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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年 6/17~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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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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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讀經】天天讀經、背經、禱告、 

六月十七日 

讀經 代上 11~12；徒 9：1-30 

鑰節 「他說：『主阿，你是誰？』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

穌。』【徒九 5】 

禱告 親愛的主，光照我，使我認識『你是誰？』主啊！   你是我

的『救主』(20節)。我把我的一生交託給你，讓你來掌管。 

詩歌 認識祢，耶穌-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十八日 

讀經 代上 13~15；徒 9：31-43 

鑰節 「那時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各處的教會都得平安，被

建立；凡事敬畏主，蒙聖靈的安慰，人數就增多了。」【徒

九 31】 

禱告 主啊! 幫助今天的教漸漸增長；被建立；凡事敬畏主；都得

著聖靈的安慰；人數增多。 

詩歌 建造當趁今日-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十九日 

讀經 代上 16~17；徒 10：1-23 

鑰節 「哥尼流定睛看他，驚怕說：『主阿，甚麼事呢？』天使

說：『你的禱告，和你的賙濟，達到神面前已蒙記念了。』

【徒十 4】 

禱告 親愛的主，我願作禱告的人，更願作順服的人。 

詩歌 求主教我如何禱告- Hymnal.Net  

六月廿日 

讀經 代上 18~21；徒 10：24-48 

鑰節 「彼得還說這話的時候，聖靈降在一切聽道的人身上。」

【徒十 44】 

禱告 親愛的主，謝謝你聽哥尼流的禱告，他的全家和他的鄰舍因

此得救。我們謙卑的求你也使救恩臨到我們所有的家人和鄰

舍身上。 

詩歌 為你，我今祈求-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廿一日 

讀經 代上 22~24；徒 11：1-18 

鑰節 「他有話告訴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徒十一

14】 

禱告 主啊，你拯救人，是一個家、一個家的拯救。願我和我的

一家都必得救(徒十六 31)。 

詩歌 全家得救 - Hymnal.Net 

六月廿二日 

讀經 代上 25~27；徒 11：19-30 

鑰節 「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首。」【徒十一 26下】 

禱告 親愛的主，謝謝你使用安提阿的教會，成為一個生機蓬勃

的教會。求主使我們學習安提阿教會的榜樣，幫助我們的

教會熱心領人歸主，有美好的肢體生活，能討你的喜悅。 

詩歌 聖徒眾心，愛里相系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廿三日 

讀經 代上 28~29；徒 12 

鑰節 「彼得被囚在監裏，教會卻為他切切的禱告神。」【徒十

二 5】 

禱告 親愛的主，幫助我們的教會是切切禱告的教會，不只在患

難時，平時也能切切的禱告。 

詩歌 求主教我如何禱告- Hymnal.Net 

【家訊信息】童貞女 
「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要把你們如同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

(林後十一2) 

我們基督徒，不論是全體或是個人，向著基督，都應當如同童貞

女向著丈夫，這是我們的存心，也是我們在世為人的態度。我們若

是忠貞不二的向著主，就是基督的見證，也必因此蒙福。 

我們的身分 

我們作了基督徒，並不是一件小事，不但我們的人生起了大變

化，對神的旨意，也有我們當負的責任。我們不但成了神的孩子，

同時也成了基督將來要迎娶的配偶，今天是他的未婚妻，所以保羅

在哥林多後書十一章二節說：「…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要把你們

如同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我們的身分乃是童貞女，而且已經

與基督訂了婚，專心等候基督前來迎娶。 

基督和我們的關係，不僅是救主和蒙恩罪人之間的關係；若基督

僅僅作我們的救主，把我們從罪惡與滅亡中拯救出來，叫我們一生

一世感激不盡，仍舊沒有多大意思。基督和我們之間，還有愛情的

關係：他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的命，還要以我們為他的對象，

為他的配偶，和我們訂了婚約，將來要迎娶我們作他的妻子，使我

們與他合而為一。我們在基督未來迎娶之先，就以基督的未婚妻身

分，作個童貞女，在我們的存心上、態度上、生活上，都作基督配

偶的見證，活出我們的忠貞。 

純一清潔的心 

我們怎樣作個童貞女向著基督呢？保羅在哥林多後書十一章三節

說，當向基督存純一清潔的心。「純一」是指我們心中只有一個

主，就是基督，他之外沒有第二個主。「清潔」還不是指心中的罪

惡，心中注重罪當然不好，很得罪基督，但是這裡說的清潔，更帶

有純潔的意思；我們的心不但愛主，而且以純潔的愛來愛他。若是

在他之外，還有甚麼愛慕的事，那麼這個愛就不純潔，就有了攙

雜。向著甚督的愛若不純一、不純潔，就是失去童貞，是非常傷主

的心的事。 

基督愛我們的愛，是亙古以來無可比擬的愛，千千萬萬的聖徒都

曾被這個愛溶化了剛硬的心。連那素來不知道真愛的人，一次被主

的愛碰到，無不屈服在他面前，感激涕零，終生難忘。光是讚美基

督大愛的詩歌，何止有千百首之多！只有基督徒才懂得這種偉大的

愛，也只有基督徒才有偉大的愛的反應。 

當我們被基督的大愛浸透的時候，多半情不自禁地向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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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inmarlboro.org/hymns/knowing%20jesus.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letusbuild.htm
http://www.hymnal.net/hymn.php/ch/554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595.htm
http://www.hymnal.net/hymn.php/ts/835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christian%20heart.html
http://www.hymnal.net/hymn.php/ch/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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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我願一生愛你！我願一生不離開你！我無法報答你，我只願

把我這個人，從頭到腳，從身內到身外，連我所有的一切，都獻給

你！」當我們這樣把自己獻給基督的時候，他的愛就充滿在我們的

身內，我們口裡所說的、心裡所想的，只有可寶可愛的主耶穌了。

世界上其他好看的，都褪了顏色；好聽的，都失了聲音，主耶穌佔

據了我的心，他不單是我的救贖主，他更是我的心、我的愛，又是

超過一切的主。 

到這時，我就體會到我對基督，真正像一個童女許配給了他，我

沒有第二個主。到這時，保羅在哥林多後書十一章二、三節裡警告

的話，就向我開啟，提醒我說，我向著基督，是否仍存著純一清潔

的心？聖靈也常對我的心說，你仍舊熱愛你的主麼？你的心中還是

主耶穌居首位麼？因著聖靈常常對我提醒，我也常常儆醒說：「主

阿，赦免我，因為我的心並不單純，非常容易愛別的東西。主阿，

我還是愛你，只有你是主，我已經答應你不再有另一個主。」每逢

我們向主表示我們的願望的時候，主耶穌的大愛，也就再一次浸潤

我們，叫我們覺得終身有靠，終生滿足。 

教會的警惕 

使徒保羅的話，不但是警告我們個人，更是警告我們全體，就是

警告基督的教會。一切的基督徒，都屬於基督的教會，就是這裡所

說的童女。從基督看來，不論基督徒有多少千萬，他只看到一個教

會，就是一個童女。但是我們因受多方面的限制，在我們看來，先

看到自己，是自己先有童女許配基督的感覺和經歷。我們再擴大一

點，看到我們四圍和我們一同聚會、一同追求的弟兄姊妹，我們因

著相識，形成了一個團體，就會把我們這個團體算作一個童女，也

許配給了基督。我們對基督是不是純一清潔，就成了我們的責任和

我們的問題。 

我們要查問我們愛主麼，若是我們不愛主了，那是在基本上出了

大問題，談不到向著基督作童貞女；若我們真正的愛主，那麼我們

向著主是不是存著純一清潔的心？有的基督教團體，不知不覺的隨

從了世界潮流，為要迎合世界、討好世界，盼望得到他們的歡迎，

叫這個團體在本質上既不純一也不清潔，等於對基督不堅貞。有的

團體，只能接受奉承的話，喜歡聽順耳的道，不知不覺的偏離了教

會該走的正路。今天的時代，比保羅的時代更邪惡，假使徒、假先

知到處都是，專講人肉體愛聽的話，叫人不接受真正出於主那勸

勉、警告的話，把人帶上錯路，結果失去童貞。保羅在他那個時

候，就提出警告。保羅不但警告教會，而且也告訴他們，他心中有

憤恨，是神的憤恨，因為另有些傳道人，所講的道是另一種道，為

要把聽的人帶領離開基督，叫他們失去貞潔。為這件事，神是不能

輕易放我們過去的。 

教會團體，應當在這件事上警惕，因為我們是許配給基督的童貞

女，不可失去向主純一清潔的心。撒但是邪惡的，世界是敗壞的，

但是我們是屬主的，我們是愛主的，也是被主所愛的，我們還有一

個榮耀的盼望，就是主快來了，他要來迎娶他的新婦。―真理號聲 

【哥林多後書第十一章】使徒的表白 
重點: 哥林多後書第十章論到保羅的權柄，第十一至十二章 18節

論到保羅的使徒身分。本章保羅一再重複使用「誇口」（原文

kauchaomai）一詞來表白他使徒的身分。本章可分成四部份： 

一、 他的憤恨 1~4節——怕失去向著主那純一清潔的心。對世界，

我們是否像貞潔的童女，不貪愛基督之外的任何人事物呢？ 

二、 他的見證 5~11節——別無貪圖，白白傳福音，而不累著教 

        會。對教會，我們是否放棄該享的權利，只有愛的付出呢？ 

三、 他的鑑別 12~15節—— 與裝作基督的使徒完全別出來。對工 

        人，我們是否能分辨真假，並審判一切出乎撒但的假冒呢？ 

四、 他的經歷 16~31節——惟一可誇是自己的軟弱。對自己，我

們是否承認自己的有限和不可靠，知道自己不過是個軟弱的

人呢？ 

鑰節：「我為你們起的憤恨，原是神那樣的憤恨；因為我曾把你們

許配一個丈夫，要把你們如同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我只怕你們

的心或偏於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純一清潔的心，就像蛇用詭詐誘

惑了夏娃一樣。」（林後十一 2-3） 

感想：甚麼叫做憤恨呢？憤恨就是嫉妒。保羅的意思是，我因著基

督，嫉妒誰得著你的心。我們是主的，誰也不應當把我們奪去。比

方：我有一朋友，同人定了親。我的朋友不在這裏，他的未婚妻卻

另有所戀。我為我的朋友，要起一憤恨的心，她不應當這樣待我的

朋友。 

保羅怕他們的心或偏於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純一清潔的心，就

像蛇用詭詐誘惑了夏娃一樣。我們每一基督徒，都當有一無玷污，

沒有被誰摸著的愛心。讓我們今天在神的面前，看我們有沒有失去

那向基督所存純一的愛心？如果有一信徒，他所想的不是基督，乃

是他自己的快樂，他的主就要不喜悅。 弟兄姊妹們，我們今天要作

一件事，就是對主說，「主阿，我是你的。求你保守我的心清潔，

保守我的思想清潔，保守我的一切清潔。」哦，沒有誰可以摸我。

就如雅歌書四章 12節所說，「我妹子，我新婦，乃是關鎖的園，

禁閉的井，封閉的泉源。」為甚麼一直說、關鎖、禁閉，封閉呢？

因為我的園中，沒有誰可以進去，這園是只為良人開的。弟兄姊妹

們，我們一天過一天，都當保守這樣的態度。―― 倪柝聲 

默想：我們的教會是否以貞潔的愛，單純的愛對基督呢？ 

禱告：主阿！如果我們已經失去了對你的愛，求你再來吸引我們的

心，讓我們全心的來愛你。 

【心靈加油站】 
「耶穌治好了許多有疾病的、受災患的、被惡鬼附著的，又開恩

叫好些瞎子能看見。」（路七21) 

「傳愛」一位雙目患有白內障的農夫，在鄰人的幫助走下山村來

到一所教會醫院就醫。醫生看過之後，表明雖然不能百分之百的

保證能治好他的病，但是醫生認為非常願意幫助他重見光明。 

等到手術後數日，所有繃帶拆除之後，病人環視四周，驚喜異

常，因為他又能看到這個世界了。然而醫生並不那麼高興，醫生

尚希望能做得更好一點，因此就囑咐這位農人六個月以後再到醫

院來一次，看看能否做得更完美一點。 

農人回到故里，把他重見光明的消息傳遍了整個山村，並述說著

醫生如何幫助他。過了他六個月之後，他又不厭長途跋涉來到醫

院，醫生非常高興他能如約前來，然而不止他一個人，他的手上

牽了一串一共有六、七十個瞎子跟著他，來到這個能使盲人重見

光明的地方求醫。 

在任何一個能使靈魂重生的教會，也會有同樣的事蹟發生的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紙引你的路。」（箴三

6) 

「心靈的導航」自然科學家告訴我們棲息於太平洋的金鷸鳥是在地

球極北地區阿拉斯加與西伯利亞孵生的。幼鳥羽毛尚未豐滿時，老

鳥即逕自飛返夏威夷群島，幼小的一代等到可以振翹飛翔時便追隨

它們的父母南下，朝著太平洋的方向飛行。展開在它們前面的是兩

千餘哩的旅程，而且這還是它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 

這項大自然界的奧秘告訴我們，神可以在小鳥的體內「加裝」某

種「導航設備」，那麼，如果說祂的國度已經在我們的心靈裡，正

等待著我們的信心接納它，這怎能說是不可理解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