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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0 年 6/1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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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济湟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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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陳依凡姊妹家 

一. 6 月 25 日(週六晚上 7:00 PM，刘宪琼姊妹家 ) 兒童服事培訓

聚會。 

二. 下週主日第二堂【信息聚會】──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 

。 

 

 

 
 

【家訊信息】交通的生活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約一 1~2） 

今天教會中發生爭論的問題，並非完全是知識上的問題，也不是

敬拜上的問題，而多半是生活上的問題，如果基督徒的生活失敗，

真理也就失去了見證，所以生活上的課題是很重要的。我們讀聖經

的時候，從三福音起，第四福音，保羅書信……稍微注意一下，便

不難看出，生活和真理是不能分開的。 

基督徒的生活是多方面的，一個人得救之後，並不是關起門來，

祇在家裡讀經，禱告，吃飯，穿衣……外面的事什麼也不管，我們

不能存這種獨善其身的生活。乃是要與弟兄姊妹有交通，作些事情

來榮耀主，在各方面生命中事奉神。因為我們既是神的兒女，就要

過神兒女的生活。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交通生活」，這種生活是

每一個信主的人所必須有的。這個生活也可以說是一個「基地生

活」，好像很大的飛機場，飛機來往降落起飛都要依賴這個基地。

飛機離開了基地之後，不久要回來的。要休息，保養……就是飛出

去之後也要同基地的指揮有聯絡的。照樣我們交通的生活也好像飛

機和基地的關係一樣，不能分離。 

剛剛我們讀了約翰壹書，這裡立時給我們看見生活的根本或是基

地在什麼地方，在末進一步探討研究這問題之前，我們要再讀一處

聖經。路加福音廿四章 30~32 節：「到了坐席的時候，耶穌拿起餅

來，祝謝了、擘開、遞給他們。他們的眼睛明亮了，這纔認出祂

來。忽然耶穌不見了。他們彼此說：在路上，祂和我們說話，給我

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麼。」再讀約翰壹書一

章 1~2 節：「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

見，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我們也看見

過，現在又作見證，將原與父同在，且顯現與我們那永遠的生命、

傳給你們．）」與主交通，並不是一個抽象的，也不只是理論，乃

是我們的經驗。基督徒的交通生活就是根據這個事實，由於大家都

有這一個經驗，便把我們拉在一起。一提到主，一說到釘痕的手，

一說到肋旁，因為大家有了同一的關係，所以一談便投機，我們因

此而交通，有共同再經驗這個事實，什麼時候我們離了這個事實，

便在什麼時候失去了這個親密的關係。 

  有些不信的人以為每一個宗教都好，都有真理存在。……既然

宗教都是好的，他們想把各種宗教放在一起，但是每個宗教所根據

的「事實」不同。我們是基於基督耶穌生命之道，是親眼看過，親

手摸過的；這是無法在這生命之外有生命上的交通。瑪拉基書三章

16 節說：「那時，敬畏耶和華的彼此談論。耶和華側耳而聽，且有

紀念冊在祂面前，記錄那敬畏耶和華思念祂名的人。」這裡告訴我

們神盼望祂的兒女彼此談論，祂能紀錄下來，換句話說，那些話可

以有交通的。 

有一年我到南京去看靈修學院主辦人賈玉銘牧師，那時他已七十

餘歲了，他平時靜默寡言，多用工夫禱告。但是那一天見我來了，

非常高興，自己把人家給他的糖果餅乾拿出來給我吃，我們談了很

久。後來我辭別了，招待我的一位同學笑問說：「你用什麼秘訣叫

賈牧師同你又談、又說、又笑，他又把好東西拿出來請你吃呢？」

我告訴他，我並無秘訣，只是我們中間的關係不同而已。原來我們

是一個村子出來的。那村子很小，只有三家人而已。我曾祖和賈牧

師的祖父是好朋友，後來兩家般到一起合成一個小村子，賈牧師當

時已有卅年未回過家，我們談談，村後的大槐樹，村前的池

塘。……我們越談越覺得有趣……因為我們有同樣的背景，同要的

經驗才能產生密切的交通，我們都是從一位主來的，同得一個生

命，同一位主，同一位父，這是我們的信息。這個信息，不能說是

太簡單，我們的交通生活是基於這個，我們傳的也是這個。大佈道

家慕迪，以最簡單的言語來講這個簡單的信息。葛培理是神重用的

僕人，也是講這個簡單的信息，這個簡單的信息叫我們同主有了交

通。慕迪一天講道幾次，身體疲乏，晚上要睡覺的時候很簡單的禱

告。「耶穌阿！晚安。」（這不是說我們都這樣的短短的禱告）。

乃是要我們看見簡單的禱告中也有交通。 

有一次母親告訴我，她到一個地方傳道，那鄉村中有一位弟兄很

愛主，認真追求真理；他是結巴的，講話很不流利，雖然他說話不

流利，但他領了不少人信主。一天那村裏迎神賽會，一般人抬著一

位巫婆出遊，打鑼打鼓，那位弟兄那天躺在床上休息，被嘈雜的聲

音吵醒，便起身看個究竟，從窗戶看出去，那些人抬著被鬼附著的

巫婆，他在房內說：「奉耶穌的名叫污鬼離開」。那巫婆便立刻從

轎上跌下來，巫婆也如夢初醒。不知道為什麼自己被人用轎抬著出

遊，大家見巫婆失去了能力，也就一哄而散。不過大家稀奇為什麼

一經過這位弟兄的房子巫婆便不能「做法」。他們想一定這一位結

巴「法術」比巫婆高超，大家開始注意他的行動，要探一個究竟。

他們觀察一個時候，便發見他每天早晚都說幾句話，事後，他們就

問他，究竟你說什麼。這位結巴弟兄說：「耶穌阿！我和你相

好」。他的意思說耶穌阿，我和你做好朋友。由於他這簡單與主之

間的交通，村中的人不少歸信耶穌。 

感謝主賜給我一位愛主的母親，有時工作回家和她談話，聽她說

到屬靈的經驗，這種交通更是寶貴，因為這不只是肉體生命的獻

上，更加了生命上的交通。我們今天交通的地方，就是在基督裏，

也一定要在基督裏，也與基督一同隱藏在神的裡面。三位一體的神

都需要不間斷的交通，你我也參與這個交通，這是一件很寶貴的

事，求主幫助我們天天操練這個交通，保守我們維持與祂隨時地的

交通和弟兄之間的交通。－－（本文摘自大光出版「新約講章寶

庫」） 

【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我已經為你祈求 

內容：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 1~6節我們看見祭司長和文士設計殺

主，以及猶大圖謀出賣主。7~13節是過逾越節的準備。。14~23 節

是主設立了新的筵席。最後，21~23 節是主論到賣人子的人有禍

了。 

24~30 節我們看見門徒爭論誰為大，而主糾正、教導他們。31~34

節祂轉過來對西門說話。接著，35~38 節是主吩咐門徒面對難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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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波羅教會家訊 主後 2011 年 6 月 12 日───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 【書廿四 15】 

 2 

該有的準備。39~46 節記載了主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門徒跟隨主

往橄欖山去，到了那地方，祂要他們禱告免得入了迷惑。於是主離

開他們一段距離跪下禱告，內容是：「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隨後，主回到門徒

那裏，他們因為憂愁都睡著了祂再次敦促他們起來禱告。 

鑰節：「主又說：『西門，西門，撒但想要得著你們，好篩你們，

像篩麥子一樣。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你回頭

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路廿二 31~32】 

提要：在這兩節中，我們看見撒但的作為和主的扶持。『篩』是一

種分別麥子和一切雜物的器具。人兩手拿住篩子兩邊，用力上下、

左右、前後不停顛動，使糠秕和沙土從篩的小孔漏下去，而麥子則

留在篩裏。撒但為什麼要『篩』我們呢？原來撒但想要得著我們，

於是以各樣試探的手段括利慾、誘惑、災難、逼迫、攻擊我們，藉

著用『篩』麥子時的動蕩過程，使我們失去信心。 

主即然知道撒但的作為，但為何不阻止撒但的『篩』呢？祂知道

讓撒但的『篩』可以使人的信心經過試驗（彼前一 7），接受神的

一切恩典，並且也能篩掉人的驕傲、自大、自誇、和自信。然而祂

是體恤又扶持人的主，祂說，「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哦，祂的代

求將一切的試探、難處變成了祝福！其實我們的軟弱、失敗不可

怕，可怕的是我們不肯轉向主，支取並享用祂的服事。 

今天，祂在天上作我們的大祭司，天天為我們祈求(來七 25)，使

我們在一切境遇和景況中可以得著拯救。若不是祂的禱告托住了我

們，有誰能逃脫撒但所設的一切網羅呢？ 

默想：「耶穌是用簸箕，篩去糠秕；但魔鬼是用簸箕，篩去麥

子。」——解經家特拉普（Trapp） 

禱告： 主啊，撒但藉著『篩』我們，叫我們軟弱、失敗。謝謝

你，你滿了體恤和同情，天天為我們祈求。也謝謝你的保證，凡靠

著你進到神面前的人，你都能拯救到底(來七 25) 。 

【詩歌感想】我真不知神的奇恩 
第一節：我真不知神的奇恩為何臨到我身； 我也不知不堪如我，

救來有何足多。(副) 惟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並且也深信祂實在是

能；保守我所信託祂的，都全備直到那日！《聖徒詩歌》第 431 首 

我們所信的乃是一位永活的主，一位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

能者，祂是阿拉法又是俄梅戛，是首先的又是末後的，是初也是終

（啟 1:8,18；22:13）。祂曾為我們的信心創始，也將為我們的信心

成終。無論在此過程中我們身處何等境地，一想到祂在我們身上已

經開始的奇妙作為，深處的感謝和信心就再次油然而生：正如這首

可愛的詩歌所唱，的確有許多的事我們真不知道，但惟知道所信的

這位是誰，一切就都有了把握！——真實的信心直指向一個確定的

終局，那永遠的前途何等榮耀而明亮，是我們今日所享、那日所

望！  

第一節：“我真不知神的奇恩為何臨到我身； 我也不知不堪如

我，救來有何足多。”——有些事人未曾經歷過所以不知道，這是

直白的不知；但這裏卻是人真實經歷了覺得太奇妙不可言喻的

事，反而變作不知道，這是感歎的不知。“神的奇恩臨到我身”是

個確切的事實，但又是個太超出人想像的事實！這恩之“奇”，其

妙非凡，怎能有這等恩典，竟將一個完全無望的罪人救到永活的

生命和盼望裏來了！竟將一個無足輕重的人聯於了神永遠的旨

意！而這樣的恩又為何臨到我身呢？因為我本身可愛嗎？不，

不，我性情醜怪，我罪惡滿載。因為我痛苦可憐嗎？是的，沒有

神的日子實在痛苦，但四圍豈非仍有太多的人痛苦而不要神嗎？

卑微如我，為何能夠蒙恩？“不堪如我，救來有何足多？”這些我

無論如何反復自問卻不能知道，惟知道的是：這樣的神已經找到

我，這樣的恩已經救了我，這樣的旨意已經納入我，這樣的前途

已經屬於我！為著這所知道的，只有感恩；為著那所不知道的，

更要感恩！  

第二節：“我真不知救我的信如何進入我心， 我也不知何以一

信，便得一個新心。”——屬靈的事妙就妙在遠不止是道理，而是

活生生的經歷！道理可以叫人坐在那裏點頭，但經歷卻叫人直跳

起來讚美。這“救我的信”如何進入我心，我實屬莫名其妙，但這

樣一信而得的“一個新心”，我真覺奇妙莫名！感謝神，那天讓我

不止聽見福音的道理，更從寶座上賜下活潑的信心；讓我不僅聽

聞救恩，更遇見了救主！這信心到底是什麼？我口難述，但我心

確知。正是這寶貴信心使我的心那樣樂意而迫切地接受主耶穌，

又是這寶貴信心將我在愛中與神相連，立時覺得祂那樣親切可

愛，也是這寶貴信心讓我摸到屬天榮耀的實際，因而從這引人迷

戀卻又永不能令人滿足的世界中猛醒過來。感謝神，祂所賜信心

太奇妙又太寶貴，雖是眼不能見，卻滿帶著活潑的生命和拯救的

大能，使人願意、樂意且定意地來信靠祂！  

第三節：“我真不知聖靈如何引人知道己過， 並由聖經顯明耶

穌，使人接祂為主。”—— 說到聖靈光照人心，我們只有低頭感

佩；說到聖靈見證救主，我們只有仰臉讚美。這些都是太奇妙的

事，所以惟有神的靈方能作成！人，且是一個在黑暗裏的罪人，

怎麼可能認識自己呢？又有誰願意認識真實的自己呢？感謝神，

真不知祂是怎麼做的，但當神聖的光照亮我心的實情時，的確是

那樣叫我心服口服、無可辯駁。就是這樣的一照，人就看見了一

點自己，也惟有這樣的一照，人才真實的覺得需要主！哦，滿了

需要而竟不知自己需要的人是何等可憐、何等可惜呢！哦，太需

要無往不透的聖靈！需要祂在光中顯明我們的一切，又在愛中顯

明主耶穌的一切，好叫救主被迫切地呼求，救恩被全盤地接受；

好叫神的大愛能被人領會，神的兒子能被人寶貴！  

第四節：“我真不知我的前途到底是甘是苦； 我也不知未見主前

還有什麼試煉。”—— 從前我們也不知道前途到底如何，但那個

“不知”只帶來忐忑和畏懼；而現在我們雖也不知道前途究竟怎

樣，但那已經愛了我們的大愛真叫我們安息！或有甘苦，縱遇試

煉，但知道是誰在前頭帶領，又是誰在身邊陪伴；且知道祂確定

的應許不是要我們受無由的痛苦，乃是要我們得生命的美福。甘

苦都必過去，試煉也總有盡頭，但所留下的是祂不可磨滅的自

己。信祂的人，必與祂同活；信祂到底的人，也必與祂同活到

底！哦，何等感謝我們的主，有那不可搖動的話說，祂的恩典總

是夠我們用的！ 第五節：“我真不知何時主來，那時我是何在－ 

到底我當經過死穀？或將空中遇主？”——可曾想過與主相見的

事？從前我們的人生是一條奔往火湖的路，但現在卻成了一條趕

赴婚宴的路；從前在罪惡中害怕此生的盡頭，但今天卻在喜樂中

切望來世的開始。若非主來，便是我去，無論怎樣，總盼相聚！

或將經過死穀，更盼空中遇主，但不管境遇如何，主總要照祂的

信實保守我們靈與魂與身子全然成聖，得以歡歡喜喜、無暇無疵

站立在祂榮耀之前！這是祂願作的，是祂能作的，也是祂必作

的！  

回顧以往，有許多的“真不知”令人由衷感歎；遙想將來，又有許

多的“真不知” 令人無從預覽。但有一事我知：恩既已臨到我，信

既已賜給我，靈既已內住我，主就決不讓這一切徒然過去——祂

是阿拉法，祂是俄梅戛；祂所起的頭既已使我感歎，祂所結的尾

就必使我頌贊，因此今於途中我亦安然！我願常與詩人同唱：“惟

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並且也深信祂實在是能；保守我所信託祂

的，都全備直到那日！”阿們，主啊，求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