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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1 年 9/18~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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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任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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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家 
豈不知你們是神的家，神的靈住在你們裡頭麼？(林前三 16 另譯) 

神有家麼？神若是有家，那麼神的家在哪裡呢？通常所聽到的答

覆是神的家在天上，因為神住在天上。另有人認為說，神既是掌管

宇宙，作萬有的主宰，必定是高坐在寶座上，並不需要一個家。所

以神雖然在天上，但是天上只有寶座，讓神在其上掌權，而不是一

個家。 

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怎樣呢？我們若把舊約和新約全部讀過，就知道神雖然

有寶座掌權，但是更喜歡有個家。他不但喜歡有個家，而且他的經

營中，一大部分是為著得一個家。若是神沒有家，他會不滿足、不

喜悅，也覺得孤單、寂寞，因此在他的旨意中，他作了設計，定了

計劃和步驟，運用他的智慧和能力，經過了無數的波折，最後建立

了一個家，神在這個家中享安息、喜樂、滿足。  

現在神雖然住在天上，以天作他的家，但不過是個臨時的家，天

只給神一個住的地方而已。天上無論怎麼好，並不能叫神不孤單、

不寂寞，也不能彰顯神的生命和榮耀，因此神不能滿意。他現在還

在進行他的工作，就是建立一個圓滿的家庭，作神永久的居所。神

不但要一個住的地方，他更要一個安身在其中的家庭。 

說到神的家，第一次出現在創世記二十八章。雅各逃避他哥哥以

掃，走向哈蘭的時候，在伯特利這個地方住宿。他拾起一塊石頭當

作枕頭，睡的時候作了一個夢，夢見一個通天的梯子，有神的使者

在梯子上，上去下來。雅各醒了後，就懼怕說：「這地方何等可

畏，這不是別的，乃是神的家，也是天的門。」(中文聖經許多地

方把家譯作殿，神的殿也可作神的家。)雅各把那地起名叫伯特

利，就是「神的家」的意思。  

神把他的家先啟示給雅各，是因為：第一，雅各正在飄流中，極

需一個家，正與神的需要相同，所以啟示給雅各，叫他也能領會神

的心意；第二，雅各是全體以色列人的祖先，神有意要以雅各全體

子孫作他的家。神的心是要以人為家，開始向人開啟。 

許多年以後摩西把以色列人領出埃及，來到曠野。神吩咐摩西為

他造了一個帳幕，支搭在以色列人中間。當帳幕造好之後，神的榮

耀就充滿在帳幕中，象徵說：原住在天上的神，此後也藉著帳幕住

在以色列人中間。但是這個家仍舊是象徵的，也是臨時的。  

等到以色列人得到了迦南地為業後，大衛王就起意要為神造一個

聖殿，作為神的家，使神常住在以色列人中。大衛這個心願，十分

合乎神的心意，因為神早就想安家在他的選民中間，但是神不許大

衛建造聖殿，許可大衛的兒子所羅門為他建造。所羅門果然為神造

了一個華美莊麗的聖殿，供神居住。當時，耶和華的榮耀充滿了

殿，似乎神已得到了他的家。 

但是以色列人不久後離棄了神，事奉了偶像，最後神也離棄了他

們。不但他們的國土喪失，人民不是被殺便是被擄，連聖殿也都被

焚燒、被毀壞，神在地上象徵性的家完全失去。 

屬靈的居所 

從舊約到新約，神要建立一個家庭的心意沒有改變，但他不是建

在天上，也不是建在地上。他也不用物質的材料，建一座像聖殿那

樣的房屋，乃是以人為對象，先使人有生命有靈，又把這些人建成

靈房屋，讓神可以居住。這房屋又是神的家庭，是神的眾子，神在

眾子身上得到安息、喜樂、滿足。藉著這樣的家，神的生命彰顯，

神的榮耀發出光輝。  

基督來到世上，先為我們死，救贖我們脫離罪。若不是基督的救

贖，沒有一個人有資格作神的家。我們因信基督，罪得赦免，脫離

了撒但的權勢，只屬於神。我們有了屬神的地位，神才收納我們，

好建造成為他的家。 

我們因信基督，也是被聖靈重生。若是沒有重生過，裡頭沒有聖

靈，根本就不是神的孩子，無分於神的家庭。但是因信基督，我們

一面是活石，一面又是神的孩子，合乎建造神家的條件，基督就開

始為神建造一個家庭。在今天，神的家稱作教會。  

林前三章十六節說到教會：「豈不知你們是神的家，神的靈住在

你們裡頭麼？」林後六章十六節說：「我們是永生神的家。」以弗

所書二章十九節說我們是神家裡的人，二十一至二十二節說：「全

房靠他(基督)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家。我們也靠他同被建

造，成為神在靈裡的居所。」提摩太前書三章十五節，保羅告訴提

摩太要「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

的柱石和根基。」 

建造神的家 

神雖然住在天上，但天還不是他永久而稱心如意的家。他迫切的

要得著人為家，又把他這個迫切的心情，啟示給愛神的人。愛神的

人也為著神的家迫切，為神的家肯奉獻自己和自己的一切。  

神也啟示我們得救重生的人，聚集成為教會，就是基督所建造的

神的家。我們愛神，也愛神的家。我們愛教會，為教會奉上一切，

為要使神早一天得著家。我們願意同被建造，因為神只能住建造完

成的靈房屋。我們也追求在生命中長大，因為長成的兒子才能得榮

耀，與榮耀的父相配。或生命長大，或建造成功，都是今天教會的

唯一目標，使神得著滿意的家。  ──真理號聲目錄 

【哥林多前書簡介】 
主題: 哥林多前書是一本「問題專著」，因為保羅在書信中，毫不

隱瞞的說出哥林多教會所存在的實際問題：結黨紛爭、淫亂的不道

德行為、互相訴訟、婚嫁、獨身、吃祭偶像之物、拜偶像、蒙頭、

濫用屬靈恩賜、否認復活……等等，於是保羅寫了這封書信。保羅

以無比的愛心、忍耐和節制，教導他們當將基督和祂的釘十字架應

用在個人和教會問題上。本書雖只論哥林多教會的事，卻是與歷代

以來的基督徒生活和教會的實行，息息相關。 

今天教會所面臨許許多多實際的難題甚至有過於昔日哥林多教

會。然而神對付當日問題的原則，今天仍是一樣。本書值得我們所

關注的，不僅是對付許多外面的疑難和問題，而最有价值的乃是由

中引出了基督的所是与所作，惟有祂是我們生活中一切問題的答

案。假如沒有此書，我們會是何等的貧乏。讀畢哥林多前書，深願

我們都更愛教會，好像保羅一樣，以信、望、愛，委身於神的教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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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病痛中的弟兄姊妹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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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本書的架構可分為二部分： 

一. 第一部分論到屬世的事(一 10~十一 1)，目的在矯正世俗化和

屬肉體的信徒――「教會處於世上，這是必然的；不過世界進

了教會，這是不應該的。」――莫法特 

二. 第二部分論到屬靈的事(十一 2~十五 58)，目的在建立: 教會

生活的實行―― 一切為合一的建造；基督徒最美妙的生

活―― 一切事上相愛；基督徒的信仰――復活得勝的確據。 

重點: 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乃是教會中一切問題的解答。 

一、 本書顯明基督的所是与所作：一、是我們的分(一 9)，二、是

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一 24)，三、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

聖潔，救贖(一 30)，四、叫我們得榮耀(二 7)，五、是榮耀的

主(二 8)，六、是神深奧的事(二 10)，七、是神建造教會的唯

一根基(三 11)，八、是逾越節被殺獻祭的羔羊(五 7)，九、是

誠實真正的無酵餅(五 8)，十、獨一的主，万物与我們都是借

著祂而有(八 6)，十一、是我們的靈糧，靈水，靈盤石，十

二、引導我們的云柱(內住恩膏的引導)(十 2)，十三、是教會

的頭(十一 3)，十四、是教會的全體(十二 12)，十五、是我們

的信心，榮耀的盼望，愛的生命(十三 13)，十六、是我們的

福音(十五 1~4)，十七、是我們的復活(十五 4；約十一 25)，

十八、是我們初熟的果子(十五 20；約十二 24 麥种)，十九、

是万王之王(十五 25；啟十九 16)，二十、是第二個人(結束第

一個人亞當)(十五 47)，廿一、是末后的亞當(結束亞當的族

類)(十五 45)，廿二、是叫人活的靈，賜人生命并且得更丰盛

的生命(十五 45；約十 10)我們必須与基督聯合為一，才能活

出祂的丰盛。 

二、 基督和祂的釘十字架，不單是神拯救人的能力和智慧，也是解

決教會中各種難處的法則： 

(1) 為解決教會裏面分門結黨的問題，需要高舉釘十字架的

基督(一 13，17)。 

(2) 為解決教會裏面淫亂不潔的問題，需要高舉逾越節被殺

獻祭的羔羊(五 7)。 

(3) 為解決信徒濫用自己身子的問題，需要提醒信徒的身子

是基督用重價買來的(六 20)。 

(4) 為解決因吃祭偶像之物而絆倒軟弱弟兄的問題，需要提

醒說基督是為那軟弱的弟兄而死(八 11)。 

(5) 為解決不按理吃主的晚餐的問題，需要提醒說這是主的

身體，是為我們捨的(十一 24)。 

(6) 為解決錯誤信仰的問題，需要見證基督為我們的罪死

了，埋葬了，第三天復活了(十五 3~4)。 

本書與他書的關係: 

一、 與《加拉太書》的關係：《加拉太書》是講信徒放棄在基督裏

所得的自由，而被律法的軛轄制(加五 1)；本書是講信徒妄用

自由，竟成了別人的絆腳石(八 9)。 

二、 與《以弗所書》的關係：《以弗所書》是講無形的宇宙教會的

真理(弗三 10)；本書是講有形的地方教會的實際問題。 

分段: 本書共十六章，根據內容要義，可分為八大段如下： 

一、 引言(一 1~9) 

二、 教會中分門結黨的問題(一 10~四 21) 

三、 教會中道德倫理的問題(五 1~六 20) 

四、 回答關于婚姻和守童身的問題(七 1~40) 

五、 回答關于吃祭過偶像之物的問題(八 1~十一 1) 

六、 教會聚會的种种問題(十一 2~十四 40) 

七、 關于復活的信仰問題(十五章) 

八、 最後的勸勉與問安 (十六章) 

默想：理想和現實的差距往往非常巨大，我們如何能對兩者有持

平：一面認定教會的榮耀，另一面又接受她有瑕疵？答案就在哥林

多前書。 

【世上沒有完美的教會】美國葛理翰牧師是本世紀最知名、向最

多人佈道的佈道家；雖已近八十高齡，仍馬不停蹄四處傳揚福

音，因此廣受普世教會與基督徒們的景仰。有一次，一個信徒問

葛理翰：「葛牧師，我知道你去過無數間教會，我最近想換教會，

你能不能為我介紹一間你心目中最完美的教會。」葛理翰回答：

「弟兄，這世上沒有最完美的教會，就算有，也會因為你的加入

而變得不完全。」 

【搭錯了船】一個循理會的傳道人，在他赴某個帳蓬聚會的途

中，由於某些錯誤以致搭錯了船。他發現，他不是前往敬虔性質

的聚會，而是通往賽馬場的途中。那些同船的旅客都在打睹，並

討論關於賭博方面的事，整個氣氛對他的個性來說，太陌生了。

他懇求船長在頭一個可靠岸的地方停住，讓他下船。 

故事到此尚未了結，在同樣的情形下，一個賭徒本來打算到賽

馬場去，由於某項錯誤搭錯了船，該船正駛往帳蓬聚會，他周圍

人士談話的內容對他來說，就像上述情況中那個人所感受的一

樣，令他不可理喻，因此，他也要求船長把船停下來，讓他下

船。在上述兩個例子中，二人所經歷的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真

實的。一個真基督徒，在無法和人交通的情形下實在可憐；一個

沒有重生的人，置身於僅有基督徒的場合，也不會自在。。——

《慕迪喻道故事》 

【耳聾眼瞎仍然聚會】在一次聚會中，有一位耳聾的老婦人和一

位眼瞎的老先生，別人問他們：「你們既然聽不到、看不見，來聚

會作什麼呢？」耳聾的說：「我雖然聽不到，但我可以看出傳道人

的信心。」意思是說：人如果沒有信心，就不能站在講臺上講

道。那瞎眼的說：「我雖然看不見聚會的光景，可是我能夠感覺到

神的同在。」 

【主在這裏】從前蘇格蘭有個最喜歡聽馬欣恩牧師講道的人，某

一主日，他很早就來到馬牧師的教會，遇見該會的一位會友，就

著急地問他：「今天馬牧師在這裏講道麼？」那位會友回答說：

「馬牧師今天一定講道與否，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主耶穌一定在

這裏！」 

【加入世人的會】羅比路太太最近由墨西哥移民到美國南部一個

城市，她丈夫在汽車公司工作，她則在家裡看管兩個小孩子。他

們本來在墨西哥參加一間長老會，所以她嘗試找一間長老會去參

加聚會。她從電話薄找到了一間離家不遠的教會。於是她來到牧

師的辦事處，他知道她的來意之後，打量她一番，又查清楚她的

背景，便對她說：「你回家去禱告，才回來看看是否神的旨意叫你

加入我們的教會」。於是她回去禱告，求神帶領。下主日她又去參

加這教會的聚會，散會後她與牧師握手，又問牧師關於接納她為

會友的事。牧師對她說：「不如再禱告清楚，尋求神的旨意」。於

是她回去再禱告，很是痛苦，因為她不明白牧師為何要這樣留難

她。她不斷的禱告，似乎聽見主耶穌對她說：「我的女兒，你不要

難過，過去廿年來，我曾經多次想要進入這間教會，但每一次他

們都拒絕我」。她明白了，因為連耶穌也不能加入這教會，她更加

不能了。因為這教會不接納其他種族的人為會友，只注重社交的

活動，為貧民籌款運動、賣物會；夏令營、冬令營、營火會、化

裝晚會、鬼節晚會、臉譜比賽、降生節聯歡會、聖地旅行團和婦

女烹飪比賽等等，但從來沒有一次培靈會或佈道會，難怪連耶穌

也不受歡迎！你的教會如何？——蘇美靈《故事百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