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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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週聚會】2012年 6/2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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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英杰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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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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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廿四日 

讀經 代下 1~4；徒 13：1-15 

鑰節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

巴和掃羅，去作我召他們所作的工。』」【徒十三 2】 

禱告 親愛的主，謝謝你讓安提阿教會成為一個種子教會，成為

我們的榜樣，教導我們成為合你心意的教會，透過我們完

成你的計劃。 

詩歌 起來，起來為耶穌-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廿五日 

讀經 代下 5~7；徒 13：16-32 

鑰節 「我尋得耶西的兒子大衛，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

行我的旨意。」【徒十三 22下】 

禱告 親愛的主，願我的一生以神的心意為念。 

詩歌 求你揀我道路-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廿六日 

讀經 代下 8~9；徒 13：33-52 

鑰節 「門徒滿心喜樂，又被聖靈充滿。」【徒十三 52】 

禱告 主啊，主，願我被聖靈充滿，天天被充滿。 

詩歌 充滿我-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廿七日 

讀經 代下 10~13；徒 14 

鑰節 「堅固門徒的心，勸他們恆守所信的道。又說：『我們進

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二人在各教會中選立了

長老，又禁食禱告，就把他們交託所信的主。」【徒十四

22~23】 

禱告 主啊! 幫助今天的教會守住真道；被堅固；被建立。 

詩歌 復興你工作，主-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廿八日   

讀經 代下 14~16；徒 15 

鑰節 「所以，我們同心定意，揀選幾個人，差他們同我們所親

愛的巴拿巴和保羅往你們那裏去。」】【徒十五 25】 

禱告 親愛的主，教導我們在處理教會事務時，能同心合意，以

聖經真理為原則，以聖靈的心意為我們的心意。 

詩歌 我們呼吸天上空氣-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廿九日 

讀經 代下 17~19；徒 16：1-15 

鑰節 「到了每西亞的邊界，他們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穌的靈卻

不許。」【徒十六 7】 

禱告 親愛的主，謝謝你藉著環境，藉著平凡的事物，艱難的

事，黑暗的事，失望的事，引導我所經歷的一切道路，並

且使我清楚聖靈在服事上的引導，學習受聖靈的禁止和不

許作你你的工。 

詩歌 我今願跟隨耶穌-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三十日   

讀經 代下 20~21；徒 16：16-40 

鑰節 『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十六 31下】 

禱告 親愛的主，幫助我帶領全家來聽道，一家大小都得救。使

我全家喜樂，永沐主恩。 

詩歌 全家得救 - Hymnal.Net 

【家訊信息】享受恩典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林後十二9) 

新約聖經中，常用一些專用名詞來說一些屬靈的事。這些名詞不

但專有所指，和我們一般的領會不同，而且其中的涵義非常深厚，

常常超出我們的想像。「恩典」這個詞，就是其中之一。 

新舊約的恩典 

舊約聖經也有好幾次說到恩典，但是和新約聖經中所說的恩典，

意義大不相同。在舊約，說到恩典的時候，大都指人所受到的慈

惠。例如創世記中，雅各盼望在以掃眼前蒙恩，也就是希望以掃以

慈惠待他。又如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也是指挪亞受到神的慈

惠，當洪水滅絕世人的時候，獨有挪亞一家八口得救。舊約中的恩

典，和我們今天所說的待人以恩、恩人、報恩的恩很近似。  

到了新約，說到恩典，粗略看來，好像是神給的好處，並且白白

賜給，不需代價，和舊約的慈惠沒有甚麼不同。但是把神的話作深

入的探討，就知道新約所說的恩典(中文新約聖經中，有時稱作恩

典，有時作恩惠，有時單稱作恩)，不止單作白白賜的慈惠那麼簡

單。每逢說到恩典，都稱作神的恩典，或是基督耶穌的恩典。全新

約一百幾十次題到恩典，沒有一次是指人給人的慈惠，都是指神特

別給人的贈品，又是專有所指的。使徒為人祝福的時候，常是祝人

得到神的這恩典。所以恩典是從神來的，也是人的最大祝福。 

約翰福音一章十四節告訴我們，主耶穌乃是道成的肉身，住在我

們中間，而且「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十七節接著說：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這處聖經不但把真理與恩

典相提並論，而且恩典是在耶穌裡，並由他帶來人間，叫我們知

道，新約的恩典不是指在神身外給我們的慈惠，乃是原在耶穌之

內，又由主耶穌帶給我們的一件東西。主耶穌如何是永生，如何是

真理，也同樣如何是恩典。 

恩典的生活 

到主耶穌死而復活之後，就住在一切信他之人的裡面，羅馬書八

章十節說，基督在我們裡面。加拉太書二章二十節說，基督在我們

裡面活。從這時起，基督到我們裡面，也就把恩典帶到我們信徒的

裡面。因此我們不但靠恩典信了主耶穌，罪得赦免，得到永遠的生

命，得到了主，並且也得到了恩典。從使徒行傳起，不但描寫信主

之人那赦罪的平安與喜樂，以及有了新生命的新生活，還描寫他們

因得恩典而有的表現，這一種表現是平常人所沒有，只有蒙到恩典

後才有的一種光景。 

例如使徒行傳四章，三十三節說那個時候的信徒都蒙大恩典，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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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20Up%20for%20Jesus.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365a.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ill%20Me%20Now.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Revive%20Thy%20Work.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69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ollow%20on.htm
http://www.hymnal.net/hymn.php/ts/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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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表現就是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

用，不但不認為損失，反認為是一種幸福的生活。又如行傳十一章

所記，在耶路撒冷遭受大逼迫的信徒，逃到老遠的安提阿，在那裡

仍舊傳講主耶穌，毫不灰心，因之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他們能

夠有這種百折不回的勇氣和能力，是因二十三節所說的，有「神所

賜的恩典」。 

哥林多後書第八章，使徒保羅把神賜給馬其頓眾教會的恩典告訴

哥林多教會。第二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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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說到恩典的聖經章節中，我們概括的說，恩典是神賜給的，是

隨同主耶穌來的。主耶穌如何是真理，如何是生命，也如何是恩

典。我們需要真理，需要生命，因為生命才能使我們活出真理；我

們也需要恩典，因為恩典是我們生命的供應線。恩典來得多，生命

就剛強，就越能活出真理。  

經歷恩典 

恩典不指身外的物質之物。我們向神求，求他賜給我們日常需用

的東西，他也常聽我們的禱告，把我們所求的賜給我們，我們常以

為這就是神賜給我們的恩典。按照新約中一百幾十次題到恩典的時

候，都不是指神給的物質東西說的。為著神聽我們的禱告，常厚賜

百物給我們享用，我們應當感謝他，應當凡事信靠他，但是卻不要

忽略了神賜的真恩典。恩典乃是伴同主耶穌作生命來的，不因著物

質缺乏而減少，也不因著物質豐富而增多。保羅是個認識恩典、享

用恩典很多的人，但是他的物質生活很簡陋，甚至常常貧窮，常常

缺乏。他身上也有疾病，叫他痛苦。在哥林多後書十二章中，他告

訴我們，主沒有聽他的禱告來醫治他的疾病，在該章九節中主說：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恩典對保羅更重要，也是我們最需要

的。保羅因為有這恩典，所以在外面看他似乎是貧窮的，卻是叫許

多人富足；似乎是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的。 

我們若認識恩典是從神來的，又是藉我們裡面的神生命供應的，

自然就會把我們的眼睛，從外面的物質轉向裡面的恩典。許多時候

我們的缺乏不是外面的物質，乃是心裡的缺乏。艱難還不在環境，

乃是在內心；憂愁也不是在遭遇，乃是在心情。當這種情形來到的

時候，正是需要恩典加多的時候。恩典一增加，我們的心情就轉

變，所有臨到我們的事，好像是損失、打擊、傷痛，卻因著恩典，

都轉成我們的豐盛生命和真實的利益。  

基督作我們的生命，就要帶我們認識恩典、享受恩典，靠恩典過

一個優美的基督徒生活。無怪使徒門為我們祝福的時候，就求神把

這最大的祝福，就是神的恩典賜給我們，叫我們靠恩典活著。  ―真

理號聲 

【哥林多後書第十二章】夠用的恩典 
重點: 本章可分成二部份： 

一、 保羅的誇囗 1~18節——從主得異象和啟示；在軟弱裏經歷夠

用的恩典；在作工中行神蹟，奇事，異能；在反對中顯出百

般的忍耐；在教會中以父母的心愛聖徒。不要注意「刺」是

否被拿開，要經歷基督夠用的恩典和能力的覆庇！  

二、 保羅的關懷 19~21節——一切都為造就聖徒，不願見人犯罪

而不悔改。不要注意個人的得失，要在基督裏當神面前說造

就人的話！ 

鑰節：「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

弱上顯得完全。」（林後十二 9） 

感想：倪柝聲弟兄說到神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出來時，他作了一

個見證，他說：「我有一次生了很厲害的病，兩個月之內，照了三

次愛克司光，三次的報告都很不好。我禱告，我也相信，我也盼望

神醫治我的病。有幾次，我的力量比普通的時候好得多；但是在神

面前，我承認我有一股的怨氣，我氣的原因就是說：今天雖然身體

較好些，力量也不錯，但是神這樣待我有甚麼用？這一個病的根，

還在這裏，甚麼時候都有再倒下去的可能。神給我這一個暫時的力

量有甚麼用？我心裏病得厭煩了。 

有一天，我念聖經念到哥林多後書，又念到第十二章，說到保

羅為著那一根刺，三次求主；主不肯答應，主不作甚麼；但是主

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為著刺的存在，主就加增恩典；為著軟

弱的存在，主就加增能力。我躺在床上的時候，我就求神給我看

見更清楚一點。我裏面就有這一個意思，好像在這裏有一隻船，

吃水要十尺，要有十尺深的水纔能駛過去。但在前面有一塊礁

石，它從江的底部凸出來五尺高；我就求神說，主若肯，求你把

這一塊礁石給我挪去，讓這吃水十尺的船駛得過去。但是神問我

一句話，是把礁石挪去好，或是把水漲高五尺好？我說，水漲高

五尺好。 

從那一天起，我承認許多的不平就都過去了。我不敢說不受試

探，但是感謝神，在那一件事上，我尋找出來，神能夠另外給我

所需要的。我們都有我們的難處，都有我們的試煉，都有我們的

軟弱；但是主今天在我們身上所作的事，不是在消極方面除去軟

弱，也不是在積極方面憑空給我們能力。祂所有的能力，都是顯

在我們的軟弱上，像我們所有的寶貝，都是擺在瓦器裏一樣。 

默想：水漲船不沉，人生的苦痛淹沒不了基督徒。我們經歷過

嗎？ 

禱告：親愛的主，無論環境多艱難，遭遇多痛苦，讓我們以欣然

的心境面對所有的遭遇，在軟弱中經歷你夠用的恩典，好叫你賜

的能力在我們的身上彰顯出來。 

【心靈加油站】 
【人生的音樂是在苦難中產生的】相傳有位德國男爵，住在萊因

河畔的宮堡裏，他在樓塔之間，搭上了若干金屬線，希望這些

線，因風吹拂而自然發音，成為一種類似「伊奧良」式之弦琴。

但微風在宮堡之間吹過，那些金屬線沒有產生音樂。 

某晚，起了暴風，宮堡和附近山地都遭襲擊，男爵走到門口去觀

看暴風帶來的恐怖景象，而空中正瀰漫著「伊奧良」琴的弦音，

蓋過了粗暴的風聲。它需要暴風來奏出音樂！ 

我們知道有許多人，他們在平安順利的時候，從來不會奏出優美

的人生音樂的；但是，一遭遇了狂風暴雨，就奏出悠揚絕倫的音

樂來了――這音樂精美得會叫我們驚奇！ 

你永遠可以依靠神給你以困難的酬報，只要你用正當的方法克服

困難，將來的結果，一定比以前的更為豐美。「凡管教的事，當

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的人，結出平安的

果子，就是義」(來十二11)。這是多大的收穫！―《荒漠甘泉》 

※神是進入我們一切環境中的神，即使在一件磨難的小事上，我都

看見：是神自己代替了我們的愁苦，而不是祂把難處挪開一

邊。― 達秘 

※ 聖徒無論落在怎麼樣的光景中，都有權利可以來到神面前，尋

求恩典作隨時的幫助。― 達秘 

※ 安心將自己交在造物神的手中，等候苦難在我們身上作完它雕

琢的工夫，神自然知道帶領我們從裏面出來。― 倪柝聲 

※ 苦難雖然加增，然而，這並不是叫我們降服，乃是催我們得

勝。― 倪柝聲 

※苦難是造就並使我們基督徒長進的好機會。― 葛培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