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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12/8~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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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英杰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王麗斌弟兄家 

南區和北區愛筵交通聚會 週六晚上 6:00-9:30 PM     杨震宇弟兄家 

一、 12 月 15 日(主日下午 1:00 -2:00PM)， 曹波姊妹家)的姊妹成

全聚会，請姊妹出席。 

 

 

 

 

 
十二月八日 

讀經 提多書 1～3章；教會的治理。 

鑰節 「因為神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除去不敬虔的心

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義，敬虔度日，等候所盼

望的福，並等候至大的神和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

現。他為我們捨了自己、要贖我們脫離一切罪惡、又潔淨

我們、特作自己的子民、熱心為善。」（多二 11～14） 

禱告 救主耶穌，教導我如何敬虔度日，並等候袮榮耀的顯現帶

來終極的救恩。 

詩歌 有一日～churchinmarlboro.org 

十二月九日 

讀經 腓利門書第 1章；超越一切的愛。 

鑰節 「他從前與你沒有益處，但如今與你我都有益處。我現在

打發他親自回你那裡去，他是我心上的人。」(門 11~12) 

禱告 主啊，從前我們都是無用、不堪、不配之人，因為袮的

愛，我們願意成為生命改變的阿尼西母，而成為袮和眾肢

體的心上人。 

詩歌 我生命有何等 奇妙的大改變～churchinmarlboro.org 

十二月十日 

讀經 希伯來書 1～2 章 ；接受如此大的救恩。 

鑰節 「所以我們當越發鄭重所聽見的道理，恐怕我們隨流失

去。」（來二 1） 

禱告 親愛的主，袮配得尊貴、榮耀，袮為我受苦、受死，成就

救恩。求袮赦免我，曾經因有心或無意地不看重袮的完全

救恩，幫助我能一生活在這浩大的救恩中。 

詩歌 哦，願我有千萬舌頭～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二月十一日 

讀經 希伯來書 3～4 章；嚮應天上的恩召。 

鑰節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

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來四 16） 

禱告 親愛的主，謝謝袮我們可坦然到袮施恩座前得憐恤、蒙恩

惠，作隨時都幫助，感謝袮。 

詩歌 來罷，憂傷的人～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二月十二日 

讀經 希伯來書 5～7 章；生命達到完全成熟。 

鑰節 「惟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

就能分辨好歹了。」(來五 14) 

禱告 主，求使袮生命在我裡面天天長大，不再是只能吃奶的嬰

孩而不熟仁義的道理。 

詩歌 哦主，求袮長在我心～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二月十三日 

讀經 希伯來書 8～10章；進入幔內生活。  

鑰節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

藉著祂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

就是祂的身體。」（來十 19～20） 

禱告 親愛的主，感謝袮，為我們開了這條又新又活的路，這是

一條讓我們在神面前得蒙恩典的路。 

詩歌 親近，更親近～churchinmarlboro.org 

十二月十四日 

讀經 希伯來書 11～13章；盼望天城新耶路撒冷。 

鑰節 「信就是對所望之事的實底（實體化），未見之事的確

證。」（來十一 1 達秘譯本） 

禱告 親愛的主，求袮加強我們的信心，作個信而順服，蒙袮喜

悅的人。 

詩歌 信而順服～churchinmarlboro.org 

【為什麼要讀提多書？】任何人若想要知道牧養和治理教會的原

則，并据此勸導聖徒持守純正的道理，過正確敬虔的生活，而等

候主的再來，就必須讀本書。 

【為什麼要讀腓利門書？】任何人若想要知道神聖的愛和赦免之

恩如何超越了一切的虧缺和區別，而使所有在基督身體裡的肢體

彼此接納、包容、饒恕，就必須讀本書。 

【為什麼要讀希伯來書？】任何人若想要認識基督超越的啟示

（來一～十18），以及知道基督徒更美生活的實行（來十19～十

三），就必須讀本書。 

【本週聖經鑰句】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藉著祂

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祂的身

體。」（來十19～20）希伯來書有五次「勸勉」，鼓勵正路上的

人繼續向前，驚告歧路上的人回轉歸向神，著重魂的得救。本書

的第四個勸勉就是主耶穌替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使

我們得以直接地進入至聖所，這是何等的權利啊！那麼，我們當

如何呢？希伯來書十章有三樣重要的勸勉 (註：原文有三次『讓

我們Let us』) ： 

一、 『讓我們』來到神面前(21~22節)──存誠心和信心 , 來見神        

（Let us draw near to God）。 

二、 『讓我們』堅守所承認的指望(23節)──堅守指望，絕 不動搖

（Let us hold fast our hope）。 

三、 『讓我們』不停止聚會(24節)──彼此勸勉，等候主再來 

（Let us not give up our mee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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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08/3-30-08%20weekly.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2/9&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Since%20Jesus%20Came%20Into%20My%20Heart.html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2/10&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200.html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2/11&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506.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2/12&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O%20Jesus%20Christ,%20Grow%20Thou%20In%20Me.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2/13&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586.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12/14&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rust%20and%20Obe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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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訊信息】神的家 

豈不知你們是神的家，神的靈住在你們裡頭麼？(林前三 16另譯)  

神有家麼？神若是有家，那麼神的家在哪裡呢？通常所聽到的答覆

是神的家在天上，因為神住在天上。另有人認為說，神既是掌管宇

宙，作萬有的主宰，必定是高坐在寶座上，並不需要一個家。所以

神雖然在天上，但是天上只有寶座，讓神在其上掌權，而不是一個

家。 

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怎樣呢？我們若把舊約和新約全部讀過，就知道神雖然有

寶座掌權，但是更喜歡有個家。他不但喜歡有個家，而且他的經營

中，一大部分是為著得一個家。若是神沒有家，他會不滿足、不喜

悅，也覺得孤單、寂寞，因此在他的旨意中，他作了設計，定了計

劃和步驟，運用他的智慧和能力，經過了無數的波折，最後建立了

一個家，神在這個家中享安息、喜樂、滿足。  

現在神雖然住在天上，以天作他的家，但不過是個臨時的家，天只

給神一個住的地方而已。天上無論怎麼好，並不能叫神不孤單、不

寂寞，也不能彰顯神的生命和榮耀，因此神不能滿意。他現在還在

進行他的工作，就是建立一個圓滿的家庭，作神永久的居所。神不

但要一個住的地方，他更要一個安身在其中的家庭。 

說到神的家，第一次出現在創世記二十八章。雅各逃避他哥哥以

掃，走向哈蘭的時候，在伯特利這個地方住宿。他拾起一塊石頭當

作枕頭，睡的時候作了一個夢，夢見一個通天的梯子，有神的使者

在梯子上，上去下來。雅各醒了後，就懼怕說：「這地方何等可畏，

這不是別的，乃是神的家，也是天的門。」(中文聖經許多地方把家

譯作殿，神的殿也可作神的家。)雅各把那地起名叫伯特利，就是

「神的家」的意思。  

神把他的家先啟示給雅各，是因為：第一，雅各正在飄流中，極需

一個家，正與神的需要相同，所以啟示給雅各，叫他也能領會神的

心意；第二，雅各是全體以色列人的祖先，神有意要以雅各全體子

孫作他的家。神的心是要以人為家，開始向人開啟。 

許多年以後摩西把以色列人領出埃及，來到曠野。神吩咐摩西為他

造了一個帳幕，支搭在以色列人中間。當帳幕造好之後，神的榮耀

就充滿在帳幕中，象徵說：原住在天上的神，此後也藉著帳幕住在

以色列人中間。但是這個家仍舊是象徵的，也是臨時的。  

等到以色列人得到了迦南地為業後，大衛王就起意要為神造一個聖

殿，作為神的家，使神常住在以色列人中。大衛這個心願，十分合

乎神的心意，因為神早就想安家在他的選民中間，但是神不許大衛

建造聖殿，許可大衛的兒子所羅門為他建造。所羅門果然為神造了

一個華美莊麗的聖殿，供神居住。當時，耶和華的榮耀充滿了殿，

似乎神已得到了他的家。但是以色列人不久後離棄了神，事奉了偶

像，最後神也離棄了他們。不但他們的國土喪失，人民不是被殺便

是被擄，連聖殿也都被焚燒、被毀壞，神在地上的家完全失去了。 

屬靈的居所 

從舊約到新約，神要建立一個家庭的心意沒有改變，但他不是建在

天上，也不是建在地上。他也不用物質的材料，建一座像聖殿那樣

的房屋，乃是以人為對象，先使人有生命有靈，又把這些人建成靈

房屋，讓神可以居住。這房屋又是神的家庭，是神的眾子，神在眾

子身上得到安息、喜樂、滿足。藉著這樣的家，神的生命彰顯，神

的榮耀發出光輝。  

基督來到世上，先為我們死，救贖我們脫離罪。若不是基督的救 

贖，沒有一個人有資格作神的家。我們因信基督，罪得赦免，脫

離了撒但的權勢，只屬於神。我們有了屬神的地位，神才收納我

們，好建造成為他的家。 

我們因信基督，也是被聖靈重生。若是沒有重生過，裡頭沒有聖

靈，根本就不是神的孩子，無分於神的家庭。但是因信基督，我

們一面是活石，一面又是神的孩子，合乎建造神家的條件，基督

就開始為神建造一個家庭。在今天，神的家稱作教會。  

林前三章十六節說到教會：「豈不知你們是神的家，神的靈住在

你們裡頭麼？」林後六章十六節說：「我們是永生神的家。」以

弗所書二章十九節說我們是神家裡的人，二十一至二十二節說：

「全房靠他(基督)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家。我們也靠他同

被建造，成為神在靈裡的居所。」提摩太前書三章十五節，保羅

告訴提摩太要「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

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建造神的家 

神雖然住在天上，但天還不是他永久而稱心如意的家。他迫切的

要得著人為家，又把他這個迫切的心情，啟示給愛神的人。愛神

的人也為著神的家迫切，為神的家肯奉獻自己和自己的一切。  

神也啟示我們得救重生的人，聚集成為教會，就是基督所建造的

神的家。我們愛神，也愛神的家。我們愛教會，為教會奉上一

切，為要使神早一天得著家。我們願意同被建造，因為神只能住

建造完成的靈房屋。我們也追求在生命中長大，因為長成的兒子

才能得榮耀，與榮耀的父相配。或生命長大，或建造成功，都是

今天教會的唯一目標，使神得著滿意的家。――真理號聲 

【牧養教會的必具條件】 

（一） 『愛』是牧養教會的先決條件：主復活升天之前，在託付使

徒彼得牧養祂的小羊以先，曾三次問彼得：「你愛我麼？」

(約廿一 15~17)。這告訴我們，「愛」是牧養教會的先決條

件。當日以弗所教會的領袖們，又勞苦又有鑑別力，但是因

為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就被主責備(參啟二 2~4)。所以牧

養教會最重要的條件，還不在於行為、勞碌、忍耐、正直、

智慧，乃在於愛。 

牧養教會要愛主、愛惜羊群(徒廿 29)。若沒有愛，即或你

有各樣屬靈的恩賜，仍算不得甚麼(參林前十三 1~3)。教會

真實的建造，乃是在愛中的建造(參弗四 15~16)。 

（二） 牧養教會必須「真」：使徒保羅說：「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

惡，善要親近」(羅十二 9)，又說：「惟用愛心說誠實話」

(弗四 15)。牧養教會的人必須有愛心，也須有真心。我們

不只敬拜神要以靈以真(約四 24)，並且對待別人也要以愛

以真。任何只會作表面工作，在表面上討人歡心的，一切的

勞苦都將歸於徒然，因為只有出於深淵的，纔會引起深淵響

應(參詩四十二 7) 。 

（三） 牧養教會必須肯「捨己」：主耶穌說：「好牧人為羊捨命。若

是雇工...看見狼來，就撇下羊逃走」(約十 11~12)。牧養

教會的人，遇見任何的難處，首先所該想到的，是羊群而不

是自己；是如何保全羊群，而不是如何保全自己。── 黃

迦勒 

※ 愛，尊重人人有其不同的個性、特長，也知道這不同的個性、

特長是神賦予人不同的恩賜，自然不會嫉妒，反而多多欣

賞。──  A.A. Van Rul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