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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 年 1/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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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麗斌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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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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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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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二十九日 

讀經 出十二~十三；太二十一 1-22 

鑰節 『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你們倒使它成為賊窩了。』 

(太二十一 13)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潔淨我，並在在我的裏面作王，管理我的

一切；在生活中使我能結生命的果子，使你得飽足、得安

息。 

詩歌 潔淨我 YouTube  

一月三十日 

讀經 出十四~十五；太二十一 23-46 

鑰節 「所以我告訴你們，神的國必從你們奪去，賜給那能結果

子的百姓。」(太廿一 43） 

禱告 親愛的主，幫助我能結果子以承受你的國。 

詩歌 復興你工作，主- 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三十一日 

讀經 出十六~十八；太二十二 1-22 

鑰節 「王又打發別的僕人說：『你們告訴那被召的人，我的筵

席已經豫備好了，牛和肥畜已經宰了，各樣都齊備；請你

們來赴席。』」【太廿二 4】 

禱告 親愛的主，你在十架作成救恩，使我們靠恩得以進到父面

前，享受豐盛的筵席。幫助我們不以蒙召為滿足，而應每

天披戴你的救恩，活出與所蒙的恩典相稱的生活。 

詩歌 飄渺人生何短暫 YouTube 

二月一日 

讀經 出十九~二十；太二十二 23-46 

鑰節 「『論到基督，你們的意見如何？祂是誰的子孫呢？』他

們回答說：『是大衛的子孫。』」(太廿二 42)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我們，讓我

們與你建立親密的關係，使我們能對你有更深的認識。 

詩歌 我願更多認識基督- YouTube 

二月二日 

讀經 出二十一~二十三；太二十三 1-22 

鑰節 「也不要稱呼地上的人為父；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父，

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師尊的稱呼；因為只有一位是

你們的師尊，就是基督。」(太廿三 9~10) 

禱告 親愛的主啊，我愛慕你，因你的話語精純可喜，甦醒我

心。幫助我看重你的話，超過人的意見。也幫助我在服事

之中，看重你的驗中，遠超人的標榜貶抑。 

詩歌 非我惟主- churchinmarlboro.org  

二月三日 

讀經 出二十四~二十五；太二十三 23-39 

鑰節 「耶路撒冷阿！耶路撒冷阿！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

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裏來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

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

【太廿三 37】 

禱告 親愛的主，開恩憐憫我們，叫我們答應你愛的呼喚，救我

們脫離外面的虛假，讓你的自己充滿我們的裡面。 

詩歌 在祂翼下 YouTube  

二月四日 

讀經 出二十六-二十七；太二十四 1-28 

鑰節 「耶穌在橄欖山上坐著，門徒暗暗地來說：『請告訴我

們，甚麼時候有這些事？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甚麼豫

兆呢？』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

們。』」【太廿四 3~4】 

禱告 主耶穌啊，我們願你來。願你再來的應許，成為我們每一

天生活的原動力。 

詩歌 我王必定快要再臨- YouTube  

【家訊信息】聚會的自由與秩序 

「所以我弟兄們，你們要切慕作先知講道，也不要禁止說方

言。凡事都要規規矩矩的按著次序行。」（林前十四39-40） 

聚會中要在靈中有自由 

保羅在這裏告訴哥林多的信徒，應當怎樣聚會，結束的時候就

說了這兩句話。他說：「你們要切慕先知講道，也不要禁止方

言。」又說：「凡事都要規規矩矩的按著次序行。」在這裏我們

看見，教會聚會的兩個原則。第一個原則就是說：我們在聚會的

中間，應當有靈裏頭的自由。親愛的弟兄姊妹！每一次當我們聚

集的時候，尤其在擘餅聚會裏面，我們必須在靈裏頭有自由。所

以聖徒的聚會，尤其是記念主的聚會，應該沒有一定的方式、沒

有一定的規條，乃是大家一同來記念主。我們一同到這裏來，乃

是要敞開我們的靈，注目仰望我們的主。我們要有靈裏面的自

由，讓聖靈在這裏有自由的帶領，叫我們在聖靈裏一同有記念和

敬拜。 

我怕在我們中間，不知不覺就落到規條的裏面，落到習慣的裏

面，不知不覺就像機器一樣，機械式的在那裏聚會，缺少在靈裏

頭的新鮮和活潑。 

請問弟兄姊妹！你今天晚上來擘餅，第一，有沒有先預備你的

心？第二，你的靈是不是開啟的，預備接受聖靈的引導？我請你

在神面前好好的回答這兩個問題。我今天在沒有開始聚會之前，

坐在旁邊稍微觀察一點弟兄姊妹們的情形，我裏面有一個感覺：

有的弟兄在這裏，雖然人到了，但是他的靈不是開的，因為我看

他的情形，並不準備提詩，也不準備禱告。 

弟兄姊妹！我們在擘餅聚會裏面，應當完全自由，每一個的靈

都要敞開，準備接受聖靈的帶領。我們沒有定規說，這個聚會開

始必定需要唱一首詩歌，而這一首詩一定要長老來提。我們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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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KSuFGaukmk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Revive%20Thy%20Work.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dwz3A9L11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F_Dc5ynsVc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396.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7x79o6XzY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r7P5uzK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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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定規說，一個聚會開始以後，頭一個禱告的必定是長老，或者是

同工，或者是家負責，其他的人就不許禱告。 

親愛的弟兄姊妹！在這個聚會裏面，沒有一個方式，沒有一個秩

序表，也沒有定規甚麼人作甚麼事。我們乃是來到主的面前，主是

主人，我們都是被請的人。不錯，在教會裏面有作長老的人，他們

監督整個的教會，不讓罪惡進來、不讓惡人進來、不讓不法的事發

生，長老們要負這個責任。但在擘餅的時候，長老不是主持人，同

工也不是主持人，家負責也不是主持人，在擘餅的聚會裏，主持人

乃是聖靈。我們到主的面前，都是被請的。 

所以當我們來擘餅的時候，我們的靈一定要敞開，我們的心一定

要願意。否則聖靈就不能引導我們，祂就沒有辦法帶領我們，我們

就落到陳套的裏面、落到死亡的裏面。如果我們聚集在一起，每一

個弟兄姊妹的靈都是敞開的、自由的，是預備給主帶領的，恐怕有

的時候連唱詩也用不著，我們就可以開始禱告，禱告了以後才唱

詩。也許有的時候靈弱了，我們不只唱一首詩，我們要唱兩首詩，

才開始禱告。總而言之：在這個聚會裏沒有一定的方式。我們應該

在聖靈的帶領之下，用靈的新樣來事奉我們的主。 

所以在擘餅聚會中，如果聖靈沒有自由，你不要怪任何的人。你

要回到主面前，求主光照你，看你在主面前靈是不是敞開的，心是

不是願意的。如果我們每一個人來，都是這樣的，這一個聚會一定

是活潑的、一定是新鮮的，我們不會落在老套的裏面、不會落在陳

舊的裏面。 

要按著次序 

也許有人要說：如果是這樣的話，聚會不是要亂了嗎？親愛的弟

兄姊妹！我們不會亂，因為底下還有一個原則：「凡事都要規規矩

矩，按著次序行。」你不要以為說：靈裏的自由與規規矩矩按著次

序行，這是兩個衝突的東西。感謝讚美主！這兩件不是衝突的。一

面在靈裏須要自由，但是另外一面，我們要規規矩矩，按著次序

行，我們的神不是紛亂的神，乃是叫人安靜的神。這一位帶領我們

的聖靈，乃是一位有次序的靈、平安的靈，不是紛亂的靈。如果我

們今天有紛亂的光景，這是因為我們在肉體中。如果我們在靈裏頭

接受聖靈的帶領，聚會的時候一定是有次序的、一定是平安的，不

會是紛亂的。 

弟兄姊妹！我們是不是都有這樣的經歷？當我們擘餅的時候，如

果那一天靈很釋放，聖靈能很自由的運行，很希奇，常常在這樣的

聚會中，我們的記念會有一個專一的題目，大家都向著一個方向。

不但有題目，並且有次序，一直往上爬，叫我們靈裏面真是往主那

裏去。 

我相信我們都有這樣的經歷。如果在聖靈裏，反而有次序；如果

在肉體中，那連題目也沒有了。一位弟兄平常就是喜歡唱某一首

詩，所以到擘餅的時候，他就提這一首詩了。他也不管這一首詩與

整個聚會的靈是不是符合的，反正他喜歡唱這一首詩，所以他就提

出來，要所有的弟兄姊妹都陪他唱一遍。 

有的弟兄姊妹！在擘餅聚會的時候很喜歡禱告，但是他的禱告也

與聚會的靈不合。別人在那裏記念主的愛，他偏偏禱告主的得勝。

弟兄姊妹！如果我們的禱告不是在聖靈的裏面，而是在肉體的裏

面，聚會就紛亂了。但是在聖靈的裏面，沒有這樣的事。我再說：

我們記念主的時候，要在聖靈裏面，要讓靈有自由，但是這自由不

是紛亂，乃是有次序的。 

要顧到聚會的靈 

另外一面，我們「在心志上要作大人，不要作小孩子。」這就是

哥林多前書第十四章的話。甚麼叫作「在心志上作小孩子」呢？就

是把自己當作中心。你知道那個時候哥林多的信徒很喜歡說方言，

因為說起方言來，大家都聽不懂，這樣他就高人一等了，他覺得很

榮耀、很威武。他真是像小孩子一樣，喜歡人家注意他。 

甚麼叫作「大人」？大人就是想到別人。他要看說：我這樣作

能不能造就人、能不能建立人？我這樣的禱告，能不能把弟兄姊

妹的靈更帶到主面前？我提這一首詩，能不能把弟兄姊妹的靈更

帶到主面前？你看見他，無論作甚麼，都是想到別人，不是想到

自己、不是為著自己。不是你喜歡唱詩、喜歡禱告，所以你就禱

告，你就唱詩；乃是因為靈在裏頭感動了你，你的心思就思想究

竟這一首詩，這一個禱告，能不能幫助弟兄姊妹。 

親愛的弟兄姊妹！在心志上我們要作大人。我們要學習看主的

靈在我們中間，究竟是怎樣帶領的？如果你在這裏受引導要禱告

了，你的心思就不要被動，也不要不動。你要看一看，我這個禱

告與聖靈在弟兄姊妹中間所運行的合不合得起來。如果是合得起

來的，你就可以禱告。如果合不起來，你就知道也許在這個時

候，是你應當安靜的時候。 

所以你看見，這個聚會一面是聖靈在那裏引導，一面是我們在

那裏合作；聖靈給我們引導，我們就運用心志來接受聖靈的引

導。如果這樣的話，在這個聚會裏面一面有自由，另外一面是規

規矩矩的，按著次序行。願神在這些事情上，常常帶領我們！

── 江守道 

【哥林多前書第十四章】先知講道 
重點：哥林多前書第十四章上段(1~25 節) ，保羅首先說明先知講

道和說方言的不同性質和功用在下段 (26~40 節) ，保羅繼續談論

到在聚會中如何運用恩賜的基本原則。 

鑰節：『弟兄們，這是怎樣呢？當你們聚會的時候，你們各人有

詩歌，有教訓，有方言，有啟示，有繙出來的話，讓凡事都為造

就人而作。』【林前十四 26 原文】 

感想：這一節提到全教會聚在一起的時候，沒有任何的儀式或程

序，而神的兒女都運用恩賜來供應教會。所以參加這樣的交通聚

會，不應作旁觀者，而要根據彼此的『有』，來造就人，並且成

全教會。 

在聚會裏，有人或『有』詩歌，或『有』教訓，或『有』啟

示，或『有』方言，或『有』繙出來的話，都可以通過這些

『有』的分享，使聖靈得以自由地透過不同的弟兄，把神向教會

要說的話說出來。 

這裏所說的『有』，當然不是根據人外面的的安排，乃是各人

順服聖靈的引導和管理而產生的；也不是出於人的衝動，所作的

即興發表，乃是平時在神面前學習，而帶來的屬靈積蓄。然而在

聚會中運用恩賜，最重要的原則，乃是凡事要以能造就人為依

歸。所以在這樣的聚會中，我們所作的每件事都是為了全體的益

處，其最終的目的在於建造基督的身體。 

默想：我們聚會的目的，是否讓神得滿足、為別人得益處？所以

人人生活尊主為大，隨從聖靈，聚在一起就能彰顯神，彼此堅

固，建造教會！ 

禱告：主啊，頤我們聚會中的每個環節，都讓你得着榮耀，教會

被建造，而眾人得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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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