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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12/29~2014 年 1/4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1:45 AM 

感恩見證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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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育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闵永恒弟兄家 

全教會事奉交通聚會 週六早上10:30-11:30 PM     杨震宇弟兄家 

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一、 2014年 1月 4日全教會事奉交通聚會，請服事者出席，一同

交通 2014年主在教會中生、養、敎、建的帶領。 

二、 2014年 1月 5日全教會特別交通聚會，請弟兄姊妹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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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九日 

讀經 啟示錄 16～17 章；傾倒七碗和大淫婦的刑罰。 

鑰節 「他們與羔羊爭戰，羔羊必勝過他們，因為羔羊是萬主之

主，萬王之王，同著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選有忠心的，也

必得勝。」(啟十七 14) 

禱告 主啊！不論福，不論苦，我願一路跟隨祢，直到進國度！ 

詩歌 我今願跟隨耶穌～churchinmarlboro.org  

十二月三十日 

讀經 啟示錄 18～19 章；巴比倫大的傾倒和羔羊的婚筵。 

鑰節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祂，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

了，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

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啟十九 7～8） 

禱告 主啊！讓我們在世的日子，天天被聖靈充滿和引導，使我

們作一個得勝的人，好預備自己等候新郎的再來。 

詩歌 快樂， 快樂， 新郎快來到――詩歌音樂 

十二月三十一日 

讀經 啟示錄 20～22 章；新天新地和聖城新耶路撒冷。 

鑰節 「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

阿，我願祢來！」（啟廿二 20） 

禱告 主啊，祢必再來，求祢快來，我願祢來！ 

詩歌 讓我們重起首～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一日 

讀經 馬太一 1～17；王的家譜。 

鑰節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家譜：」(太

一 1) 

禱告 主啊！向我顯現，讓我常常看見你的奇妙可愛，吸引我更

愛你。 

詩歌 耶穌我主榮耀王～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二日 

讀經 馬太一 18～25；王的降生。 

鑰節 「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

內利翻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太一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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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歌 Emmanuel(以馬內利) – YouTube 

一月三日 

讀經 馬太二 1～12；博士的尋求、敬拜與奉獻。 

鑰節 「他們看見那星，就大大地歡喜，進了房子，看見小孩子

和祂母親馬利亞，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開寶盒，拿黃

金、乳香、沒藥為禮物獻給祂。」【馬太二 10～11】 

禱告 親愛主，讓我也認定你是王，看見你的寶貴，把我的一生

獻給你，由你使用。 

詩歌 主！你得著我一生～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四日 

讀經 馬太二 13～23；主童年的非凡歲月。 

鑰節 「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裏。這是要應驗先

知所說，祂將稱為拿撒勒人的話了。」(太二 23) 

禱告 親愛的天父！讓我們知道，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每一件事，

都是照著祢預先所定的計劃而進行，好使我們成為祢作工

的器皿。 

詩歌 父，我知道我的一生～churchinmarlboro.org 

親愛的聖徒，平安! 

神不會因我們閱讀聖經，愛我們更多。然而閱讀祂的話，會使我

們更愛祂。 聖經是活的，因主是活的！我們打開它的越多，它

會將祂自己越多的向我們打開。 如果我們每日持續讀神的話

語，我們將會在信、愛、望上，每日繼續的成長。  

新的一年，新的開始，讓我們今年將新約聖經讀完一遍；開始 

（一）讀一本奇妙的「書」──聖經； 

（二）愛一位奇妙的「人」──耶穌基督。 

你的弟兄， 

宇 

【本週聖經鑰句】 
「主耶穌阿，我願祢來！」（啟廿二 20）在我們研讀這感人心靈

肺腑的啟示錄之後，但願我們能與約翰一同看見，人類歷史的終

結，基督的榮耀，和聖徒的盼望。更盼望，約翰最後的一個禱告

也能成為我們的禱告。因為 

（一） 這一個重要的禱告是憑著主在聖經中最後一個應許而求的 

(啟廿二 7，12，20）。全本聖經中有許多的應許都應驗

了，惟獨這一個最重要和與這有關的應許直今尚未應驗。然

而這一個最後和其所連帶的應許，也必會按著神的時候實

現，完全應驗，絕不落空。這是我們所堅信的。 

（二） 這一個重要的禱告是歷代二千年來許多忠心的聖徒呼喊、盼

望、等候，也是信心的宣告。他們肯定而熱切的禱告，確知

主必快來，對我們是何等的激勵！ 

【禱告事項】 
◆ 為2014年主在教會中生、養、敎、建的帶領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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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ollow%20on.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2/30&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agvnacc.org/Hymns/C653.MP3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2/31&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714.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YRLEEHY.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6hZyvnJn-R4
http://www.google.com/url?sa=t&rct=j&q=%E4%B8%BB%EF%BC%81%E4%BD%A0%E5%BE%97%E8%91%97%E6%88%91%E4%B8%80%E7%94%9F%EF%BC%81&source=web&cd=1&ved=0CB0QFjAA&url=http%3A%2F%2Fwww.churchinmarlboro.org%2Fhymns%2FTake%2520My%2520life.htm&ei=f3D_TsWpM-Ly0gGmm-XiBg&usg=AFQjCNGWrytzgbeKVil9J2ytvdTcn1hnow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ather%20I%20kno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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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這一個重要的禱告也應是我們每一個愛主的人所該有的；只

是，約翰所以能有這一個禱告，因為他已經預備好迎見主！

而我們是否也預備好了嗎？ 

默想：親愛的，我們預備好要迎見主耶穌嗎？你我真的願意祂來

嗎？ 

【家訊信息】基督再來 

…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

怎樣來。(徒一 11)  

馬太福音記載，當大祭司把主耶穌捉拿了來，審問他是神的兒子

基督不是的時候，主對他說：「你說的是。然而我告訴你們，後來

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馬太二十六章六十四節)主說他要再次來到地上，單是在馬太福

音，至少說了四次。 

主再來的目的 

基督還要降臨到地上，不但是確定的事，更是一件經過計劃，到

了時候必定實施的事，因為基督要到地上來兩次，是出於神的旨

意。主耶穌作基督的任務，是要執行神的旨意，並且分成幾個階

段，採取九個步驟而成的。基督第一次來到世界的時候，是他工

作的一個步驟，作成了一些事情。還有一些事情，是要等到第二

次降臨的時候，把它完成。 

基督第一次來，主要是作成救恩，叫我們這些罪人，因這個救恩

得救。在第一次來的時候，他收斂起威榮，無聲無息的降生為嬰

孩，成為一個血肉之驅。他過了三十多年卑微的為人生活，最後

被釘在十字架上，擔當了世人一切的罪。當他死的時候，喊著

說：「成了！」就是指贖罪大功告成說的。我們信他的人，我們的

罪在那時已完全肅清，此後不再受罪的審判，我們得救了。 

主又復活了，升天了，聖靈也來了，我們就因此得到生命，成為

神的兒子。這個救恩如此的完全，似乎不需要基督二次來臨。 

若是光為我們得救，這救恩已經十分完全，但是神的旨意，不光

是為拯救我們。拯救我們脫離滅亡，得永生，是神旨意裡的一個

重要部分，但是在我們得救之外，還有許多問題必須解決，神旨

意才算全部完成。這些尚未解決的問題中最大的一個，就是撒但

必須剷除，撒但的國必須銷毀，神的國要在地上實現，基督要在

地上為王、掌權。因此基督要二次再來，把這些末了的問題，一

併解決。 

我們的態度 

我們作了基督徒，雖然罪已得到完全的赦免，但是我們還活在這

世界上，還靠近撒但的國，撒但仍舊要誘惑我們，使我們再墮落

到他的國中，為他效力。有許多基督徒，在不知不覺中，中了撒

但的圈套，愛了世界，受了迷惑，又落到撒但的掌握中。因此我

們這些屬基督的人，就要儆醒、警覺，學習如何遠離世界，作一

個事奉神、活在教會中的人，不被世界拖去。所以主把撒但的國

還留在我們身邊，為要造就我們，叫我們學習憑靈而活，活在世

界上卻不屬這個世界，也不為這個世界活。 

因此，我們蒙了救恩的人，當知道活在這世界上的意義，為要顯

明我們是神的兒女，也是基督的教會。我們當與撒但和撒但的國

有分別，生活行動都是為基督作見證。因為主還要再來，決不遲

延。他來時要解決撒但的國，建立基督的國，所以我們當在此儆

醒、站住，不要混在撒但的國裡，受到虧損。 

新約聖經中，不但有主親口提醒我們的話，叫我們儆醒預備，等

候他再來。還有好幾卷書信，例如哥林多前書十五章、腓立比書

三章，帖撒羅尼迦前書和後書、提摩太前書和後書、希伯來書、

彼得前書和後書、猶大書，都有極嚴肅的話，勉勵、我們，又告

訴我們，基督再臨之前，世界要有何種敗壞的現象，對我們基督

徒有哪些危險，對教會有哪些試煉，盼望「我們的靈、與魂、與

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

摘。」 

就把神旨意中的末一部分，執行成功。所以基督第二次來時，他

的身分、任務和第一次來時完全不同。他再來時，不是無聲無息

的來到世間，乃是帶著基督的威嚴，來完成他的任務。 

當基督升天的時候，有天使對看著他升天的人說：「這離開你們被

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到他

第二次來時，果然就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雲降

臨。」又說：「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有天使長的聲

音，又有神的號吹響。」並且又說：「看哪，他駕雲降臨，眾目要

看見他，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他哀哭。

這話是真實的，阿們！」基督在他的榮耀裡降臨之後，把「一切

執政的、掌權的、有能力的，都毀滅了，就把國交與父神。因為

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敵，都放在他的腳下。」基督大功

告成。(參看路加二十一章二十七節，帖前四章十六節。) 

基督再臨時，若我們活著，身體要立刻變化，變成不壞的、不死

的、屬靈的身體。若是已經睡在墳墓裡，就要復活，成為榮耀的

身體。復活的和改變的，都要一同被提到空中，和主相遇。此後

我們的身體性質不再朽壞，而且也不再有病痛，和基督復活的身

體完全相似，我們的身體蒙到完全的拯救。基督再臨，乃是我們

基督徒的盼望。我們今天雖然還要遭遇逼迫，忍受苦楚，但是想

到主必再來，想到主來時的榮耀，比起現在的苦，就不足介意

了。我們盼望主再來，也準備迎接主再來。啟示錄二十二章 20

節，是所有聖徒對主的回應。主說：「我必快來！」我們回應說：

「阿們！主耶穌阿，我願你來！」──真理號聲  

【管家】根據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五日，「列辛頓前鋒領袖報」

(Lexington Hearald-Leader)的一篇報導，住在佛羅裏達州西棕櫚樹

海灘，一棟房子裏的那戶人家，允許了製作電視連續劇「史特萊

克」(S.L. Stryker)的攝影隊，在房子的前院草坪錄製片中的一幕

場景。其中的情節會出現一些車子瘋狂的撞毀於屋前。當整個前

院如此遭損毀時，有人暗中告訴屋主。他特地從紐約打電話回

來，要知道他的房子發生甚麼事。原來住在這房子裏的那戶人家

只不過是個房客，根本沒有權利容許人來拍電影，破壞這產業。 

我們在這世上過日子，也常常犯了同樣的錯誤，以為我們的生命

是屬於自己的。需知有一天，神會召我們到祂面前交帳，我們必

須為如何使用神託付給我們的這一生，向神負責。因此，必須儆

醒小心過我們在世上的日子。 

【當你們想不到的時候】麥奇納是蘇格蘭籍宣道人，有一次向他

的一些朋友說：「你們想，基督會在今天晚上來嗎？」他們一個個

都說：「我想不會。」當所有的人都說完同樣得到回答後，他嚴肅

地唸出下面的經節：「當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

《慕迪喻道故事》 

※ 基督帶進教會，教會帶進國度；惟有教會真正讓基督作王掌

權，纔能促進主的再來。 

※ 應當學習不只為著主的工作活著，且是為著主的提接活著。

每一個信徒最要緊不過的事，就是得賞。──倪柝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