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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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22~12/28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1:45 AM 

信息交通聚會                  10:50-12:00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陈宪明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刘任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闵永恒弟兄家 

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一、 2013 年 12 月 29 日主日感恩見證聚會，請弟兄姊妹出席，

一同見證神在 2013 年的引領。 
 

 

 

 

 
十二月二十二日 

讀經 猶大書第一章；持守真道。 

鑰節 「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保

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

生。」（猶 20～21） 

禱告 『神啊！求你在我裏面堅定我，在我外面保護我，在我下

面扶持我，在我前面領導我，更在我後面使我不致搖擺後

退。』 

詩歌 我真不知神的奇恩～churchinmarlboro.org 

十二月二十三日 

讀經 啟示錄 1～3 章；基督與教會的異象。 

鑰節 「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神賜給祂，叫祂將必要快成的事指

示祂的眾僕人。」【啟一 1 上】 

禱告 主啊！我渴望明白袮的啟示，求袮向我揭示啟示錄中的奧

秘，以致叫在我這書的各章中更多看見袮，更多學習如何

愛袮、順服袮。 

詩歌 復興袮工作，主～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二月二十四日 

讀經 啟示錄 4～5 章；神寶座前的景象。 

鑰節 「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裡和天地間，一

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說，但願頌贊，尊貴，榮耀，權勢，

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啟五 13】 

禱告 主啊！我要與天上眾軍和地上聖徒一同齊唱：「願頌贊，

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

遠！」 

詩歌 詩歌：頌讚與尊貴～YouTube  

十二月二十五日 

讀經 啟示錄 6～7 章；神的審判開始。 

鑰節 「因為他們忿怒的大日到了，誰能站得住呢？」【啟六 17】 

禱告 主啊！面對末世景象，開我的眼睛，也開世人的眼睛。求

祢幫助我們調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態度，來面對末日的種

種挑戰。 

詩歌 主耶穌，我羡慕活在袮面前～churchinmarlboro.org  

十二月二十六日 

讀經 啟示錄 8～9 章；大災難的起頭。 

鑰節 「另有一位天使拿著金香爐，來站在祭壇旁邊；有許多香

賜給他，要和眾聖徒的祈禱一同獻在寶座前的金壇上。那

香的煙、和眾聖徒的祈禱，從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

前。」【啟八 3～4】 

禱告 主啊！面對末世景象，求祢助我用更深的禱告來服事祢，

每天都大聲的宣告：「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

上，如同行在天上。」（太六 10）。 

詩歌 求主教我如何禱告～churchinmarlboro.org 

十二月二十七日 

讀經 啟示錄 10～12 章；插入的異象。 

鑰節 「弟兄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

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啟十二 11) 

禱告 主啊！我們何等歡喜可「因羔羊的血，自己所見證的道和

不愛惜自己的性命」，去抵擋撒旦。 

詩歌 得勝！得勝！阿利路亞！―― 詩歌音樂 

十二月二十八日 

讀經 啟示錄 13～15 章；敵基督、末後的收割和七災。 

鑰節 「我又觀看，見羔羊站在鍚安山，同祂又有十四萬四千

人，都有祂的名和祂父的名，寫在額上。」(啟十四 1） 

禱告 主啊！我願成為羔羊的同伴，讓我把握每一個機會來跟隨

祢，學習在任何環境中順從祢、活出祢！ 

詩歌 我不敢稍微失敗～churchinmarlboro.org 

【為什麼要讀猶大書？】任何人若想要知道如何在信仰真道的爭

戰上得勝，并保守自己不受異端邪說和世俗潮流的沖擊，就必須

讀本書。 

【為什麼要讀啟示錄？】任何人若想要更多的認識基督的榮耀，

神救贖計劃的完成，和人類歷史的終結，并知道如何才能成為得

勝者，而忠心、儆醒、預備祂的再來，就必須讀本書。 

【本週聖經鑰句】 
「耶穌基督的啟示。」【啟一1上】本書名為啟示錄，啟示意即揭

開帕子之意，就是使本為隱藏的事顯露出來。讀本書時，千萬不

要以寓意式的方法來讀，這會使我們掉入神學的迷宮中，而要從

「耶穌基督的啟示」（一1）這一個事實來讀。因本書的中心是啟

示耶穌基督的所是和所作是，所以我們要將目光集中在坐寶座的

主身上，用謙卑的靈，藉著禱告，懇求聖靈的光照，使我們明白

書中的奧秘和啟示。本書啟示基督是：(1) 祭司君王  (1章) ；

(2)教會的審判者 (2-3章) ；(3) 創造主(4-章) ；(4) 救贖主   

(5章) ； (5) 歷史的主宰(6-18章) ；(6) 得勝王 (19-20章) ；

(7) 新郎   (21-22章)。所以讀本書，我們要將目光集中在坐寶

座的主身上，用謙卑的靈，藉著禱告，懇求聖靈的光照，使我們

明白書中的奧秘和啟示。親愛的，讓我們懷著敬畏、歡喜、興奮

的心情，專心尋求祂（念這書）、親近祂（聽見的）、順服祂

（遵守其中所記載的）（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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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為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 

◆ 為兒童服事禱告。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2/22&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I%20know%20whom%20I%20believed.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2/23&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Revive%20Thy%20Work.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2/24&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VL3KsjfxS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2/25&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LP.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2/26&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51.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2/27&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agvnacc.org/Hymns/C658.MP3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2/28&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9-2-12%20weekl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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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訊信息】以馬內利 

「以馬內利」是一個三合一的名稱：「以馬」就是同在，「內」就

是我們，「利」就是神。原意就是「神與我們同在」。這是神要藉

著耶穌成就祂創世的計劃──神人合一！這也是我們信耶穌的原

因，因為除祂以外，在天上人間，沒有賜下別名，我們可以與神

和好，和神同在！現在讓我們分四點討論如左： 

神要以馬內利 

亞當被造後，神就與人同在，和人有交通。但從罪入了世界後，

死（與神隔絕）也來了。自此以後，罪在那裏，人與神的隔膜也

在那裏，無法與神同在。雖然如此，神要與人同在的計劃卻從未

改變。當神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後，神叫他們造會幕。祂說：「又當

為我造聖所，使我可以住在他們中間。」（出廿五 8）神要他造會

幕的目的，是要和他們同在。神在會幕中向他們顯現，他們在會

幕敬拜神，藉著會幕神可以和他們同在。會幕是主耶穌的預表，

所以今天我們也在主耶穌裏與神同在。以後，以色列人立了國，

神就叫所羅門王造聖殿。當他為聖殿行奉獻禮時，神的榮耀充滿

聖殿，如列王記上所說：「祭司從聖所出來的時候，有雲充滿耶和

華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職，因為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殿。」

（八 10-11） 

神如何渴慕要與人同在！可是人偏要行可憎可厭的事惹動主怒，

叫神沒法與人同在！末世教會更是變本加厲，把主逐出教會，讓

祂在漫漫長夜裏，受盡風霜！（參歌五 2，啟三 20）請問各位：

神有否離開你的教會？教會若沒有神同在，那教會就不是宗教，

她的存在不過等候主審判而已！ 

神離開以色列人後，新舊約間靜默了四百年，沒有異象，沒有啟

示，直到道成了肉身，神才再與人同在。祂住在我們中間，充充

滿滿有恩典有真理，叫一切信祂的，愛祂的，可以和神同住（約

十四 23）當祂升天前，祂應許和我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廿八 20）。神所要的「以馬內利」。有一天這神人聯繫在一起，要

實現，正如啟示錄所記：「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祂的子民，神要親自

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廿一 3） 

人要以馬內利 

人和動物就是不同。雖然人性敗壞，不能了解神的事情，可是因

了神的恩典，人要神的功能仍舊存在。由於那個功能，人類對神

仍有以下四點感想： 

一、宇宙中確有一個偉大的權力。雖然人們給祂各種不同名稱，

這權力的存在是無可置疑的。 

二、人類的禍福是根據人與那權力的關係而定。如果關係好，人

會得福；如果不好，人會受禍。 

三、今日世界的痛苦，人心的恐慌，不幸的災禍，都由於人和這

權力關係不正常。起了衝突。 

四、有沒有方法可以使人與那權力的關係正常，衝突消弭。 

這樣說來，人的本性就是想以馬內利，想與神調整關係，想和神

親近。這就是有些天然宗教的出發點，可惜因為它們的方法不正

確，結果等於緣木求魚！ 

事實，不但人要以馬內利，就是一切受造之物都在盼望以馬內

利。經上記著說：「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指望

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羅八 19-21）「因為

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

阿們！」（羅十一 36）這就是以馬內利！ 

如何活出以馬內利 

信主的人，有基督在內心作主，這就是以馬內利──神和我們同

在。神是至大，至能，至可怕的。我們有這麼一位神在裏面，那

末我們也應該是至大，至能，至可怕的。但往往因為沒有信心的

緣故，我們不能把神的至大至能表現出來。目前有些基督徒，因

為先天或後天的缺陷，常常有自卑感。自卑感的實情是：一個人

內心的深處覺得自己不如人，可是在外表上不肯示弱，偏要相反

地用驕傲和自大來自誇。這樣的人，目前在社會中越來越多。可

是基督徒卻不應有自卑感，因為我們裏面有至大，至能，至可畏

的神，願主憐憫我們，叫我們看見這真理的真實性，不然的話，

教會裏的問題會更多！ 

在我們裏面的，不特是神！祂也是耶和華。祂是慈愛的，所以我

們要儘量憐憫人，恩待人。別人得罪自己要饒恕，弟兄姐妹的需

要我們儘量幫助。祂也是負責的，誠實的。末世教會就是不誠

實、不負責。社會上充滿了虛謊，毫無責任心，我們一定要誠

實，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行事為人，寧人負我，毋我負人。不

然的話，我們就不能彰顯住在我們裏面的耶和華，那真理的靈也

就不能在我們裏面運行了。我們作基督徒的，同時要公義。許多

人把神當作歡喜菩薩、笑面佛，忘記了神也是烈火！也有人以為

作基督徒應該笑口常開，即使別人有大逆不道，我們也應該說不

要緊。弟兄姐妹們：我們是慈愛的，但也是公義的。我們應該不

對的就是不對，對的就是對，為真理作見證。教會是真理的柱石

和根基，我們應該建立真理，支持真理。對異端，對不法，「未罵

先笑，未打先倒」，不是真基督徒的作風；不然的話，基督也不會

被釘在十字架上了。今天教會之所以到這地步，就是因為許多弟

兄姊妹不敢為真理說話！我們要為主盡忠。耶和華既斷不以有罪

的為無罪！我們自己有罪一定要承認，不承認便得不到赦免。如

果弟兄姊妹有錯，我們一定要憑愛心直說。不要各人自掃門前

雪，因為一個亞干的罪能令全以色列失敗啊！ 

如何得著以馬內利 

現在，我們要看怎樣才能得著以馬內利？我們要有以馬內利一定

要注意客觀和主觀兩方面。客觀方面請看詩篇六十八篇十八節；

「我已經升上高天，擄掠仇敵，你在人間，就是在悖逆的人間，

受了供獻，叫耶和華神可以與他們同住。」這裏「供獻」二字，

中文譯者又譯得太文雅，原是「禮物」。主耶穌升上高天的時候接

受了禮物，有了這禮物，才能叫神與人同住，叫以馬內利成為事

實。這禮物是甚麼呢？羅馬書告訴我們，這禮物是永生。「因為罪

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原文禮物），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

裏，乃是永生。」（六 23）永生就是那禮物，沒有那永生，以馬內

利就沒法實現，神和人就沒法合一。以上所說的是客觀方面，或

說是主為我們所預備的。現在讓我們討論主觀方面，或說怎樣才

能叫主的禮物（生命）成為我們的。使徒約翰告訴我們說：「人有

了神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兒子就沒有生命。」（約壹五 12）我們

必須接受基督才能有生命！換句話說，我們要有以馬內利（神人

合一），必須接受以馬內利（基督）。「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

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約一 12） 

默想：縱使生活繁忙，讓我們更多地信靠「以馬內利」，讓祂的

同在介入生活中的每一細節！ 

禱告：感謝主住在我裏面，使我時刻享受你的同在，因你的同在

是我的安息，也是我隨時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