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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 年 1/1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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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老師培訓聚會 主日晚上 7:30-9:00 PM       徐瑞雯姊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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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勇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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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 月 5 日主日早上詩歌見證聚會，請全體出席、參與服事及留

意教會各方面安排。 

 

 

 

 
 

 

 

【本週讀經】天天讀經、背經、禱告、唱詩 

一月十五日 

讀經 創三十三～三十四；太十二：1-21 

鑰節 「因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太十二 8） 

禱告 親愛的主，謝謝你! 你是真大衛，我們是跟從你的人；你比

殿大，我們是住在你裏的人；你是安息日的主，我們從你得

著能力，幫助，和真安息。 

詩歌 惟有耶穌是我題目 - YouTube  

一月十六日 

讀經 創三十五～三十六；太十二：22-50 

鑰節 「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人怎能

進壯士家裏，搶奪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壯士，才可以

搶奪他的家財。」(太十二 28~29) 

禱告 親愛的主，撒但常常在我們身上作工，叫我們在身體上、在

靈性上受壓害。主啊，我們受苦受夠了！求你綑綁牠的權

勢，除滅牠在我們裏面的作為，除滅牠在我們環境裏的作

為，除滅牠一切的作為。 

詩歌 我奉耶稣全能的名_豆网视频 

一月十七日 

讀經 創三十七~三十八；太十三：1-30 

鑰節 「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聽道明白了，後來結實，有一百倍

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太十三 23】 

禱告 親愛的主，幫助我的心成為好土，對你的話作出正確而深入

的回應，求你保守我的心，勝似保守一切(箴四 23)！ 

詩歌 哦主！求你長在我心 YouTube  

一月十八日 

讀經 創三十九~四十；太十三：31-58 

鑰節 「耶穌說：『這一切的話，你們都明白了麼？』他們說：

『我們明白了。』」 (太十三 51) 

禱告 主啊，謝謝你藉著你的話向我啟示「天國的奧祕」，讓我緊

緊的抓住主的話，對你的話有反應。 

詩歌 你是我異象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十九日 

讀經 創四十一~四十二；太十四 

鑰節 「門徒說：『我們這裏只有五個餅、兩條魚。』耶穌說：

『拿過來給我。』」 (太十四 17~18)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再一次把自己完全的奉獻給你，求你悅納和

使用，好讓我們成為他人的祝福。 

詩歌 願主為我擘開生命的餅- 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二十日 

讀經 創四十三~四十四；太十五 

鑰節 「耶穌說：『婦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給你成

全了罷。』從那時候，她女兒就好了。」（太十五 28） 

禱告 親愛的主，讓我們向你全然敞開，在所有的需要上，向你真

實表露，且全然無懼地信任你。讓我們也成為你福音的導

管，將你的大能和恩典，分享給一切需要愛的人吧！ 

詩歌 信靠耶穌何其甘甜- 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二十一日 

讀經 創四十五~四十六；太十六 

鑰節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

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太十六 24) 

禱告 親愛的主，使我明白並進入你偉大的啟示。賜我受苦的心

志，助我「撇下一切事物，背起十架跟耶穌，甘受藐視、

厭棄、貧苦，一心跟主走窄路。」（《聖徒詩歌》322首） 

詩歌 我今撇下一切事物_土豆网视频 

【家訊信息】肢體彼此相顧 
末世的第一項特點，就是「人要專顧自己」(提後三 1-2)，所謂

「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人不為己，天誅地

滅。」這就是末世的光景。基督徒不應只顧自己，而要彼此相顧， 

這才是教會該有的光景，也是在末世中該顯出的見證。  
顧及別人 

 肢體彼此相顧，是聖經的清楚教訓：「不但如此，身上肢體人以

為軟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越發給

他加上體面；不俊美的，越發得著俊美。我們俊美的肢體，自然用

不著裝飾；但神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免

得身上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顧。」(林前十二 22-25)  

 我們是肢體的關係，要彼此相顧，不可因種族、籍貫、年齡、

社會地位等因素而分門別類。教會中不可有任何小圈子，不可排

斥任何肢體，因為基督的身體包括所有肢體。教會不是少年會、

青年會、在職會或長者會，肢體彼此相顧，不可只照顧某一階

層，而應跨年齡地互相照顧。青少年人應把握機會服事長者，同

時也可從他們身上有所學習，例如：年長聖徒雖然識字不多，仍

然勤讀聖經；雖然身體軟弱，仍然多有讚美；難處雖多，恩典也

加多…這些都成為青少年人的榜樣和激勵。  

 「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

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

肢體。」(林前十二 26-27)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感同身

受，自然會一起顧到這軟弱的肢體，而不是嫌棄他。與此同時，

軟弱的肢體不要只看自己的軟弱，也要學習顧到別的肢體，顧到

身體的需要，這樣軟弱也可變為剛強。  

 總而言之，各人不要單顧自己，也要顧到別人，這就是肢體彼

此相顧。具體實行方面，就如在擘餅聚會中，當有肢體同時開聲

讚美，就要學習顧到別人，讓別的肢體先讚美，然後自己才讚

美。又如禱告的時候，不要只顧到別人的阿們，同時也要阿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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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F_Dc5ynsVc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bFMQtl_0m-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wzPWobCMKQ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95.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break.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rust%20In%20Jesus.html
http://www.google.com/url?sa=t&rct=j&q=%E6%88%91%E4%BB%8A%E6%92%87%E4%B8%8B%E4%B8%80%E5%88%87%E4%BA%8B&source=video&cd=2&sqi=2&ved=0CD0QtwIwAQ&url=http%3A%2F%2Fwww.tudou.com%2Fprograms%2Fview%2Fr1aFGTJ4zUs%2F&ei=LlQIT6bsMsjH0AHw5P3fAg&usg=AFQjCNF7iXr-jeTmZORIkKlnZt8VqQJs5w


瑪波羅教會家訊───「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四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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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禱告。又如服事的時候，不要只顧到自己如何發揮恩賜，但

當別人盡功用時，就漫不經心。  

 我們就像交響樂團的成員，不是單獨的，乃是整體的；即使未

輪到自己演奏，也不可分心或鬆懈。主說：「我又告訴你們，若

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甚麼事，我在天上的父

必為他們成全。」(太十八 19)「同心合意」的原文意思是「合

奏」，我們就是一同和諧地合奏，互相配搭。當有肢體禱告，眾

人就同心阿們，大家就是這樣一同擺上，彼此相顧，互相扶持。  

彼此勸勉 

 肢體彼此相顧，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實行：  

 第一，彼此勸勉。「…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

前；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至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

是信實的。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你們不可停止

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

近，就更當如此。」(來十 22-25)  

 希伯來書的受眾當時有一個危機，就是失去信心、盼望和愛

心，所以作者勸勉他們要以信心來到神面前，堅定盼望，並且彼

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彼此相顧的具體實行，就是用神

的話來彼此勸勉，如此就能激發愛心，勉勵行善。當肢體分享在

生活裡如何經歷神的話，我們從中就得著鼓勵、安慰和題醒。  

 勸勉也包括勸戒，就是以神的話彼此教導、互相告戒，不要作

神不喜悅的事情，就如經上說：「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

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

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西三 16)在肢體相交小組裡，我們

不是談天說地、評論時事人物，乃是分享神豐富的話語，彼此勸

勉、教導。  

互相代求 

 第二，互相代求。「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

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五 16)在

教會生活中，難免會有得罪人的事情。若得罪了肢體，就要學習

認罪，這是消極的方面。積極方面，我們需要互相代求，這是肢

體彼此相顧中最有效的幫助，因為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

效的。神樂意垂聽我們的禱告，好在我們身上成就他的旨意。  

 今天弟兄姊妹面對不少難處，讀書有壓力，工作有壓力，家庭

有擔子，故需要為此多方代禱，這就是切實的彼此相顧。我們不

單要為自己禱告，也要多為別人禱告，這是蒙福的途徑。當我們

多為別人代禱，神也就祝福我們。  

 互相代求是彼此的，沒有人能說自己不需要別人的代禱。即使

屬靈、剛強如保羅，昔日在亞西亞遭遇苦難，被壓太重，力不能

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一方面需要倚靠叫死人復活的

神，另一方面需要眾聖徒以祈禱來幫助(林後一 8-11)。又如保羅

在捆鎖之中，仍然能夠歡喜，對腓立比聖徒說：「因為我知道，

這事藉著你們的祈禱和耶穌基督之靈的幫助，終必叫我得救。」

(腓一 19)祈禱是對弟兄姊妹的最大幫助，在肢體相交小組中，我

們要多多彼此代禱，讓神的憐憫、恩典臨到各人。  

幫補缺乏 

 第三，幫補缺乏。約翰說：「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

乏，卻塞住憐恤的心，愛神的心怎能存在他裡面呢？小子們哪，

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約

壹三 17-18)保羅說：「聖徒缺乏要幫補… 」(羅十二 13)  

 除了彼此勸勉和互相代求，我們也需要在行為和誠實上幫助肢

體。我們與肢體相交日久，就越來越了解弟兄姊妹的情況。當我

們知道肢體有生活上的實際需要，可在主面前禱告，然後將書明

「主款」為著某某聖徒的個人包投入奉獻箱，教會就會將個人包

轉交給有關肢體。這樣作是基於看見肢體的真實需要，所以不是

錦上添花，乃是雪中送炭，這也是初期教會的實行，好叫教會中

沒有一個缺乏的(徒四 34)。  

 在馬太福音廿五章 34-40 節，主對義人說：「你們這蒙我父賜

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因為我餓了，你

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

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

我。」義人就回答說：「主阿，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了，給你

吃，渴了，給你喝？甚麼時候見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

體，給你穿？又甚麼時候見你病了，或是在監裡，來看你呢？」

主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

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我們幫補肢體生活上的衣食缺乏，以至看望病患等，都是連於

主，作在主身上。肢體之間的相顧，不是基於人情，乃是連於元

首基督。  

總結 

 教會實行肢體相交小組，我們要為此禱告，並且實踐肢體彼此

相顧。已參加各項小組的聖徒，要加強相顧，就是彼此勸勉、互

相代求和幫補缺乏，好讓全身都靠主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

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

自己(弗四 16)。 ――倪柝聲 

【哥林多前書第十二章】建造基督的身體 
摘要：哥林多前書從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都是保羅論到屬靈恩賜

的問題。顯然這是因為哥林多人因對屬靈恩賜的誤解和誤用，造成

了他們聚會時的混亂。本章可分成四部份： 

(一) 屬靈的原則(1~3 節)―凡被聖靈感動的，必定同尊耶穌為主。 

(二) 恩賜的源頭(4~11)節―恩賜雖有不同，而聖靈只有一位，目的

是叫人得益處。 

(三) 恩賜的配搭(12~27 節)―肢體功用雖有不同，而身體只有一

個，但不可輕看自己和排斥別人，要彼此配搭，彼此相顧。 

(四) 恩賜的職分(28~31 節)―事奉職事雖有不同，而教會只有一

個，但不可包辦，人人要盡本分。 

鑰節: 「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

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林前十二 12） 

感想:  教會是一個完整的機體。所有的肢體都是彼此相聯接的，

也是彼此相依賴的。在我們的肉身上是如此，于教會也是一樣。保

羅這樣說：手不能對腳說我用不著你。每一個肢體都和其它的互相

關聯，也和其它的互相依賴，若是任何一個肢體失去了作用，那個

身體就不完全了。所以教會乃是一個完整的機體，肢體間都是互相

依賴，彼此關聯的，為著身體的丰滿，身體必須如此，這就是教

會。 

我們必須承認從神的眼光看來，教會乃是一個完整的機體，所以

任何在行動上或生命上的「單獨」，都會破壞屬靈的定律，而這種

屬靈定律的破壞就產生屬靈的限制。在我們肉身里有一些疾病，會

使肢體有單獨的行動，於是就與其它的肢體失去了關聯，那就表明

身體的健全發生了問題。在我們肉身的身體里是這樣，在屬靈的身

體里更是這樣，神把這些天然的定律深深的寫在屬靈的世界里，正

如祂把屬靈的原則寫在物質的世界里一樣。）── 史百克《教會

的意義》 

禱告：主啊！教導我們曉得欣賞別人，與弟兄姊妹彼此配搭，一起

服事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