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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年 2/26~3/3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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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育明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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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下午 4:00-8:0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一、 3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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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讀經】天天讀經、背經、禱告、唱詩 

二月二十六日 

讀經 民三至四; 可八:27至九:8 

鑰節 「於是叫眾人和門徒來，對他們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

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可八 34】 

禱告 親愛的主，開我的眼，讓我們更深地認識你；以你的榮耀吸

引我們，使我們甘心的背十字架來跟隨你。 

詩歌 主愛長闊高深 YouTube  

二月二十七日 

讀經 民五至六; 可九:9-32 

鑰節 耶穌對他說：「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可九

23）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賜給我們活的信心，好讓我們能彰顯你的能

力，使你得榮耀，使人得釋放。 

詩歌 耶穌！我愛這名- YouTube  

二月二十八日 

讀經 民七至八; 可九:33-50 

鑰節 「鹽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甚麼叫它再鹹呢？你們裏頭

應當有鹽，彼此和睦。」【可九 50】 

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求主幫助我們這些「鹽」，真的永遠有味

道，永遠彼此接納，彼此欣賞，彼此和睦。 

詩歌 弟兄和睦同居- YouTube  

二月二十九日 

讀經 民九至十；可 十: 1-22 

鑰節 「耶穌看著他，就愛他，對他說：『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

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

我。』」【可十 21】 

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求你更深的得著我們，使我們將一切全獻給

你，一生跟從你，為你而活。 

詩歌 當人棄絕地的賄賂 ，前來為神而活-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一日 

讀經 民十一至十二； 可十：23-52 

鑰節 「耶穌說：『要我為你作甚麼？』瞎子說：『拉波尼(拉波尼

就是夫子)，我要能看見。』」【可十 51】 

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求你今天也開我信心的眼睛，使我無論在

任何環境中，都信靠你、跟從你，使你得榮耀、使人得建

立、使我得喜樂。阿門！ 

詩歌 你的靈豈非已見祂過 YouTube  

三月二日 

讀經 民十三至十四； 可十一 

鑰節 「若有人對你們說：『為甚麼作這事？』你們就說：『主

要用牠。』那人必立時讓你們牽來】【可十一 3】 

禱告 主啊，求你使用我，讓我的生命能活出你謙卑、溫柔、和

平的樣式。 

詩歌 恩主，我愛你-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三日 

讀經 民十五至十六； 可十二：1-17 

鑰節 「耶穌說：『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

他們就很希奇祂。」【可十二 17】 

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求你使我更相信你！更歸給你！更認識

你！ 

詩歌 一切全獻上 YouTube  

【家訊信息】身體得贖 

我如今把一件奧祕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

改變。(林前十五 51)  

 從亞當犯罪以來，人就不住的墮落，而且墮落得非常之深。我

們讚美神的救恩，不但博大而且精深，能把我們從極深之處，拯

救到最高也最榮耀的地步。 

全備的救恩 

 這救恩又是全備的救恩，不但拯救我們的靈，又拯救我們的

魂，還能拯救我們的身體，使靈魂體三部分都蒙到拯救，所以稱

為全備的救恩。 

 但是救恩在拯救我們人的三部分上，不是一次完成，乃是在不

同時間、不同步驟中分別完成的。我們的靈是當我們接受基督的

時候，因生命活了過來，聖靈又加到我們的靈裡，我們的靈就被

重生，就被改變，救恩在靈上一次完成。 

 對於我們的魂，救恩並非一次完成。我們的魂墮落得太黑暗、

太堅硬，因此救恩在我們的魂上，要工作一生之久。我們魂的各

部分，如我們的心思、情感、意志，都要天天接受救恩，方能逐

漸改變，顯出救恩的果效。救恩拯救靈是一霎時，但拯救魂，卻

需要漫長的時間──卑鄙變成高尚，昏暗變成透明，使我們像神。 

 至於我們的身體，救恩也有拯救，但不在今天，也不在今生。

拯救我們身體的救恩，也是出於基督復活大能，但是執行的時間

不在現在，乃是在主二次來臨的時候。所以救恩對於我們的靈魂

體，是分在三個不同的時候，和三個不同的步驟。 

 我們的身體蒙受救恩，聖經稱為身體得贖，因為屬於蒙救贖一

類。但是這裡說的身體，不是指肉體，肉體是指罪與我們的身體

結合，叫我們行出種種污穢罪惡的事，已經在十字架上解決了

的。我們只要憑靈而行，肉體就無能為力。說到身體，就是我們

魂的寄託之處，是血肉構成的，不涉及罪惡。 

身體的軟弱 

 我們的身體原是由泥土造成的，因著神吹的生命之氣，所以是

活的。若是人未墮落，死也不會臨到。但是人犯罪、墮落，所以

死臨到人，人的身體也就被死逐漸吞噬，死後仍舊化為塵土。墮

落在人身體上的表現，就是老、衰，最後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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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cfBmnZe-Q&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s_hyrGwBnk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XeH5HJuVos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or%20Him%20Only.htm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vWdJ0BpGaI&feature=results_main&playnext=1&list=PLDBA81EA2C5E3747C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MY%20Jesus%20I%20love%20Theea.htm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jULzQC7lIo&feature=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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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在老與死之前，還會生病。病先叫身體軟弱，軟弱達到極點

就是死。身體一出生，就開始邁向死，這是個定律，沒有人能脫

開，而在死後，身體即歸回泥土。 

 人的魂和人的身體，關係非常密切。人身體上有許多疾病，原因

是魂先有毛病。人越是墮落，魂越有毛病，身體也受影響而生病。

現代的醫生，發現許多身體的病是從心理的病產生的，不醫好心理

的病，也醫不好身體的病。然而人類日見墮落，社會日見複雜，人

的心理不是病態便是畸形，身體的病就更多、更難醫。人的心理即

是人的魂，魂若得救，連許多身體的病也得醫治。 

 例如人的胃與十二指腸，自動分泌酸液鹼液，自動調節，消化食

物，原本很健全。即使你偶然食多食少，也無太大關係。但是社會

關係複雜，環境和遭遇常有艱難，人就憂愁掛慮。人一長期憂慮，

胃與腸的分泌就失去調節，先是消化不良，繼之腸胃被自己的酸鹼

浸蝕，輕則潰瘍，重則出血穿孔以至死亡。非常明顯，人的魂影響

人的身體。 

 其他如高血壓、心臟病、失眠症，大部分原因都是從魂的毛病出

來的。有許多基督徒，原本身體上有好多疾病，但在得救之後，因

著魂得到救恩蒙到拯救，不久之後，連身體的疾病，也得到痊愈。 

我們的身體雖然脆弱，雖然短暫，但是仍然被神看重。神不輕看

的，我們也不當輕看，也應當好好加以保護。而且我們的魂還要以

身體為發表，身體若不健康，魂也受限制。神也叫我們保養顧惜、

鍛煉、保重身體。有些基督徒太過極端，他們把身體看成卑賤，虐

待自己的身體，叫它飢餓、寒冷、受作賤，以為這樣就更屬靈，這

並非聖經真理。身體雖然要毀壞，但是神要使用它，要它盛裝你的

靈與魂，現在要以你的身體為殿，在裡面居住。你要保重你的身

體，不要妨害神的安寧。 

身體的變化 

 現在我們來看身體如何得贖。哥林多前書十五章告訴我們，我們

身體得贖是要到主再來的時候。這是主定規好的時間，我們不要心

急，他復活大能彰顯在我們身體上，乃是在他二次再臨的時候。因

此我們雖然看見身體一天一天的衰殘，但是救恩在我們裡面作我們

的盼望，叫我們不但不害怕，反而盼望主的再來。我們因有這救

恩，就不怕殺害身體的，就是必須為主殉道，也不懼怕，因為他們

只能殺身體，不能殺靈魂。 

 當主耶穌二次降臨的時候，乃是大有榮耀大有權能，帶著眾天使

駕雲降臨。在那時，若是我們的身體已進入墳墓，必首先復活，那

些活著見主來的人，身體也必改變。無論復活的或改變的，身體都

蒙到完全的救贖。必朽壞的，變作不朽壞的;羞辱的，變作榮耀

的；軟弱的，變作強壯的;血氣的，成為靈性的;屬土的，成為屬天

的。死也都被生命吞滅，不再有死，成為一個榮耀的身體。救恩真

是浩大，不但拯救我們的靈，也拯救魂，最後又拯救身體。靈、

魂、體都蒙拯救，完全榮耀，與神的榮耀相同，也進入神的榮耀

中。――真理號聲 

【哥林多前書第十六章】愛心的囑咐 
摘要：哥林多前書的最後一章是保羅愛心的囑咐，因為在十六章裡

一開頭就講到愛心的捐獻。接著敍述保羅是怎樣關切哥林多聖徒。

然後，保羅呼召他們作主工要憑「愛心」而作，並警告他們，若有

人不「愛」主，實在可詛可咒。最後，他的祝福語是「我在基督耶

穌裏的愛。」所以全章從頭至尾是以愛為中心主題。哥林多教會問

題重重，但保羅憑神無限的愛，造就、安慰、勸勉，並責備他們。 

保羅對哥林多聖徒的愛心和他的同工關注，可透過他在本章所提

名的名單而流露出來。這名單包括了提摩太，亞波羅，司提反一 

家，福徒拿都，亞該古，亞居拉，百基拉。哥林多前書給我們的

教導是：愛的職事能建造教會，使教會合一，遠較大有恩賜和有

名聲的人更為重要。本章分為四大段落。 

一. 愛心的捐獻(1~4節) ―― 教會彼此相助，共度時艱。無論那

有需要，我們是否善用金錢，以財物獻給神、供給人？ 

二. 預告行程(5~9節) ――雖有反對，但有寬大又有功效的福音

門己打開。無論往那裏去，我們是否善用機會，竭力多作主

工？ 

三. 親切的囑咐 (10~18節)――凡所做的都要憑愛心而做，並順

服一切同工同勞的人。無論那個服事聖徒的工人，我們是否

敬重？ 

四. 問安與祝福 (19~24節) ―― 要用聖潔的吻彼此問安。無論

那個聖徒，我們是否愛心關注？ 

鑰節：「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詛可咒，主必要來。」【林前

十六 22】 

感想：保羅在這裡很嚴肅地警告，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詛

可咒』。『可詛可咒（Anathema）』這個希臘字在新約聖經裡

並不多見，總共出現了六次(徒 23:14，羅 9:3，林前 12:3，林前 

16:22 ，加 1:8，加 1:9)。這裡不是指真正的咒詛之言，原文意

為『被棄在一邊』。它道出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一個人若不

愛主，這人是無可救藥，無所指望，他的一生都活在咒詛之

下，而他的結局必然是被定罪。然而這裡的『愛』是指屬人

的、友誼的、平凡的、不全的愛。保羅並不是說愛未能達到像

基督那樣愛我們的程度，而是說人對基督的愛，沒有一點情

感。然而愛主是任何基督徒絕不可少的。試想世上不知有多少

父母，因為兒女辜負了他們的愛而傷心，愛人因為失戀而心

碎。主對我們的愛，乃是愛『到底』(約十三 1)的愛， 祂無條件

的犧牲了一切，並且為我們捨命流血，拯救了我們。試想主若

看到我們因貪戀肉體、世界上的事，向祂變心，而不再愛祂，

那麼祂的心會是多麼地難過。所以若有人不愛主，這樣人是否

可詛可咒呢？ 

接著下一句，『主必要來』是亞蘭文。它的原文是兩個亞蘭

字，「Maran」和「Atha」。「Maran」是指主。「Atha」是一

個動詞，是『將要來』的一部分。這兩個字如果分開讀 maran 

atha，意思就是我們的主已降臨！如果連在一起讀 maranatha，

意思是主必要來！『主必要來』是出自保羅內心深處的偉大呼

喊，顯示他确實相信主已經來到，祂正在來，而且祂必將要

來。主啊，願我們像保羅一樣，盼望你快回來！ 

默想：讀畢哥林多前書，深願我們以無比的愛心、信心和盼

望，委身於主的教會。 

禱告：主啊，我們願意更多愛你，更多愛你的教會 

讀完哥林多前書，你是否能掌握這些問題及其答案？ 

一. 這封信的主題是什麼？  

二. 是什麼原因導致哥林多教會出現分爭呢？（一 10~17）  

三. 擘餅聚會的中心意義是什麼呢？；我們赴會時該有的態度是

什麼呢？（十一 17~34）  

四. 試將保羅在第十二章所提到的不同恩賜與職事列舉出來。神

將這些恩賜和職事賜給人，目的是為了什麼呢？  

五. 在教會中何以愛是最重要的呢？（十三 1~3）愛的內容是什

麼呢？（十三 4~7）；愛的超越性又是什麼呢？（十三 8～

13） 

六. 對基督徒來說，死人復活的意義是什麼呢？（十五 12～

19）；基督的復活有那些影響深遠的後果？（十五 2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