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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5 年 12/13~ 12/19 

主日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1:00-11:30 AM 

造就聚會                              11:30-12:30 P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王艾东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曹英杰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青少年福音聚會 週六下午5:30-9:30 PM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国华姊妹家 

(一)為 12月 19 日青少年福音聚會禱告。求主使青少年聖徒不以福

音为耻，抓住機會邀请好友参加，並愿在他们朋友面前，藉著唱詩

歌與作見證，使來者都聆聽到神的福音。 

 

 

 

 

 

 

十二月十三日 

讀經 啟四；坐寶座者 

鑰節 被聖靈感動，見有一寶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寶座

上。 (啟四 2) 

十二月十四日 

讀經 啟五；宇宙合唱 

鑰節 我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裡和天地間，一切

所有被造之物，都說，但願頌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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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十五日 

讀經 啟六；末世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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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祢幫助我們調整生活方式和態度，敬虔度日。 

十二月十六日 

讀經 啟七；蒙神知道 

鑰節 我們對他說，我們主，你知道。他向我們說，這些人是從大

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淨了。 (啟七 14) 

十二月十七日 

讀經 啟八；聖徒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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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十八日 

讀經 啟九；仍不悔改 

鑰節 其餘未曾被這些災所殺的人仍舊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還是

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聽、不能走，金、銀、銅、

木、石的偶像。 (啟九 20) 

十二月十九日 

讀經 啟十；神的話語 

鑰節 喫盡了；在我們口中果然甜如蜜，喫了以後肚子覺得發苦

了。 (啟十 10) 

【本週聖經鑰句】 
「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啟五 13) ──《啟示錄》第五章本

章我們特別看見，天上的敬拜是不受時間的限制，因為「羔羊

是配」──那書卷並揭開七印，以及配受萬有的稱頌，包括：

(1)眾聖徒的祈禱(8 節)；(2)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唱新歌(9～

10 節)；(3)眾天使大聲稱頌(11～12節)；(4)一切所有被造之

物都稱頌(13 節)；(5)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的回應(14 節)。 

11～14節指出宇宙詩班的大合唱是何等偉大的場面，穹蒼之中

滿了阿們！在天上有頌讚，在地上有眾聖徒的祈禱。天上的爭

戰和地上的苦難，都源於撒但想要竊取向神的頌讚和尊崇。但

至終一切受造之物也都加入宇宙詩班的行列，眾口同聲的稱頌

基督是至大、至尊和至高者。我們的祈禱、讚美絕不孤單。

哦！有誰能靜默呢？讓我們起來一同歌頌吧！這章敬拜的異

象，幫助我們明白並操練敬拜神的真意，更激勵我們作個唱詩

人，讚美我主我神，因「愛雖難答，恩難報，惟願讚美得

好！」(聖徒詩歌 190) 

「人類常有一種天然內在的傾向，寧願敬拜被造之物，而不敬

拜造物的主。在這事上，甚至連使徒約翰也需要被改正(啟 1 十

九 10)。全本啟示錄所描寫的爭戰，都環繞著這個問題。天上的

爭戰和地上的苦難，都起源於撒但想要竊取向神的頌贊和尊

崇。但在啟示錄第五章，在那加冕的偉大日子裡，我們看見了

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和滄海裡一切被造之物，都聯合起

來，眾口同聲的稱頌基督是至大、至尊和至高者！這一章和腓

立比書二 9～11，是互相銜接的。「萬膝無不向祂跪拜……萬口

無不稱耶穌基督為主」！祂藉十字架的死與復活，已經完成了

這件事，剛被殺的羔羊乃是配得的！」──倪柝聲 

【家訊信息】團體生活 
個人的生活是為著團體的生活，或者說個人是為著團體。我們

都活在時空的限制裡，活在時空裡的一點，但看見團體的一面

時，就知道我們並不是時空裡的一個孤點，乃是一同有分神的

偉大傑作。  

超越時空的團體人 

創世記一章 26-28節告訴我們，神所造的人是一個團體人—一

對夫婦，他們並不代表整體的團體人，乃是這個團體人的開

始。神造了這對夫婦後，就賜福給他們，對他們說：「要生養眾

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生養眾多」是在時間上的延續，

人在時間上是有限的，即使活到一百歲，比起永遠仍是微不足

道，所以需要在時間上延續，要生養眾多—不只生一代，而是

生許多代。「遍滿地面」是在空間上的擴展，人不單年日活不

長，所佔的空間也非常小，比起無限來說也是微不足道。試問

受時空限制的人，如何代表、彰顯永遠無限的神？故此，神造

了這對夫婦以後，囑咐他們要生養眾多，在時間上有延續，也

要他們遍滿地面，在空間上有擴展。  

人的被造，一面是受時空的影響，我們所在的時空點最影響我

們，另一方面我們不是孤點，神需要得著一個團體人來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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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事項】 
◆ 為2015年主在教會中生、養、敎、建的帶領禱告。 

◆ 為買地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12月19日青少年福音聚會禱告。 

◆ 為在病中紐約教會朱永毅弟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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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他，成全他的旨意。這團體人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對

我們受時空限制的人來說很難領會。相反，與我們息息相關的

事情最能影響我們，所以教會的地方性對我們來說非常切身，

但這不能代表神所有要作的事，因為神所要得著的團體人，是

超過時間和空間的。故此，我們需要來看教會超越時間和空間

限制的那一面，就是她的宇宙性。從聖經中我們看見教會有地

方性和宇宙性這兩方面，或者可以說，有時空點的一面，也有

超越時空點的一面。我們日常所經歷的，就是教會地方的一

面，在身體裡彼此相愛、配搭服事；另一方面，我們需要看見

教會是超時空的。  

個人為著團體 

以弗所書告訴我們，教會是被召出來的會眾，從一個境界被召

到另一個境界，這是神遠在創立世界以前所定規的，就是藉著

他所創造、受時空限制的人來完成他的旨意。我們需要活在正

確的境界裡，這不單是為著個人，也是為著團體。神不但個別

地呼召我們，並且招聚我們在一起，在時空裡作他的見證。這

呼召帶給我們盼望，就是我們這些活在時空裡的人，可以在正

確的境界、有限的時間裡與永遠掛勾，所以蒙召的盼望不單為

著個人，更是為著團體。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

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弗二 10)「工作」是「傑

作」的意思，「行」指「行走」，就是在另外一個境界裡。得救

以前我們行走在一個境界裡，就是向神獨立、不倚靠神的境

界；蒙神呼召得救後，就被帶到倚靠神的境界裡。在這個新的

境界裡，神就開始他的傑作。我們在時空裡是很小的一部分，

所以神在我們身上所作的，也是他永遠的傑作裡很小的一部

分，但卻是不可或缺的。當事情臨到我們身上時，不要以為只

與現在有關，這其實在神永遠計劃裡是不可缺少的。然而，我

們這些微小的人不容易看見這方面，總是以自我為中心；即使

我們得著開啟後，也很容易離開這個正確的境界。求主時常題

醒我們，個人是為著團體，今生是為著永恆。  

活在倚靠神的境界 

論到教會，我們需要從個人的一面進到團體的一面，從地方的

一面進到宇宙的一面。馬太福音十六章第一次題到教會，當時

耶穌帶著門徒來到該撒利亞腓立比的境內，問他們說：「你們說

我是誰？」西門彼得得著啟示，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

子。」主耶穌接著說：「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主

所說的教會乃是超時空、宇宙性的教會。彼得得著這一啟示

後，聖經記載：「從此，耶穌才指示門徒，他必須上耶路撒冷

去，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苦，並且被殺，第三日復

活。彼得就拉著他，勸他說：主阿，萬不可如此！這事必不臨

到你身上。」(太十六 21-22)彼得得著啟示時，眼界被拔高，視

野被擴大，他是在倚靠神的境界裡，但當他聽見主要上耶路撒

冷受苦，而且被殺、第三天復活時，他馬上有自己的主意，要

告訴主該怎麼作。他不單不倚靠神，而且在向神獨立的境界

裡，結果換來主的責備。  

當我們活在時空的限制裡，都會認定自己是有限的、必死的、

脆弱的，很容易倚靠神，但當我們稍微蒙一點開啟，就會很快

離開倚靠神的境界，所以啟示常常成為我們很大的考驗。固然

我們需要看見神所作的，但看見後不要驕傲，否則就落入撒但

的圈套。撒但不受時空影響，知道很多事情，所以牠就高舉自

己，要與至高者同等，這樣的背叛就帶來牠的墮落。故此，我

們的眼界被拔高、視野被擴大時，需要到主面前來求主憐憫。  

 昔日主耶穌升天前，對門徒說：「約翰是用水施浸，但不多幾

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浸。」(徒一 5)受浸有水浸和靈浸兩方面，

靈浸是和身體有關的，如哥林多前書十二章 13 節說：「我們不

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

靈受浸，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這個靈浸是在五旬

節發生的，那時門徒被聖靈充滿，說起方言來。創世記十一章

記載世人要造一個巴別塔，為要傳揚自己的名，神就變亂他們

的口音，於是他們分散到世界各地。從那時候起，不同的語言

就成為人不能聚在一起的原因；當人不能溝通明白，就無法辦

事。當五旬節聖靈降臨時，世界各地的人聚在一起，一百二十

個門徒就用不同的方言稱頌神，不需要傳譯，恢復到巴別塔以

前的光景，沒有任何區別。故此，靈浸是把人帶到一個身體

裡，不管是猶太人、希尼利人、自主的、為奴的，都包括在一

個身體裡。 

接受神的安排 

聖靈降臨在使徒身上，他們就得著能力，首先在耶路撒冷作主

的見證，否認自己，並活在受浸的實際裡，然後在神主宰的安

排中，再擴展到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徒一 8)。有些

人得著一點開啟，對宇宙的教會有點認識，很快就採取一個超

地方的態度，要作一個超然的基督徒。然而，神將我們擺在一

個地方，實在是他的保守；與弟兄姊妹一同相處，叫我們常常

回到主的面前。教會生活，就是保守我們活在倚靠神的境界裡

的最好環境。我們不是先看宇宙教會，因為神將我們擺在時空

點上，若只看見超時空的話，對我們來說不實際，結果就不能

與我們同時同在的人建造在一起。神的傑作必須從每一個時空

點來開始，照著他的主宰把我們擺在這個地方、這個時候。我

們不要想超越神所主宰的安排，要安於神所安排的。  

羅馬書九至十一章講到神的主宰和揀選，特別題及神的憐憫。

我們都是蒙神憐憫的器皿，所以不要向神強嘴，不要向神發表

自己的意見，不要告訴神該怎樣做。我們必須承認神的主宰，

他如此提拔、看重我們這些又短暫又渺小的人，在這短暫的時

間裡能夠與神永遠的定旨有關係，全是他的憐憫。我們都要在

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在他所主宰所安排的環境裡，與肢體在愛

中同被建造。保羅在羅馬書十一章 33-36節，讚美神的智慧和

知識，接著就回到實際裡；十二章 1 節的「所以」，是接著十一

章 33-36 節的。因著看見神的智慧、主宰、揀選和憐憫，我們

就回到時空點，不再有超然的地位，乃將身體獻上，當作活

祭，這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  

總結 

若我們真看見羅馬書九至十一章，就會更加投入教會生活，不

會成為超然基督徒。若我們的生活是超越教會的，便已經離開

倚賴神的境界了。我們雖然這麼微小和短暫，神還是憐憫我

們，將我們擺在這個環境和世代裡，叫我們可以倚靠神。我們

既然看到教會宇宙的一面，就必須回到地方實際的一面，認識

我們在這裡不是一個孤點。今天我們不光有教會生活，教會生

活還把我們擺在神永遠的傑作中，叫我們這些在時空裡的人，

在他永遠的旨意裡有分。願主藉著他的話激勵、開啟我們，不

單個人在主面前有這樣的生活，團體也有這樣的生活，如此神

的旨意在時空中就能彰顯出來。  ――朱永毅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