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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年 4/8~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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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麗斌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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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8日(週六晚上 6:30 PM )福音愛筵聚會，請全體出席。  

二. 5月 26~28日的的福音營請向陳憲明和王艾東弟兄報名。 

 

 

 
 

 

 
 

【本週讀經】天天讀經、背經、禱告、唱詩 

四月八日 

讀經 士 1～2；路 12：22-40 

鑰節 「你們只要求祂的國，這些東西就必加給你們了。」【路

十二 31】 

禱告 親愛的主，保守我不為今世打算，一切以追求你的國與義

來過生活，讓你掌管我生活的每一方面。 

詩歌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 YouTube  

四月九日 

讀經 士 3～4；路 12：41-59 

鑰節 「主說：誰是那忠心有見識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裏的

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呢？」【路十二 42】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使我做一忠心有見識的管家，儆醒等候你

回來。 

詩歌 万物的结局近了- YouTube   

四月十日 

讀經 士 5～6；路 13：1-21 

鑰節 管園的說：『主阿，今年且留著，等我周圍掘開土，加上

糞；以後若結果子便罷；不然再把它砍了。』【路十三

8~9】 

禱告 主啊，回顧人生，我們倒底結了多少果子？主啊，我們真

慚愧。求你幫助我們掘開土，除去我們剛硬的心，讓你的

生命有伸展的餘地。求你不斷在我們的身上增加生命的養

分，讓你得著享受和滿足。 

詩歌 我豈可去，雙手空空- YouTube   

四月十一日 

讀經 士 7～8；路 13：22-35 

鑰節 耶穌對眾人說：『你們要努力進窄門；我告訴你們，將來

有許多人想要進去，卻是不能。」【路十三 24】 

禱告 主啊！我願和你建立直接的關係，求你賜我力量，肯努力

進『窄門』，肯花代價走十字架道路，追求你的稱許。 

詩歌 主愛長闊高深-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十二日 

讀經 士 9～10；路 14 

鑰節 「你們那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算計花費，能蓋成不

能呢？」路十四 28】 

禱告 主啊！我願付一切代價來跟從你，作你的門徒。 

詩歌 主愛長闊高深-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十三日 

讀經 士 11～12；路 15 

鑰節 「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復得的。他們就快

樂起來。」【路十五 14】 

禱告 父神啊，今早重讀浪子的故事，默想我的一生， 崎嶇震

撼，不知有多少次遠離你，多少次不理你，但你從不放棄

我，仍耐心等待我的回轉。父啊，求你藉著環境遭遇來提

醒我回頭，好使你的愛火重燃我與你的親蜜關係。 

詩歌 主，我要回家―土豆网视频赞美诗歌 

四月十四日 

讀經 士 13～14；路 16：1-18 

鑰節 「我又告訴你們：要藉著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到了

錢財無用的時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裏去。」

「路十六 9】 

禱告 主啊，我們願在你的家中，無論大事小事都忠心服事你。 

詩歌 收我此生作奉獻- churchinmarlboro.org  

【家訊信息】屬靈的職事 
【什麼是屬靈的職事】哥林多後書第一章和第二章，實在是提到

屬靈生命的問題，從第三章至第七章（以大概來分）那幾章聖經

就從屬靈的生命轉到屬靈的職事，或者說屬靈的事業。因為生命

與職事是分不開的。生命乃是職事的根基，而職事是生命的流

露。一個真正有屬靈生命的人，在這個人的身上就有屬靈的職事

顯明出來。如果我們在生命上有問題，那麼這個職事也成了問

題。你看哥林多前書，那一班在哥林多的信徒，他們是口才與知

識樣樣都全備，並且在各樣恩賜上並不落後人。  

在哥林多教會裡面，恩賜是非常的多。什麼叫作“恩賜”呢？恩

賜是神的靈賜給在基督身上各肢體的，要每一個肢體都能發生功

用，叫這個身體能得到增長。但是在哥林多的教會裡面，恩賜很

豐富，身體卻不能被建立。反而被拆毀。那麼難道恩賜有毛病

嗎？恩賜沒有毛病，乃是他們的生命配不上去，他們有很多恩

賜，但是他們缺少屬靈的生命，他們在身體裡面，不能盡功用，

因此也就沒有身體了。  

所以弟兄姐妹！什麼叫作“職事”？我們每一個信主的人，應當

有我們的職事、有我們的功用，那麼，什麼叫作“職事”呢？職

事乃是恩賜加上生命所產生的，僅有恩賜，並沒有職事。換句話

說：僅有恩賜，如果缺少生命，就好像鳴的鑼，響的鈸一樣。因

為恩賜是一個管子，流出來的應當是生命，如果裡頭沒有生命，

只是恩賜，那就像敲鑼一樣，聲音很響，卻沒有實際的東西在裡

面。能造就教會的乃是生命，不過生命需要恩賜來把它流通出

去。否則，這生命會扣留在你的裡面，不能夠把在你裡面的生命

分給其他的肢體。所以我們要記得屬靈的職事一方面需要恩賜，

另外一面需要有屬靈的生命來作他的內容。如果缺少屬靈的生

命，職事上就發生了難題。  

【把基督分給別人】親愛的弟兄姐妹！什麼是“屬靈的職事”

呢？屬靈的工作、屬靈的職事，乃是把基督分給別人。屬靈的職

事，並不是講一篇道，不是講解一些道理，不是把知識灌輸到人

的心思裡，也不是作一些的工作、有一些的活動，也不是所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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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28日的的福音營禱告。 

hhttp://www.youtube.com/watch?v=a_oSmNrVRW0&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g_baPnT7t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yoIfRirYi8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319b.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319b.htm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JXTbW7jgcVY/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313.htm


瑪波羅教會家訊───「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四 16) 

 2 

宗教的工作、宗教的觀念，甚至於有正確的聖經知識，都不是這

些東西。真正屬靈的職事，乃是把基督去分給人。  

當職事在服事的時候，人所領受的乃是基督。一個字一個字，一

句一句的拼成了基督。人裡面得著的乃是基督，不是基督的道理。

當然道理也在內。不是基督的教訓，當然教訓也在內，乃是讓基督

的生命在他的裡面，開始組織起來了。開始增長了。慢慢的成形起

來了。所以當你讀這信的時候，你所看見的乃是基督，這一個是屬

靈的職事。  

弟兄姐妹！無論我們與人交通也好，傳主的話也好，如果不是把

基督分給人，我們就沒有屬靈的職事，也就不能建立基督的身體。

因此，我們看見認識基督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我們所認識的，不過

是一點字句，我們所能給人的也不過是字句：如果我們所認識的，

是基督自己，那麼我們能分給人的，也是基督自己。  

親愛的弟兄姐妹！請記得屬靈的職事，乃是寫基督的信。用什麼

來寫呢？不是用筆墨來寫；什麼叫作用筆墨來寫？如果我們把聖經

來研究研究，把屬靈的書拿來參考參考，然後我們用我們自己的智

慧，把他編輯編輯，在那裡講一篇的道理給人聽，這個就是用筆墨

所寫的。但是這一封信，必須要用永生神的靈來寫，換句話說：永

生神的靈要把祂的兒子啟示給教會。所以保羅他為以弗所的教會禱

告：“願神賜給你們智慧和啟示的靈，叫你們真知道祂。”  

弟兄姐妹！如果我們在那裡研究聖經，而用我們研究所得來的，

去分給人，這個字句必定叫人死的。這不過是筆墨的工作。我們如

果是真叫人活，得著生命的話，必須在神的面前，仰望神的靈，把

祂自己向我們開啟。當祂向我們啟示的時候，我們靈裡面實在有看

見，我們靈裡面也實在得著了，這個就是用靈來寫基督的信。  

【定罪的職事—叫人死】這信寫在哪裡呢？不是寫在石版上，乃是

寫在心版上。我們記得舊約的律法是怎麼寫的呢？神把以色列百姓

從埃及帶出來，帶到西乃山的底下，摩西就上山去領受十條誡命，

這十條誡命是神用祂的指頭寫在石版上，所以對以色列人來說是間

接的，而不是直接的，這是客觀的，而不是主觀的，這兩塊石版放

在那裡，他們要看、要讀。當他們讀的時候，因為刻在石版上，沒

有刻在心版上，他們心裡並不喜歡。雖然心裡不喜歡，但又不能不

遵守，因為這是律法。但是又持守不來，律法因為肉體的軟弱，有

所不能行的，結果叫他們被定了罪。  

所以摩西那個職事，乃是叫人死的職事。摩西是傳那個律法的，

神藉著他把律法賜給以色列人。但是他的職事，乃是叫人死的職

事，是一個定罪的職事。他的職事不能叫人稱義，不能叫人屬靈。

不錯，當他領受這個職事的時候，有榮光，但是這個榮光以後就漸

漸的退去了！  

【稱義的職事—叫人活】舊約的職事是用筆墨來寫的，是寫在石版

上的，寫的是律法，是叫人死的。新約的職事，乃是用永生神的靈

來寫的，是寫在心版上，是屬靈的、是叫人稱義的，是叫人得著榮

耀的。這一個是我們該有的職事。那麼弟兄姐妹！請在主的面前思

想一下：今天當我們來盡這個職事的時候，究竟所作的工，是舊約

的職事呢？還是新約的職事？因著我們的職事，人是不是死了，定

罪了，或者因著我們的職事，人稱義了，人得著生命了。如果今天

我們光是把一些字句、規條、道理、教訓、律例、典章、律法來給

人的話，就是最準確的，也是叫人死！也是定罪的。  

所以當我們願意服事的時候，我們實在要看見，這樣的一個職

事，誰能承擔得起呢？如果我們自己來作，很容易就變成舊約的

職事！因為我們很容易把律法給人，很容易定人的罪，很容易叫

人死。若是要叫人稱義，要叫人得生命，不是我們所能承擔的。

所以保羅說：我們所能承擔的，是在於神，不是在於人。憑著我

們自己，我們絕對不能承當這個職事。 感謝神！因著祂的恩典和

憐憫，我們能承當這樣的職事，這個職事不是憑著字句，乃是憑

著靈，因為字句是叫人死，只有靈纔是叫人活。  

【祂叫我們承擔這新約的職事】這一個屬靈的職事，他把人帶到

主的面前。叫他能敞著臉，觀看主的榮光，因此人就起了變化，

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讀聖經的人都承認哥林多後書

第三章從第七節開始一直到第十六節，都應當放在括弧的裡面。

因為第六節說：“祂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不是憑著字

句，乃是憑著精意，因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連下去

第十七節：“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哪裡，那裡就得以自由，我

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裡返照，就

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應當這樣的

連起來。那段在括弧內的是給我們一點解說。 

所以弟兄姐妹！當我們真是用永生神的靈在那裡服事的時候，結

果主的靈在哪裡，那裡就有自由，人就能敞著臉看見了主的榮

耀，而在人的身上就開始起了變化，所起的變化，如同從主的靈

變成的一樣。今天我們這一般人，都被選召在這一個榮耀的職事

裡有分，這是何等的榮耀。 —摘自江守道《一個在基督裏的人》 

【哥林多後書第四章】寶貝放在瓦器裏 
重點: 本章可分成四部份： 

一. 盡職事的態度 1~6節——有榮耀的職分！不喪膽、不行詭

詐、不謬講神的道理、不蒙蔽福音、不傳自己，只傳基督，為

將真理表明出來。 

二. 盡職事的苦難 7~12節——有大能的寶貝！彰顯軟弱裡的大

能、絕境裡的拯救、死亡裡的生命。 

三. 盡職事的信心 13~15節——有前瞻的信心！憑信說話以顯明神

的恩典。 

四. 盡職事的盼望 16~18節——有終極的目標！身體得贖，得著

永遠的榮耀。 

鑰節：「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

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四 7） 

感想：一位主裏面的姊妹脾氣很急，作事很快，說話也很快，責備

人也很快，寫信也寫得很快。但是感謝神，她的字紙簍裏，恐怕有

一百封信沒有寄出去。因為寶貝在瓦器裏，又要寫信，但信又在字

紙簍裏，證明她兩個都有，因為寶貝在瓦器裏。 

甚麼叫作基督徒？就是在基督住在我們心中，是我們裡面的寶

貝。這寶貝能夠叫我們勝過各樣的環境，在各種患難裡面得勝。

基督徒有一個生命，是人任何的軟弱，都不能限制。人所有的一

切，不過作神藏寶貝的瓦器。――倪柝聲 

默想：我們的生活是受環境及周圍的人的變化影響呢？還是讓寶

貝顯出生命的大能呢？ 

禱告：主啊，藉着環境與遭遇，叫我們天天經歷你復活的大能，

使裏面的人剛強、更新、變化！ 

【心靈加油站】在一次水災中，加州的一個人家的房子和一座磨

坊被洪水沖走。事實上，水災帶走了他的一切，洪水退後，他站

在斷垣瓦礫之中，傷心、絕望至極。然而，就在這當兒，他忽然

在洪水沖過的地方，發現有金光閃爍。「看以來像金子」他自言

自語。其實，真的是金子，破壞一切的洪水，反帶來財富。凡是

身經苦難、失望、憂苦的人，每每可以發現「金子」，並且他們

可以說：「苦難的人有福了，因為這樣可使神所賜的福顯現。」 

奧斯卡韋狄說過：「凡是苦痛，皆有其神聖的理由。」  黑暗的

夜晚之所以被人頌揚，是因為它使我們看到了美好的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