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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 年 10/7~10/13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特別聚會                          10:50-12: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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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國華姊妹家 

一、 10月 27 日(週六晚上 6:30 PM )福音愛筵聚會，請全體出

席、參與服事及留意教會各方面安排。  

 
 

 

 

 
十月七日 

讀經 賽 45～47；帖前三 

鑰節 「又願主叫你們彼此相愛的心，並愛眾人的心都能增長、充

足，如同我們愛你們一樣；」(帖前三 12) 

禱告 親愛的主，感謝你，因著有深愛我們的聖徒，對我們的栽培

和關懷，使我們靠你站立得穩。主啊！讓們我們的信心、愛

心、盼望不斷增長，幫助我們成為教會的祝福。 

詩歌 我們呼吸天上空氣  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八日 

讀經 賽 48～49；帖前四 

鑰節 「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在

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帖前四

17)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保守我們能在聖潔中迎接你的再來。 

詩歌 主耶穌，我羡慕活在你面前- 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九日 

讀經 賽 50～52；帖前五 

鑰節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

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

指摘。」（帖前五 23） 

禱告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我們完全成聖，保守我們身心靈，直到

主再來的日子，無可指摘。 

詩歌 祝福- 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十日 

讀經 賽 53～55；帖後一 

鑰節 「弟兄們，我們該為你們常常感謝神，這本是合宜的。因你

們的信心格外增長，並且你們眾人彼此相愛的心也都充足；

甚至我們在神的各教會裡為你們誇口，都因你們在所受的一

切逼迫患難中，仍舊存忍耐和信心。」(帖後一 3~5)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渴慕天天追求信、望、愛的增長，好叫人在

我們身上看見你榮耀的彰顯，以致天天能榮耀你。 

詩歌 神聖之愛，遠超眾愛- 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十一日 

讀經 賽 56～58；帖後二 

鑰節 「主所愛的弟兄們哪，我們本該常為你們感謝神；因為祂

從起初揀選了你們，叫你們因信真道，又被聖靈感動，成

為聖潔，能以得救。」 (帖後二 13)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加添力量，堅固我們，使我們能面對人生

的困難、罪惡、痛苦；幫助我們活在聖靈之中，使我們行

走在你的旨意中。 

詩歌 主耶穌，當我們想到你- 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十二日 

讀經 賽 59～61；帖後三 

鑰節 「願主引導你們的心，叫你們愛神，並學基督的忍耐。」

【帖後三 5】 

禱告 主啊！求你引導我們的心，叫我們進入神的愛裏，並進入

你的忍耐裏。使我們一面愛募你的再臨，一面盡在教會、

家庭、工作上的責任。 

詩歌 救主領我免迷途- churchinmarlboro.org  

十月十三日 

讀經 賽 62～64；提前一 

鑰節 【我兒提摩太阿，我照從前指著你的預言，將這命令交託

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提前一 18) 

禱告 主啊，願你的愛激勵了我們，使我們做一個肯承擔使命的

人，一生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詩歌 要忠心- churchinmarlboro.org  

【家訊信息】按神旨意服事這世代 
神怎樣看時間 

 聖經是神向人的默示，不受時間限制，當中的原則在每一個世

代都可應用(提後三 16)。然而，我們這些活在時空限制裡的人，

不能領會甚麼是永恆；若要明白神向我們說的話，需要神特別的

慈愛、憐憫和寬容。神是永遠無限的，對時間不需要甚麼看法，

但為著讓我們明白、接受他的話，就把對時間的看法告訴我們。

「親愛的弟兄阿，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

年，千年如一日。」(彼後三 8)「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

又如夜間的一更。」(詩九十 4)這就是神對時間的看法。  

 今天我們活在一個非常特別的時空點，在人類的歷史裡，不是

每一個世代都是跨世紀的，跨千年就更少了。現在是二○一一

年，所有超過十一歲的人都在香港這彈丸之地經過跨世紀，也經

過跨千年。當人進入新的世紀、新的千年時，覺得是全新的開

始，心情自然興奮，但回顧這十年，已發生多個特大的天災人

禍，例如：九一一事情、金融海嘯，以至最近的日本地震、海嘯

和核輻射洩漏。這只不過是這千年來頭十年的事情，十年不是短

時間，是一千年的百分之一，但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在神眼中十年不過是一天的百分之一，即十四分鐘廿四秒，這時

間是我們不容易感覺得到的。  

 在一千年這麼漫長的時間裡，開頭的百分之一已是多災多難，

我們應該思想：主後第三個千年的前十年已經如此，以後會怎樣

呢？因此我們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好叫我們的心

不會變得剛硬，並要認識我們在這個時代有甚麼託付和使命。  

配合神的旨意 

 創世記一章 26-28 節告訴我們，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彰顯他、代

表他。神的旨意是由「他們」來完成，這是個團體人，指一對夫

婦。他們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這是時間的延續和空間的擴

展，並且他們要管理全地和一切活物。「管理」的意思是使他們

在上有主權，即在這些造物的上面而不受其控制。英文欽定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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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的福音聚會代禱。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69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LP.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bless.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18.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180.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481.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Be%20Faithfu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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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非常達意，共用了五次管理，意思是：使他們在海裡的魚上

管理、在空中的鳥上管理、在地上的牲畜上管理、在全地上管

理、在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上管理。  

 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在這一切的上面，不受這一切的控制，

但海嘯一來，地上的東西全被洪水淹沒、遮蓋和控制，不單南亞

海嘯、日本海嘯如此，金融海嘯也是這樣。那些被海嘯淹沒的

人，是因為他們過著邊緣的生活，沒有活在高處。神要我們一直

過超脫的生活，天天活在人、事、物、環境的上面，如此我們才

是真正預備主來的人。  

 神所造的人是有包容性的，包括時間的延續和空間的擴展，使

每一世代的人都體會時間的緊迫，知道時不我待，因而責無旁

貸，積極把握時機來服事這一世代的人。沒有人知道主何時回

來，所以我們必須把握今天的機會，活在所有環境的上面，要支

配、控制環境，而不是在環境之下被淹沒、吞滅。  

 神已經藉著天然海嘯和金融海嘯，警告我們不要靠近邊緣，要

抓緊時間作我們該作的，不要等到下一代的人來作。讓我們都把

握時機來服事這一世代的人，就如大衛那樣：「大衛按神的旨意

服事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徒十三 36)這是聖經對大衛一

生的評價，是最高的墓誌銘，說出大衛是真正知道神旨意的人。

我們要用這樣的話彼此勉勵，不要說：「只有摩西、大衛、彼得

才做得到，我做不到。」創世記一章 26 節的「他們」不是指某些

屬靈偉人，乃是指所有神所創造的人，是有包容性的；「他們」

就是彼得後書三章 8節的「你們」，同樣有包容性。神的旨意是

有包容性的，今天按著神旨意服事這世代的人也是有包容性的。  

 路加福音說到主耶穌第一次來到世間，帶進新約時代，那些為

他預備道路、積極等候迎接他的人，如馬利亞、施浸約翰、西

面、亞拿等，雖然背景不同，卻都在完成神旨意上有積極的配合

和參與，換句話說，不單是祭司階級才有分神的旨意，這說出了

全體事奉的原則。同樣，當主耶穌第二次來的時候，需要有人明

白並配合神的旨意，迎接主的再來。  

拿細耳人的願 

 神對時間有他自己的看法，讓我們一同來看神在時間裡，怎樣

使所有被造的人配合他的旨意：起初神造人，是要人住在地上與

他的旨意配合，來彰顯他、代表他，不受其他事物的控制和影

響。後來撒但引誘人墮落，人就一直背叛神，甚至神要用洪水審

判世界，卻保留了挪亞一家，在地上有新的開始。以後神揀選亞

伯拉罕，應許萬國要因他得福。及至亞伯拉罕的第四代，全家寄

居埃及，其後代在當地為奴，不能為著神的旨意而活，但神沒有

改變他的旨意，於是領以色列人從埃及出來，要他們成為祭司的

國度，在美地來彰顯他、代表他。  

 當摩西在西乃山上領受神的律法，以色列人就在山下拜金牛

犢，他們如此得罪神，所以祭司的職分就歸給利未支派。神造人

的計劃好像不能實現，但神沒有因人一再失敗而放棄他原初的旨

意，反而在民數記六章 1-4節設立了拿細耳人的願：無論男女，即

所有神造的人，就是創世記一章的「他們」，若是願意放棄世界

的享受，都可以來事奉神，如此就回到神造人的目的，為全體事

奉、全民皆祭司的恢復埋下了伏筆。  

 施浸約翰生於祭司家庭，但聖經說他清酒濃酒都不喝，從母腹

裡就被聖靈充滿(路一 15)。換言之，他是從祭司特權階級的局限

裡突破出來，進到擴大的拿細耳人的生活；其他被主使用、預備

主來的人，都是活在拿細耳人的原則裡，所以神造人的目的沒有

改變。清酒濃酒都不喝，表示不活在時代潮流之下被淹沒，而是

活在時代洪流之上不受其控制，過超脫的生活。現今太多人沉醉

在這時代的享樂中，所以不明白神的旨意(弗五 16-18)，我們卻要

活在這些事之上，被聖靈充滿，過拿細耳人的生活，這樣就是為

著神的旨意而活。 

效法主的榜樣 

 路加福音讓我們看到主耶穌是真正拿細耳人的榜樣：他被聖靈

充滿，聖靈也從他漫溢；他來到世上如同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

我們，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裡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

上(路一 78-79)。我們是以主耶穌為榜樣，預備迎接他的再來。  

 在這千年的頭十年有許多特大的天災人禍，叫人很憂慮，擔心

更壞的事情陸續有來，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為是(路七 35)。我們

應該是智慧之子，明白神的旨意，認識神對時間的看法，是因著

神對人的憐憫和寬容，如此就不會被一些表面現象所影響。主來

的日子近了，我們不是獨善其身，只盼望災難不要臨到自己，乃

是讓主擴大我們，看見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不是耽延，而是寬

容，因他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三 9)。  

 在香港有成千上萬的人需要福音，還有許多基督徒在時代洪流

中被淹沒，他們都沒有看見神造人的目的，神就要我們在這時代

為他的旨意而活，按著他的旨意服事這世代的人。讓我們趁著還

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不要作心剛硬的人，要活在主面前有信

心，願意把這好消息帶給別人，願我們都作智慧之子、光明之

子。  

 當我們效法主耶穌的榜樣，為著神的旨意而活，就不會作一個

咒詛黑暗的人，卻是在聖靈的充滿中點起燈帶來亮光的人，也不

作一個怨天尤人，埋怨不幸、天災人禍、烽火連年、缺少太平的

人。真正拿細耳人就是離俗歸主的人，任何人事物都不能摸著

他，如此就能常常喜樂，不住禱告，凡事謝恩，即使在動盪不定

的時代中，仍能在主裡安然篤定地將神的旨意服事給世上的人，

這是教會在這世代的使命與託付。  

總結 

 願我們都認識神對時間的看法，也體會神的心腸。神看一日如

千年，千年如一日，因為他的心滿了愛、憐憫和寬容，他要等到

最後一個人悔改。神的心是寬大的，他造人有他的旨意，這旨意

一直沒有改變。神的旨意顯於他對時間的看法，特別在這關鍵時

候，給我們有特別的憐憫，讓我們看見他的旨意。願主恩待我

們，叫我們都主動擺上，積極投入，與主配合，按神的旨意服事

這世代的人。──香港教會特別聚會摘錄，朱永毅弟兄講。  

【心靈加油站】等待潮水回漲 
「你們當聽從我的話，我就作你們的神，你們也做我的子民。」

（耶七23） 

  有一天我父親的小船出了事，這次的經驗我永生難忘。當時我

們在沙堆上急得東奔西跑，找不出使船重入水路的法子。 

  最糟糕的，是正值落潮之時，也就是說我們耽擱愈久，困難也

就愈大，難以解決。但是我父親卻置身度外，一付若無其事的模

樣。我忍耐不住便問他道：「您難道一點兒都不擔心？」 

  「我在等待潮水再漲回來。」他說：「到了那時候，自會有好

結果。」 

  很多屬靈的問題，我都無法作答。但有一點，我相信神節制著

靈的潮汐，我相信祂在等待那些自願聽從祂聖靈的人，正如我的

父親說：「到了那時候，自會有好的結果。」  

 「當我在轉彎時，可能忽然遇見了主，所以要等候主。我們是

屬天的呼召，沒有一樣是長久的，沒有一樣是有時間性的。我

一歸主，就是一個等候主再來的人。」──和受恩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