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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 年 1/8~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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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宪明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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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景译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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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八日 

讀經 馬太七――天國的抉擇 

鑰節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

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太七 21】 

禱告 親愛的主，我願做個徹底順服祢旨意的人，求祢幫助我放

下自己，天天信靠、順服祢，活出天國的實際。 

詩歌 眾人湧進主的國度– YouTube 

一月九日 

讀經 馬太八 1-17――王的權能——祂肯、祂能   

鑰節 「有一個長大痲瘋的來拜祂，說：『主若肯，必能叫我潔

淨了。』耶穌伸手摸他，說：『我肯，你潔淨了吧！』他

的大痲瘋立刻就潔淨了。」(太八 2~3) 

禱告 主阿！求祢用祢充滿能力和慈愛的手來「摸」我內心的深

處，使我得著心靈的潔淨和醫治。 

詩歌 主昨日今日直到永遠 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十日 

讀經 馬太八 18-34――王的權柄 

鑰節 「耶穌說：『你們這小信的人哪，為甚麼膽怯呢？』於是

起來，斥責風和海，風和海就大大地平靜了。」(太八 26) 

禱告 主阿！每天給我祢親口的一句話，使我勝過疾病、魔鬼，

引導我渡過人生的大小風暴。 

詩歌 耶穌，靈魂的愛人-《荒漠甘泉樂侶》  

一月十一日 

讀經 馬太九：1-17 ――馬太跟從了耶穌 

鑰節  「耶穌從那裏往前走，看見一個人名叫馬太，坐在稅關

上，就對他說：『你跟從我來。』他就起來跟從了耶

穌。」(太九 9) 

禱告 親愛的主，求主以祢的大愛激勵我，使我更堅定地跟隨

祢、更積極地傳揚祢的名。 

詩歌 我今願跟隨耶穌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十二日 

讀經 馬太九：18-38――與主同收莊稼 

鑰節 「衪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

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作

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祂的

莊稼。』」 (太九 36~38) 

禱告 親愛的主，每一個時代、每一個地方都充滿困苦流離的

人，求祢闊大我的眼光，讓我「看見」祢所「看見」的；

求祢闊大我的心胸，關心祢所關心的。當祢打發你的工人

去收祢的莊稼時，求祢也打發我。 

詩歌 你是莊稼的主- YouTube  

一月十三日 

讀經 馬太十――主與受差者是一 

鑰節 「人接待你們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來的。

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裏的一

個喝，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人不能不得賞賜。」(太 十 40，

42) 

禱告 顧念人的主，願我學習與祢合一，靠祢的力量，顧到信徒

中最小的需要。 

詩歌 愿我成祝福 Songs and Hymns of Life (生命诗歌)  

一月十四日 

讀經 馬太十一――得安息，享安息 

鑰節 「凡勞若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

息。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

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太十一 28~29）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把一切的重擔交託給祢，求祢使我經歷你

的施恩和扶持。讓我天天負祢的軛，學祢的樣式，享受因

順從祢來的完全安息。 

詩歌 安息在你永久膀臂中 churchinmarlboro.org  

【家訊信息】敬拜神 
讀經： 出廿 3~8，出卅四 14，申四 15~19，申卅 17~19，王上九

6~9，代下廿九 28~30，尼九 3，6，太二 2，11，太四 9~10，啟四

10~11，啟五 14，啟廿二 8~9。 

【敬拜的重要】主耶穌在曠野受的試探顯明敬拜的重要性，顯明

敬拜創造主的重要性。好些人把救主放在比創造主更重要的地位

上，為了要認識主是神，我們真需要首先認識救主。然而光曉得

祂救贖的工作是不夠的，因為祂救贖的工作是要領人認識祂是創

造主。按次序說，血是第一位，但是在重要性上，血卻不是第一

位。神的目的不僅僅是叫我們認識救主，義的代替不義的死了，

是為了領我們到神面前(看彼前三 18)。 

在祂的話語中，神的要求是些甚麼呢？誡命有十條，頭四條是涉

及神自己的。從創造人到西乃山相隔大約二五○○年。就這個漫

長的隔開的時間而言，基本上只有約伯記和創世記記述了它的歷

程。約伯記記的歷史是隱蔽的，創世記所提供的則是總的歷史。

然而這兩卷書都沒有把神的目的告訴我們；神也沒有在這兩卷書

裏面把祂為甚麼要造人啟示出來。同樣，從這些記載中，我們也

沒有真正明白魔鬼來試探人是為了甚麼。創世記沒有告訴我們當

神造人時，祂所希求的目標。創世記三章也沒有告訴我們魔鬼藉

深人，所要達到的最終願望是甚麼。 

然而，有一天神拯救祂的子民出埃及，並且賜給他們十條誡命。

我們從此以後才曉得神為甚麼造人；並曉得祂所要的是甚麼。十

條誡命是寶貴的，因為他們給我們看見神的心。我們不必驚奇，

為甚麼神兩次把十條誡命寫出來。因為在大約二五○○年之後，

神終於在西乃山第一次告訴人，祂在創造人這件事上所一直希求

的是甚麼；而且又一定要使申命記再一次記錄祂的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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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BYHhgq4ng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95.htm
http://www.hymncompanions.org/May/18/stream.php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95.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PGO-WNMa1M&feature=related
http://www.google.com/url?sa=t&rct=j&q=%E9%A1%98%E6%88%91%E6%88%90%E7%A5%9D%E7%A6%8F&source=web&cd=1&sqi=2&ved=0CB0QFjAA&url=http%3A%2F%2Fsongsandhymnsoflife.net%2Fcu-0429&ei=xmUCT9mNForg0QG40_C_Ag&usg=AFQjCNGC1hSev_gID9uIj7jDZi-BXmMZ8A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4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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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出廿 3)。申命記在這第一條

誡命上還加上這些話：「你要敬畏(敬拜)耶和華你的神，單要事奉

祂」(六 13，對照太四 10)。因此，從此開始，人才第一次曉得神

所願望的是敬拜。 

【敬拜的意義】敬拜的意義是甚麼？在希伯來文這個詞的意義是

屈膝敬拜。在希臘文的意義是走向前去親祂的手。換句話說，就

是將一切歸給祂。 

許多人不曉得敬拜神的祕密。主，祂是神。耶穌是神。這是極寶

貴的。神要人宣告祂是神。主教門徒禱告；主禱文是跟十條誡相

聯的。在那個禱告裏，祂告訴門徒神所要的是「願人都尊你的名

為聖」(太六 9)。神第一個的希望是甚麼？主耶穌的話在這裏是甚

麼意思，「尊為聖」或者說「聖潔」，意思是分別出來歸給神。

神的名字是被尊為聖的，是聖潔的。這個名屬於神，並且神的名

只有神能用。這就是「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的意義。然而現在

祂的名被別人使用了，現在這個名變成了通用的和普通的名了。

但是有一天，這個名要顯為獨特，顯為聖。只有耶和華被稱為

神，沒有任何別的甚麼能用那個名去稱呼他。神向人的要求，是

要他們將祂認作神來認識。 

主復活之後對馬利亞說(當然也延伸到祂所有的門徒)：「我的父

就是你們的父，我的神就是你們的神」(約廿 17)。「父」是說一

個人的個人關係，而「神」是說到一個共同的關係。 

甚麼是敬拜呢？敬拜是承認祂是神。在舊約的各卷書裏面，申命

如果你敬拜了別的甚麼，你就要死；如果有誰拜了偶像，就要用

石頭把他打死，神不允許在祂之外還有甚麼當受敬拜。 

【魔鬼的工作】魔鬼的工作是甚麼呢？從創世記所述敘的伊甸園的

故事，我們實在還分辨不出魔鬼的工作是甚麼？但是，至終以賽亞

書十四章十二至十四節向我們啟示出來，魔鬼所要的是要跟神同

等。以後在馬太福音第四章給我們看見，牠甚至增進了牠所一直都

有的目的。馬太福音四章記載了魔鬼怎樣三次試探主。頭兩次的試

探對魔鬼來說，並沒有甚麼特別的好處。但是在第三個試探裏，仇

敵最後提出「拜我」。然而主耶穌用申命記的話回應牠說：「當拜

麼撒但怕人得救呢？因為他們得救了就要敬拜神。所以牠對人的得

救是痛恨的。 

當我們來讀啟示錄這本書時，我們看見在那裏敘述了那些將來必

成的特殊事件。貫串全本啟示錄的，有一條特有的敬拜的線。從第

四第五章到十九章，我們記得有二十四長老和四活物在天上的敬

拜。可是在十三章，我們看見在地上人拜獸的像。撒但要獲得神在

天上所受的敬拜，因為撒但的目的不單是要叫人犯罪，而且也叫人

成為撒但最快樂的日子。敵基督要自稱為神(看帖後二 4)。這是撒

但這六千年來所要得到的。敬拜獸就是敬拜撒但。 

【基督徒的責任】在啟示錄十三章裏，我們看見獸要得敬拜。在十

四章我們看見永遠的福音傳出來：「應當敬畏神，將榮耀歸給

祂；因為祂施行審判的時候已經到了；應當敬拜那創造天地海和

眾水泉源的」(7 節)。敬拜神──這就是永遠的福音。在二十一和

二十二章裏我們看見新天新地，我們再次聽到敬拜神的命令(廿二

9)。 

  因為神的目的是要得敬拜，而撒但的目的也是要得敬拜，那麼

我們基督徒的責任是甚麼呢？要曉得只認識救恩是不夠的。能叫

神滿足的是甚麼呢？是誰能叫神滿足呢？不是那些只能禱告或傳

道的人，而是那些能敬拜祂的人。在我們所作的一切事上，我們

要把敬拜放進去。這樣作，實際上就是印度多拉維(Dohnavur)團契

〔編註：多拉維團契(Dohnavur Fellowship)，是神在本世紀初於靠

(Amy Carmichael 1867-1951)而興起的工作，這是一個拯救那些處

在道德危險中的印度男女孩童的工作。關於這個工作的歷史，請

看 Frand Houjhton 主教寫的 Amy Carmichael of Dohnavur 和 Any 

Carmlchael 寫的 Golden Cord

敬拜神的特徵的。 

   撒但害怕對神的敬拜。讓我們把敬拜放在第一位。你有難處

麼？當先敬拜神。今天少數人的敬拜，有一天會叫神從所有的人

得到敬拜。教會是神所造萬物中初熟的果子(雅一 18)。世界在那

一天將要歸給神的，我們當先歸給祂。我們不是等到新天新地才

去敬拜，今天我們在這個舊的天地裏就要敬拜。在這個時候，我

歸給牠自己。在敬拜上我們如果失敗，就在別的事情上我們也會

失敗。――倪柝聲 

【哥林多前書第十一章】蒙頭和擘餅 
摘要：哥林多前書第十一章 1~16節是論及婦女在聚會中蒙頭的問

題。保羅解釋女人在聚會中蒙頭的理由：(1)合乎彰顯神榮耀的表

現，因女人是男人的榮耀； (2)合乎神創造男女的次序和目的，而

承認神的主權；(3)合乎為天使的緣故，而有服權柄的記號；(4) 合

乎主的安排，而守住姊妹的地位；(5)合乎人的本性；(6) 也是合乎

眾教會都是如此遵行的規矩。17~34 節是論及擘餅聚會該有的態

度。保羅說到對擘餅聚會該有的認識：(1) 是主親自設立的聚會；

(2)是主命令我們應當行的事；(3)是記念主的聚會；(4) 是表明主

為我們流血受死；(5) 是直到主再來以前要繼續作的事。 

鑰節：「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祂

來。」【林前十一 26】 

感想：擘餅聚會是主耶穌親自設立的(太廿六 26) ，目的就是「記

念」祂的所是和所作。因此在擘餅記念主的事上，保羅所注重的並

不是方法(就如用什麼餅，怎樣擘，怎樣喝杯……），程序、儀式、

時間等，而是我們參加聚會的心態。為此保羅勸勉我們該有四重的

敬畏心態： 

(1) 回頭望――主知道我們健忘，所以藉著表記的餅和杯，叫我們

重溫祂捨命流血的救贖工作。桌上的餅杯說出祂是逾越節羔

羊，已除去了我們罪孽！因著主的死，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來

到神的施恩寶座前。所以每次在擘餅聚會中，我們應感恩，思

念和愛慕主，不住的向祂獻上感謝和稱頌。 

(2) 向前望――主要再來！這是一個何等榮耀的盼望。二千年來，

教會照衪的吩咐，在指望中記念衪，繼續地等候衪回來。所以

每次參加擘餅聚會，我們對主的信心更牢固，因為主來的日子

又近了一次。 

(3) 向內望――在參加擘餅聚會前，我們必須先省查自己，是否聖

潔蒙愛？是否與神和好？是否與人和睦？ 

(4) 四圍望――我們記念主的時候，無論參加的人數多少，總是一

個餅。這說出所有的神的兒女都是合一的，『因為只有一個

餅，我們雖多，但仍是一個身體。』（林前十章 17節直

譯）。所以每次來到主的桌子前，我們都應體會主的心腸，願

意彼此接納並交通，彰顯合一相愛的景況。 

禱告：主啊，感謝你的捨身救贖，願我們在每一次餅杯面前，重新

體會你的愛和浩瀚的恩典，也重燃對你再來的盼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