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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年 3/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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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宪明弟兄家 

福音愛筵聚會 
週六晚上 6:30-9:30 PM     

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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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四日 

讀經 民十七～十九；可十二 18-44 

鑰節 「耶穌叫門徒來，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投入庫

裏的，比眾人所投的更多；」【可十二 43】 

禱告 親愛的主，讓我看到我愛你的心到了甚麼地步；主阿！讓我

能愛你更深。 

詩歌 是否將一切獻上- YouTube  

 三月五日 

讀經 民二十～二十一；可十三 

鑰節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也是對眾人說，要儆醒！」【可十三

37】 

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你已經給我們一個很明確的提醒，求你帶領

我們餘下的日子，謹慎地面對各樣的環境，也在各樣的環境

中時刻儆醒，使我們能預備迎見你再來。禱告感謝，奉主的

名，阿門 

詩歌 我王必定快要再臨-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六日 

讀經 民二十二～二十三；可十四 1-26 

鑰節 「耶穌說：『由她罷；為甚麼難為她呢？她在我身上作的是

一件美事。」【可十四 6】 

禱告 親愛的主，我願抓住時機，盡我所能的，傾倒一切為你。 

詩歌 祂的臉面，祂的天使常看見-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七日 

讀經 民二十四～二十五；可十四 27-52 

鑰節 「有一個少年人，赤身披著一塊麻布，跟隨耶穌，眾人就捉

拿他。」（可十四 51） 

禱告 主阿！幫助我們靠著你的恩典和能力，作你的真門徒，專心

一致地愛你和跟從你。 

詩歌 我們雖然時常搖動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八日 

讀經 民二十六～二十七；可十四：53-72 

鑰節 「耶穌說：『我是；你們必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

邊，駕著天上的雲降臨。』【可十四 62】 

禱告 親愛的主阿！你是基督，是神的兒子，是那位將要再來的君

王，審判全地的主。讓我們在你面前再次俯伏敬拜你！ 

詩歌 我有一位奇妙救主-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九日 

讀經 民二十八～二十九；可十五 1-20 

重點 節期獻祭的條例(民二十八)；七月裏的節期(民二十九) ；主被

審問和被戲弄 (可十五 1-20) 。 

鑰節 「戲弄完了，就給祂脫了紫袍，仍穿上祂自己的衣服，帶祂

出去，要釘十字架。」【可十五 20】 

禱告 主啊，你為我死，我願意為你而活！ 

詩歌 從前那戴荊棘的頭-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十日 

讀經 民三十～三十一；可十五 21-47 

鑰節 「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可十五 38】 

禱告 主耶穌，你為我們捨了自己，在這新的一天，我們也再次將

自己獻給您。 

詩歌 我每靜念那十字架- churchinmarlboro.org  

【家訊信息】學習更多的看主 
到了林前最後的一章，重大的事已經交通完了，剩下一些比較

零碎的事，也可以說是神家裏的家常事，雖然是家常事，卻是貫串

著身體的見證和教會生活的原則。事情雖小，原則卻十分的重要。 

供給有缺乏的聖徒 

『論到為聖徒捐錢，我從前怎樣吩咐加拉太的眾教會，你們也

當怎樣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各人要照自己的進項抽出來留著。

免得我來的時候現湊。』（1～2節）在哥林多的教會所供給的不是

本地的聖徒，而是遠在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他們從沒有見過面，

但是知道了在耶路撒冷的肢體遭遇到飢荒的威脅，他們就有了負擔

去幫助在遠方有缺乏的肢體。教會是地方性的，但教會又有超越地

方的屬靈聯繫，這一個生命的聯繫叫神的兒女成了一個身體，彼此

作肢體。『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

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沒有因著地域的分隔，也沒有因

為素未謀面，因而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相反的，卻把弟兄們的難

處擔起來作為自己的事一樣。這就是身體的見證的一方面。 

在供給有缺乏的聖徒一事上，聖靈給我們指出了我們生活在身

體裏的態度。神的兒女不是把自己的剩餘財物去幫助弟兄，而是把

弟兄放在自己的前面。在處理財物的功課上，神要求我們嚴重的對

付自己，不以自己作中心。『弟兄們，我把神賜給馬其頓眾教會的

恩告訴你們。就是他們在患難中受大試煉的時候，仍有滿足的快

樂，在極窮之間，還格外顯出他們樂捐的厚恩。我可以證明他們是

按著力量，而且也過了力量，自己甘心樂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們

准他們在這供給聖徒的恩情上有分。並且他們所作的，不但照我們

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獻給主，又歸附了我們。』

（林後八章 1～5節）使徒們按著神安排的環境帶領各地的教會，

一同學習活在身體的見證中，馬其頓的教會摸準了道路，他們在供

給聖徒的學習上領會了他們是屬主的人，先把自己獻給主，再照主

的心意拿出財物，不是照自己的意思來定規財物的奉獻，而是照聖

靈的感動把財物獻出來。保羅提醒哥林多人要在進項中先抽出作奉

獻的部分，分別出來獻給主。雖然使用財物的是弟兄，但在心意上

是奉獻給主的，這是一個具體的生活操練，確定了準確的次序，先 

是主，其次是弟兄，末後才是自己。這次序是和人的天然性格相反

的，正因為是相反，我們才會領受什麼是主的權柄，什麼是順服，

這樣我們才能真正的學到屬靈的功課。 

尊重主的選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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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J1gZQUDhs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My%20King%20Will%20soon%20come%20back%20again.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37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95.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124.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watts%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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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的家中有一個普遍的毛病，就是不大尊重神所用的年青的工

人，用屬世的眼光來看他們，甚至是用長輩的身分去對待他們。我

不說年青的工人沒有犯錯誤，但是誰不犯過錯誤呢？我們都是在錯

誤中被主糾正過來而進向老練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年青的工人

的生命不成熟，屬靈經驗不夠深穩，訊息的供應也不夠豐富。但一

個工人從膚淺進到老練是要經過年日的累積的，我們有一個正確的 

態度看年青的工人，也就是在主的工作上作好我們該作的一分。

『若是提摩太來到，你們要留心，叫他在你們那裏沒有懼怕，因為

他勞力作主的工，像我一樣。所以無論誰，都不可藐視他，只要送

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這裏來。』（10～11節） 

聖靈在這裏指出了一點人所忽略的事，年青的工人雖是年青，也

不夠成熟，但他作主的工人不是由於他自己，而是由於主的選召。

主選上了他，就是說明了主看他在主的工作上有用處；主既看他有

用處，主也實在的使用了他，我們是誰？竟敢不尊重主的選召呢？

我們必須要看到，假以時日，他們在主裏成長過來，他們就會是主

手中合用的器皿，也是主的貴重的器皿。對於那些不是由於主的選

召而是出自自己的熱心而作工人的，那是另一個問題，我在這裏不

去說他們。但我們要急切留心的，要學習越過外面而看主的選召和

使用，尊重主的選召。對年長的工人，我們在主裏敬重他們；對年

青的工人，我們也一樣的在主裏敬重他們，因為他們是主所看中而

選上的。我們該在愛心上給他們更多的鼓勵和扶持，讓他們快快的

給主得著，作祂手中合用的器皿。 

不沾染弟兄的愚昧 

要活在見證裏，就必須站穩在主的話裏，不能對人與環境有所

遷就，更不允許有人的天然生命摻雜在其中。『我要從馬其頓經

過，既經過了，就要到你們那裏去，或者和你們同住幾時，或者也

過冬。無論我往那裏去，你們就給我送行。我如今不願意路過見你

們，主若許我，我就指望和你們同住幾時。』（5～7節）保羅和在

哥林多的教會真是親親熱熱得像家裏的人一樣，事實上也真是神家

裏的人，保羅很想念教會，可是他在當時放棄了與教會見面的機

會，保羅似乎並不怎樣想念教會，不是的，保羅實在是想念教會，

他整個心意都放在神的兒女身上，他不去見他們是有原因的，固然

在以弗所有主的工要作，但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我自己定了主

意，再到你們那裏去，必須大家沒有憂愁。倘若我叫你們憂愁，除

了我叫那憂愁的人以外，誰能叫我快樂呢？我曾把這事寫給你們，

恐怕我到的時候，應該叫我快樂的那些人，反倒叫我憂愁。我也深

信，你們眾人都以我的快樂為自己的快樂。我先前心裏難過痛苦，

多多的流淚，寫信給你們，不是叫你們憂愁，乃是叫你們知道我格

外的疼愛你們。』（林後二章 1～4節）保羅那時不願意到哥林多

去，主要是因為在哥林多的教會實在是太亂了，特別是在分門別類

的事上，保羅也給牽捲在那些糾纏裏，這樣傷損身體的見證，是保

羅所不能忍受的，也不願看到的。他定規了他的腳步，必須要神的

兒女向著神轉回了，他才再到哥林多去。 

保羅是這樣，亞波羅也是這樣，都被捲進分門別類的糾纏裏。

保羅在那時不願去哥林多，亞波羅也不願在那時去哥林多。『至於

兄弟亞波羅，我再三的勸他，同弟兄們到你們那裏去，但這時他決

不願意去，幾時有了機會他必去。』（12節）什麼時候才有機會

呢？弟兄們脫離錯誤，回轉到主的心意裏，那時候就是機會了。神

的兒女都學會不沾染弟兄們的愚昧，人的愚昧就不會擴大，回轉到

見證裏的機會就增加，從哥林多後書裏，我們果然看見這一點。 

敬重清心愛主的人 

在分門別類的哥林多教會中，人爭著要出人頭地，高舉人，又彼

此高舉。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中，聖靈印證了幾個清心愛主的人。在 

這一個比較裏，這幾個人實在是寶貴，他們的屬靈的品格也真夠美

麗，要不是聖靈給他們印證，恐怕也沒有幾個人知道他們，我們也

不會認識他們。『弟兄們，你們曉得司提反一家，是亞該亞初結的

果子，並且他們專以服事聖徒為念。我勸你們順服這樣的人，並一

切同工同勞的人。司提反和福徒拿都，並亞該古到了這裏來，我很

喜歡，因為你們有待我不及之處，他們補上了。他們叫我和你們的

心都快活。這樣的人，你們務要敬重。』（15～18節）分門別類的

人是高舉人自己，這幾個人卻是隱藏了自己，清心的愛主，暗暗的

服事主，也服事眾聖徒。他們不是夸夸其談的爭名位，他們實在是

有生命的分量。該受敬重的應該是這樣的人，他們身上帶著主的見

證，也帶著主的權柄。聖靈也在這裏說，『這樣的人，你們務要敬

重。』 

教會間彼此的問安，這也是身體的見証，他們不是循例的問安，

他們的問安也是有聖靈的印證的。在當時的交通情況，他們是不可

能早就認識的，沒有見過面有什麼要緊呢！只要同在一個身體裏就

夠了。但盼望所有認識主的人都愛主，都嚮往主的見証；不愛主也

得對主有點感情，那一點點的感情也會吸引我們的心向著身體的見

証，因為『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但願主的話甦醒我們！

『若有人不愛主（對主沒有感情）這人可詛可咒。主必要來。』

（22節）── 王國顯 

【哥林多後書總論】 
主題: 本書主要是講到教會中的屬靈執事，在生命里的實際經歷，

以及生命在工作中的流露。保羅在自身經驗中證明神的能力顯在

軟弱的人身上，如同寶貝在瓦器裡，藉在各樣的患難中經歷基督

死而復活的大能，以作成新約的執事，好完成新約的職事。 

特點:保羅給哥林多教會的兩封書信，前書主要是講到教會所存在

的實際問題；後書則重于主的工人生命的經歷及應當具有的品

格。作神的用人受苦難是必具的條件（路 21：17；約 15：20；太

5；11~12）。觀圣經中之偉人，教會史中之先圣，無一不日日与

苦難相伴，但苦難只不過是神的工人之身分證而已。保羅沒有在

苦難中退后、灰心、跌倒，反倒在苦難中顯出基督莫大的能力

（4：7），以基督的死來顯明基督的生（4：10），以無比的勇敢

（參 6；4b~10）表明他是神的用人（6：4a）。這是作神的仆人所

必經之路，靠著主的恩，他一切都能胜過。在苦難中他發出馨香

之气（2：15）。為什么他能如此作?因為他欣賞主的厚恩（12：

9），愛惜自己的職分（6；3），加上主愛的激勵（5：14），雖

外面的苦（11：28a）及內里的慮（11：28b）天天壓在身上

（11：28c），他都以為可喜樂的（12：10b），因為一切都是為

基督的緣故 （12：10a）。 

鑰字/鑰節: 鑰字：（1）安慰/勸勉（約 29 次，新約中最多）， 

（2）職事/執事（約 18次）鑰節：（1）一：3~4 （2）三：5~6， 

（3）四：7 

鑰義/分段:本書所論是關於承當新約的執事，該有的特質，經歷和

該學習的功課。本書共十三章，可分為三大段如下：(1)保羅生活

的見證（一至六章），(2)保羅的勉勵（六至九章），(3)保羅作使

徒的憑据（十至十三章）。所以，我們可以說整卷書的結构:第一

段(一～六章)是解釋；第二段(六～九章)是勸勉；第三段(十～十三

章)是辯證。第一段保羅是神的仆人(三 6，四 1)；第二段他是父親

(六 13)；第三段他是使徒(十一 5，十二 11、12)。 

 前書講明一些不同的恩賜和它們的價值，後書給我們看見生

命職事的根基──十字架的道路和經歷。── 倪柝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