】至於我和我家必定事奉耶和華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書廿四 15) 這是約書亞

在他將要離世時，向以色列百姓的一個非常強烈的宣告，已在以色

列人的歷史上成了一句永垂不朽的名言。已過三十多個世紀以來，

一代又一代，多少寶貴的性命, 多少愛神的家庭，都曾這樣豪邁的宣

告過：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因為耶和華不僅是創

造宇宙和天地萬物的那一位，祂也是那昔是，今是以後永是的那一

位。祂更是信實，公義，聖潔，滿有慈愛，憐憫與寬恕的神。祂是

賜生命，氣息與萬物給我們的神，我們理當事奉祂。  

親愛的弟兄姊妹，請注意，這裡，約書亞不是光說他自個兒有這

樣強烈的心志要事奉神；他乃是說，我和我家。一個一個的人有心

要事奉神，固然是很寶貴的；然而，一家一家的起來事奉神，那更

是何等的榮耀！現在，我們要從聖經中的幾個很重要的觀點來看一

看“家”在神的經綸裡的重要性：  

(1) 家是神創造的基本單元；  

(2) 家是蒙神救贖的單元； 

(3) 家是經歷神救恩的單元； 

(4) 家是事奉神的單元； 

(5) 家是建造教會的單元。 

首先，從神的創造的角度來看，我們都知道亞當是神所造的第一

個人。不錯，神好像是照著祂的形象，按著祂的樣式，造了一個

人；但是，聖經很明確的說，祂乃是照祂的形象，造男造女。因

為，神說，那人（亞當）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

所以，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神祝福他們，

要他們在地上生養眾多，遍滿全地。家是人生命延續的地方。很明

顯的，“家”的起源，壓根兒，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命定，也是神的

喜悅，因祂看這一切都甚好。  

使徒保羅曾說，“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

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事，好像缺少什麼，自己倒將生命

氣息萬物賜給萬人。祂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預先定

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們尋求神，其實祂離我們各人

不遠。”（徒十七 24-27 ）  

可惜，人墮落了，人遠離神，人的光景是每況愈下，世界在神面

前敗壞，地上滿了強暴，神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唯有挪亞

是個義人，在神眼前蒙恩。因此，神用洪水審判世界，毀滅天下。

但神卻事先吩咐挪亞蓋造方舟，使他和他的全家都蒙了拯救。藉

此，我們不難看出，既使人失敗了，神總不失敗，在祂豐盛的憐憫

裡，祂有祂救贖的全盤計劃與安排。從挪亞的故事裡，我們很清楚

的看見，神並非只拯救挪亞一個人，乃是拯救了挪亞和他的全家，

何等的甜美。不然，洪水之後，挪亞孤家寡人一個，人類無法在地

上延續，神的旨意也無法得以成就。 “家”不僅是神創造的基本單

元，也是神救贖工作的基本單元。  

今天，我們來到新約路加福音十九章。耶穌進了耶利哥城。正經

過時，有一個稅吏長，名叫撒該，他要看看耶穌是怎樣的人，只因

人多，他身量又矮，不得看見，就跑到前頭爬上桑樹，要看耶穌。

耶穌到了那裡，抬頭一看，對他說，撒該，快下來！今天我必住在

你家裡。他就急忙下來，歡歡喜喜的接待耶穌。眾人看見都私下議

論說，祂竟到罪人家裡去住宿。撒該對主說，主啊！我把所有的一

半給窮人，我若訛詐了誰，就還他四倍。耶穌說，“今天救恩到了這

家！”因為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從這個短短的小故事裡，主耶穌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而不

是說，“今天救恩臨到了你！”照我們天然的觀念與想法，既然是撒

該在找主，那主的救恩應該是只臨到他才對呀！但聖經卻讓我們明

白，在新約中，“家“才是經歷神救恩的最佳所在。因為，家是我們

出生的地方，成長的地方，居住的地方，天天生活的地方。家也是

我們最能“顯出真我”的地方。人在外工作上班或應酬的地方，甚至

於上教堂，還有可能“假裝”或“表演”一下。因為家人最瞭解我們真

實的光景，所以，家是我們最應該，也最能夠天天經歷神救恩的地

方。  

在一個地方的教會，一旦人人在家中天天經歷神的救恩，享受主

的同在，滿有平安喜樂，一家一家起來事奉主，那是自然而然的

事。 1952 年，記得我小時候，母親一得救以後，就很愛聚會，總愛

帶著我們一起去聚會，真像母雞帶小雞，一去就是一群，特有意

思。在家裡，就常帶著我們孩子們唱一些簡單易唱的詩歌，家中總

是充滿了歡喜快樂。每次為著父親的靈魂得救迫切禱告，她一哭，

我們都哭成一堆。吃飯前，她會先寫一節聖經貼在牆上，我們大夥

兒就念，輪著念，又背，再輪著背。不知不覺，我們背了很多經

節。很多屬靈的根基就這樣打下來的。  

1961 年，當我讀初中時，我記得很清楚，當時，聖靈有一股很強

的流，我們一家一家的起來奉獻給主並宣告：“至於我和我家，我們

必定事奉耶和華。”長老們就按手在我們每一個人的頭上，為父母禱

告，為我們每一個孩子禱告，祝福我們每一個家。我的英文名叫提

摩太，就是這麼來的。就著我們自己，實在是沒什麼可誇的，但直

到今天，我們六兄弟姊妹，都成家立業，也都有了孩子，雖分散在

美國各地，但一家一家還都蒙主的保守，都活在主裡面，也都活在

各地的教會裡。下一代也有幾位參加過全時間的訓練，也有的正在

全時間服事主，我們只有把感謝讚美和榮耀都歸給祂！  

末了，我們既然要事奉神，就當按照神的旨意來事奉，並且要為

著達到神永遠定旨的目標，那就是要建造祂的教會，使基督宇宙的

身體被建造起來，好讓神的榮耀得著完滿的彰顯！然而，教會不是

一棟物質的建築物，那是教堂，也不是一個人為的團體或組織，那

是同鄉會或俱樂部。教會乃是神的家，神的國，所有有神永遠生命

的信徒的集合體，是基督宇宙生機的身體，也就是宇宙的一個新

人。正如一個國家一樣，若每一個家都很健康，這一個國必定強盛! 

照樣，一個教會，若每一個家都很健全，這一個教會必定剛強，必

定興旺！  

感謝神！過去這一年，在為主得人的這一個負擔上，祂的確祝福

了我們，不僅把得救的人數不斷的加給我們，而且，新人的家庭，

也一家一家不停的在增加之中。為此，我們實在敬拜主，真是要“哈

利路亞！” 讚美祂是教會的元首。也因為這麼多新蒙恩的家庭進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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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的福音聚會代禱。 

◆ 為兒童服事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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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生活，弟兄們覺得，今年，我們的勞苦的方向要擺在三個很重

要的方面： 

(1) 幫助新蒙恩的家庭在生命裡成長，把家打開，起來事奉神； 

(2) 加強兒童老師的培訓；  

(3) 落實購建會所的負擔。 

願主大大的祝福祂在 Marlboro 這裡的教會！──馮永全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忠心有見識的管家 
內容：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1~12 節告訴我們，主開始教導祂的門徒。

首先祂警告門徒要防備法利賽人的假冒為善(1~3)。接著，祂鼓勵他

們勇於面對逼迫，不要怕那殺身體後不能作甚麼的，因為神必然眷

顧(4~7)。之後，主提醒他們要在人前承認主，並且不要褻瀆聖靈，

聖靈會指教當說的話(8~12)。13~21 節記載主教導如何看待財物問

題。眾人中有一個人請主幫他和他的兄長分家產，但主拒絕他的要

求，並警告眾人不要貪心，因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接下去，

主用財主的比喻來說明不要只知為自己積財，卻疏忽了在神面前不

富足。在神眼中，這個財主是一個『無知』的人：(1) 因他所擁有的

財物根本『用不了』──怎麼辦呢？(17) ； (2) 因他所收藏的即將

『用不著』──今夜必要你的靈魂(20) ； (3) 因他所積的財在神面前

『用不上』──在神面前卻不富足(21) 。13~21 節是主回答那人之

後，又接著繼續教導祂的門徒，不要為衣食憂慮，而要求神的國；

要變賣所有的分給窮人，而積蓄財寶在天上。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35~59 節所記載的是主對門徒說的教訓。35~40

節，祂教導門徒要像警醒的僕人，等候主人由婚宴回來。他們腰裏

要束上帶，燈也要點，這乃是說一面作工、一面要在聖靈裏警醒豫

備，因為在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接著 41 節，彼得問，主

阿、這比喻是為我們說的呢？還是為眾人呢？42~48 節，主用管家

的比喻回答彼得。忠心的管家是管理家中的人，且按時分糧；而不

不忠的管家則吃喝醉酒，動手打同伴。之後，49~53 節記載主告訴

門徒祂來到地上，是把火丟在地上，帶來分爭，而事奉主的人會受

到最親近的人的反對。在十二章末了，50~58 節，主向群眾教導，

當分辨時候、按理而行；當面臨訴訟時，趁對頭仍在路上的時候，

要從速和解。 

鑰節：「主說：誰是那忠心有見識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裏的

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呢？」【路十二 42】 

提要：主以兩個僕人的比喻勸勉門徒，在生活上要預備好一切，隨

時隨刻都可以坦然的見主的面。而彼得問這兩個比喻是對門徒說

的，還是為眾人而說的。主告訴他，只要人願意，誰都可以作主的

僕人和管家。但問題是，「誰是那忠心有見識的管家？」接着，祂

教導我們如何作管家？ 

一. 忠心──在新約中共有五處提及管家，有三處提到忠心。忠心是

服事神的起點，也是接受神託付的條件。我們對管家的職份忠

心嗎？ 

二. 有見識（智慧）──我們懂得別人的需要是甚麼嗎？我們知道什

麼時候應安慰、鼓勵，什麼時候應勸戒、責備，什麼時候應帶

領、扶持嗎？ 

三. 管理家裏的人──我們每一個基督徒一面是神家裏的人，一面也

是祂的管家。管家的責任不是轄管人，乃是照顧人(彼前五

2~3) 。我們在神的家裏有照顧人嗎？ 

四. 按時分糧──每一個信徒無論大小，在神的家裏(教會)都有一份

應盡的職責，即按著神的時候向身邊的聖徒分享屬靈的供應，

例如：為軟弱的肢體禱告、把讀經所得的亮光分享給別人、愛

心的探望和關懷等。我們有按時分糧給人嗎？ 

默想：我們整個的生活就是一個管家的生活。 

禱告：求主使我做一忠心有見識的管家，儆醒等候你回來。 
【劈柴挑水都是光榮】   馬禮遜初到中國傳道不久，就發電報

給他的祖國，請求增派工作人員。祖國的委辦們就想選派一個

人；這人很願意一生當傳教士。但當委辦們查問他的資格之

時，見他面貌不揚，大有庸夫俗子的氣概，就決定不派，說他

太粗俗了。後來，他們又想：『他雖不配為傳教士，或可當一

僕役。』於是他們就推選委辦中的一位，前往徵求他的意見，

問他願意前往中國．非為傳教士，只為僕役否？他一聽見這

話，不費思索的回答說；『我都願意，就是作一個僕役，我亦

願意；只要有機會在主的工作上服事主，建立主的聖殿，就是

劈柴挑水，都是極大的光榮。』那個粗俗的人就是後來著名的

米憐博士（Wm．Milne）羅馬書十二章十六節說：『不要志氣

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事。』主耶穌說：『你既在最小的事上

有忠心，可以有權柄管十座城。』信徒服事主，是否能得主的

稱讚，不在事之大小，乃在是否忠心。並且，在不多的事上忠

心，主會派他管理許多的事。 

【工作與事奉】有些人在教會中工作，另外一些是參與教會的

事奉，分別在那裡呢？ 

 假如你所作的是因為沒有其他人願意作，那是工作；假如

你所作的是服事神，那是事奉。 

 假如你放棄是因為其他人批評你，那是工作；假如你不理

會別人的批評仍繼續服事，那是事奉。 

 假如你是在不影響你其它活動的情形下才去作的，那是工

作；假如你已委身那些工作，甚至要放棄其它活動，那是

事奉。 

 假如你放棄工作是因為沒有人讚賞你，那是工作；假如沒

有人注意到你的付出，你仍繼續服事，那是事奉。 

 對工作感到興奮是很難的事；對事奉不感到興奮，是幾乎

不可能的。 

 假如你所關心的是成功，那是工作；假如你所關心的是忠

心，那是事奉。 

 一般的教會充滿了工作的人；一間增長中的教會充滿了參

與事奉的人。 

 你的境況是怎樣呢？我們的情況又怎樣呢？假如神呼召你

參與事奉，不要把它當作一個工作；假如你有的是工作，

把它棄掉，找尋一個事奉。 

 神不願意我們覺得被困在一個工作中；神願意看到我們在

事奉中感到興奮，並且忠心去做。 

【不願受大薪而做小事】多年以前，美孚油公司，曾派一個

董事到中國來，預備出一萬五千元美金的年薪，想請當時在

中國浸信會服務的某青年傳教士，做該公司住華的總經理。

那時那美國教士每年只有六百美金的薪水。在常人看來，他

一定會接受美孚公司的聘請，但他竟然屢請不就，問他是否

對於一萬五千元的年薪還不滿意？他就毫不遲疑的回答說：

「你給我的薪水，確實大極了；但是你要我做的事，實在微

小得很。我如今在教會裡服務，説明救靈的工作，薪水雖然

很小，但是所做的工卻世上最重大的。我情願受小薪而做大

事，不願受大薪而做小事。」——《喻道故事集》 

 凡積極參與教會事奉的人，必須慎防兩種相反的陷阱：一

種是由於成功而來的得意洋洋，另一種則是由於失敗而導

致的沮喪失望。―― 陶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