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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 年 2/5~2/11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詩歌見證聚會                  10:50-12:15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王麗斌弟兄家 

愛筵特別交通聚會 
週六晚上 6:30-9:30 PM     

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一) 週六晚上愛筵特別交通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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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五日 

讀經 出二十八~二十九；太二十四 29-51 

鑰節 「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

到。」(太廿四 42) 

禱告 親愛的主，幫助我們在每一方面都作好預備，認真對待你

再來的信息，并以此調正我們的人生觀，價值觀，使我們

忠於管家的託付。 

詩歌 我王必定快要再臨- YouTube 

二月六日 

讀經 出三十~三十一；太二十五 1-30 

鑰節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

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

人的快樂。』」【太廿五 21】 

禱告 親愛的主，幫助我們常警醒，天天被聖靈充滿。靠你量給

我們的恩典與恩賜服事人、服事你。使我們帶著歡歡喜喜

的心迎接你的再來，以致最後可以享受你的快樂。 

詩歌 會否祂來正逢我們儆醒  

二月七日 

讀經 出三十二～三十三；太二十五 31-46 

鑰節 「王要回答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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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廿五 40】 

禱告 親愛的主，幫助我們操練與你聯合，在愛中服事每一個

人，從對別人的愛中反映出你的愛，使你得著榮耀。 

詩歌 哦,我要像你_土豆网视频赞美诗歌  

二月八日 

讀經 出三十四～三十五；太二十六 1-30 

鑰節 「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極貴的香膏來，趁耶穌坐席的

時候，澆在祂的頭上。」【太廿六 7】 

禱告 親愛的主，讓我寶貴你超過寶貴一切，且能抓住機會，為

你擺上一切。 

詩歌 你的靈豈非已見祂過 YouTube  

二月九日 

讀經 出三十六～三十八；太二十六 31-56 

鑰節 「祂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我父阿，倘若可

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

的意思。』」(太廿六 39)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不知道在你的旨意中，今生會經歷多少苦

難，但求你幫助我們，能与你一同说『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詩歌 我有一位奇妙救主 YouTube  

二月十日 

讀經 出三十九～四十；太二十六 57-75 

鑰節 「彼得想起耶穌所說的話：『雞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認

我。』他就出去痛哭。」【太廿六 75】 

禱告 親愛的主，你知道我們的軟弱，在我們幾乎跌倒的時刻，

求你叫我們向你倚靠，受你扶持。謝謝你，你要帶我們從

黑暗走向光明，從失敗轉為得勝。 

詩歌 你的靈豈非已見祂過 YouTube 

二月十一日 

讀經 利一～三；太二十七 1-26 

鑰節 「耶穌站在巡撫面前，巡撫問他說：“你是猶太人的王

嗎？”耶穌說：“你說的是。” 」【太二十七 11】 

禱告 主啊，我們願把自己交給你，求你對付我們心中──像宗

教領袖的「仇狠」、「嫉妒」；像猶大的「貪心」；像彼

拉多的「不負責任」、「不公義」；像群眾的「盲目」；

像兵丁的「無知」。 

詩歌 憐憫慈愛寬恕 YouTube  

【家訊信息】神所命定的福 

詩篇一三三篇3節題到神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這與我

們所想的福是不同的。人所想的福是屬地的，而神的祝福是屬天

的，這才是真正的祝福。神的生命是永遠的生命，所以從神而來

的祝福是生命的供應，就是聖靈的湧流，願我們都羡慕這樣的祝

福。  

和睦同居 何等美善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1節)這不單

指當時的以色列民，更是預言將來信主的人彼此稱為弟兄，都是

神的兒女，是神家裡的弟兄姊妹。當我們和睦同居，在主名裡聚

集，神的心是何等喜悅！故此，我們應重視主日聚會，這不是個

人得失的問題，乃是叫神的心滿足、喜悅，得著榮耀。「看哪」

說出神非常欣賞他的傑作。今天地上國攻打國，民攻打民，滿了

戰爭和紛爭，完全沒有和睦可言，但當神看到在基督耶穌裡的眾

聖徒和睦同居，這就叫神得榮耀。世人的眼目只注重名利和成

就，但神看重的是基督的身體—教會；神的眼目看顧他的家，他

的心在教會中。當眾聖徒和睦同居，神就說：「看哪！」神何等

喜悅、欣賞教會同心、合一的見證。願我們今天從地上的一切事

物轉向神的心意，就是弟兄和睦同居。「和睦」說出彼此扶持、

相愛、包容、寬恕、代禱，在神的家中雖有很多不同的人，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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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7P5uzKhms
http://www.gospel-news.org/midi/hymnary155.htm
http://www.google.com/url?sa=t&rct=j&q=%E5%93%A6%EF%BC%8C%E6%88%91%E8%A6%81%E5%83%8F%E4%BD%A0&source=video&cd=1&sqi=2&ved=0CDoQtwIwAA&url=http%3A%2F%2Fwww.tudou.com%2Fprograms%2Fview%2FnTnbC8E-Koo%2F&ei=vtcYT879Eerl0gG76428Cw&usg=AFQjCNG3NwIRX8BATSeJ5NdfzHa7YMLZbQ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7l1eYF_pX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6VetmFRnTuk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7l1eYF_pX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wzPWobCMK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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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為奴的、自主的，有文化的、沒有文化的，在基督耶穌裡都

成為一了。  

今天我們在神的家中和睦同居，是神所看重的，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善」的原文是「好」。人墮落後，神極其憂傷，便

藉著基督耶穌的救贖得著新造的人；當新造的人和睦同居，神就

看為何等的好。「何等的美」說出和睦同居是一件美事，正如馬

利亞在主受死前，打破玉瓶，將極貴的香膏澆在主頭上，主就說

這是一件美事，可見所有愛主的人、為主傾倒的人，都被主稱

讚，視為美事。我們眾人如同一人都來愛主，神就看為何等的

美。和睦同居是愛的故事，當我們愛神，就很容易放下自己、與

人配搭，好像五旬節門徒得救後都火熱愛主，並且凡物公用、彼

此相顧。主在受死之前，特別為門徒禱告，三番四次求父神使他

們合而為一(約十七11、21-23)，可見主實在看重和睦同居合一的

見證。  

膏油澆灌 聖靈充滿 

「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

衣襟。」(2節)亞倫是大祭司，當他就職時，就有貴重的聖膏油澆

在他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即流到他的全身。聖膏

油預表聖靈，亞倫預表基督，基督是受膏者的意思，領受神的膏

抹。這個比喻預表耶穌基督復活升天，將聖靈澆灌在教會中，從

元首流到身體。我們個人需要追求被聖靈充滿，同時更需要看

見，聖靈要充滿基督的身體—教會，正如五旬節福音開展時，教

會被建立，聖靈就充滿在其中，每一次聚會都被聖靈充滿。今天

我們一同聚會，唱詩讚美時就被聖靈充滿；聚會完了，雖然擔子

仍在，但恩典加多了，結果勝過軟弱，因被聖靈充滿。此外，當

眾聖徒一同傳福音，眾人如同一人，聖靈就大大充滿。  

鬍鬚最接近臉面，預表聖靈首先充滿一班事奉的人、帶領的

人、禱告仰望的人，然後流到基督身體上的每一個肢體，「衣

襟」預表軟弱和微小的肢體。聖靈的充滿，總是首先臨到最接近

神的人，再臨到每一個肢體。我們在教會中越多事奉神，越多同

心禱告，就會先被聖靈充滿，在事奉中祝福便臨到基督身體上的

每個肢體。哥林多教會雖然口才、道理知識都全備，但沒有生命

的祝福，因為彼此分門別類。非拉鐵非教會的口才、知識雖不及

哥林多教會，但他們彼此相愛時，主就祝福他們，給他們一個敞

開的門，聖靈大大充滿他們。我們甚麼時候同心合意，聖靈的水

流就湧流；甚麼時候分門別類，就流失了生命的祝福。  

天降甘霖 祝福滿溢 

「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裡有耶和華所命定

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3節)當我們同心合意、彼此相愛，人

如同一人，不單有聖靈的膏油從元首基督流到身體上每個肢體，

同時還有黑門山上的甘露降在錫安山。黑門預表天上，甘露預表

聖靈，錫安山預表教會，這個比喻說出生命的祝福—聖靈的充

滿，要藉著弟兄和睦同居臨到教會，天上祝福的甘霖一直供應教

會，顯出生命之福、生產乳養之福和結果子之福。當教會同心合

意、和睦同居，神便喜悅、稱讚、滿足且得榮耀，眾聖徒也滿

足、得著復興、飽嘗生命之福，全教會都得著供應。當聖靈充滿

神的家，大家彼此相愛相顧，連軟弱的都得著復興，願我們都羡

慕這樣的福分。  

放下自己 投入身體 

我們如何能夠和睦同居？在神的家中，我們的身分是弟兄姊

妹，都是神的兒女，所以不要將社會上的身分和地位帶進教會，

如此才能彼此相愛。此外，「居」是住的意思，我們並非過路

客，乃是住在神的家中，應該對這家有歸屬感。「這樣，你們不

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裡的人了。」(弗二19)我

們來到神的家中，不要感到陌生，應主動關心、照顧別人，因大

家都是神家裡的親人。  

在和睦同居的生活中，我們要學習捨己，放下自己的意思，接

受十字架的破碎。我們天然的生命總是保護自己、我行我素、自

我中心，但在聚會中當我們放下自己的感覺，一同以靈以真敬拜

神，人人傾倒，神就得著榮耀。教會生活實在需要捨己，服事配

搭也是如此，因神看重的不是方法的好與壞，乃是眾人同心配

搭，顯出愛的光景。教會的建造與捨己、十字架的破碎很有關

係，當我們肯放下自己，投入基督的身體，持守合一的見證，就

經歷生命之福，被聖靈充滿。今天世界充滿不和諧，但所有聖

徒，不分年齡、性別、階級、地位、學識、國籍、膚色，都在基

督耶穌的一裡面。一切舊造都被十字架了結，我們都活在新造

裡，在神的家中同被建造。  

以弗所書四章1-3節教導我們要學習凡事謙卑、溫柔、忍耐，不

要動怒，因怒氣不能得神的喜悅。雖在神的家中難免有磨擦，但

要彼此用愛心無條件、無數次地寬容，互相饒恕、接納，用和平

彼此聯絡，這就是神所要的見證，如此神的祝福就傾倒下來。當

我們一信主，聖靈就賜給我們合一的心，叫我們不會與人相爭，

反而與人和好。若我們沒有活在生命裡，就會產生許多不合一的

光景，所以我們要竭力保守聖靈所賜的一，一同承受生命之福—

聖膏油傾倒下來，黑門的甘露澆灌在神的家中，所有的人都蒙

福，願主恩待我們。  －－香港教會家訊 

【心靈加油站】助人 

「嚮導」雜誌曾報導過一則一個人在山裡遇難的故事。 

這人意外的遭遇風暴風雪迷失了方向，由於他的穿著裝備均無

法抵擋風雪，他必須立刻找到避風雪的地方，否則就會凍死。他

不斷找尋，但徒勞無功，他的手腳開始僵硬，他知道自己時間不

多了。 

 後來他遇到了一個和他遭遇相同的人，幾乎凍死在路邊。他必

須下決定繼續尋找求生機會？還是幫助另一個倒在雪中的人？ 

他立刻脫下了濕手套，跪在那人身邊按摩他的手腳，那人開始

有了反應後來兩人合力找到了避難處。 

之後，別人告訴故事中的主角，他救人其實是救了自己，他自

己手腳的僵硬麻木，因為替對方按摩而消失。 

我一天比一天更體會到，要達到人生高峰，最保險的辦法，就

是藉著幫助它人達到人生高峰。 
【珠璣語錄】祝福 

 God is more anxious to bestow His blessings on us than we are to 

receive them. —Augustine of Hippo  

神要賜福給我們的心，比我們想得到祝福的心更迫切。 

 Resolve to meditate on the word of God and obey it. He will 

make you a blessing to others. —Warren Wiersbe  

立志默想神的話並且順服，神就必使你成為他人的祝福。 

 There is as much joy in the heart of God when He forgives, as 

there is in the heart of the sinner when he is forgiven. God is as 

blessed in giving as we are in receiving. —Charles Spurgeon  

神饒恕人時的喜樂，不亞於罪人被赦免時的喜樂。在給予和接

受時，神人都同得祝福。 

 Bless God for your afflictions, and your afflictions will be your 

greatest blessings. —Charles Spurgeon  

為你的苦難讚美神，你的苦難便成為你最大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