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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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19~ 4/25 
主日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交通聚會                  10:50-12:15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曹英杰弟兄家 

福音愛筵聚會 週六下午5:00〜9:30 PM     

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一) 4月25日(週六)晚上福音愛筵聚會，請全體出席、參與服事及

留意教會各方面安排。 

(二) 今年的福音营仍将在国殇节长周五月23日晚上8:30～25日週

一上午10点)。地点：宾州的青山基督徒营地(Blue Mountain 

Christian Camp)。请大家多为福音营各方面事工祷告，并邀请

弟兄姐妹和渴慕真道的朋友们参加。请将福音營报名表送交陈

宪明和王艾东。 

 

 

 

 

 
 

 

四月十九日 

讀經 路十一 1～28，迫切直求 

鑰節 我告訴你們，雖不因他是朋友起來給他，但因他情詞迫切的

直求，就必起來照他所需用的給他。(路十一 8) 

四月二十日 

讀經 路十一 29～54，眼亮身明 

鑰節 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眼

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路十一 34) 

四月二十一日 

讀經 路十二 1～34，無知財主 

鑰節 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你所豫備

的，要歸誰呢？ 』(路十二 20) 

四月二十二日 

讀經 路十二 35～59，忠心管家 

鑰節 主說：誰是那忠心有見識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裏的

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呢？(路十二 42) 

四月二十三日 

讀經 路十三 1～17，主的寬容 

鑰節 管園的說：『主阿，今年且留著，等我周圍掘開土，加上

糞；以後若結果子便罷；不然再把它砍了。』(路十三 8～

9) 

四月二十四日 

讀經 路十三 18～35，要進窄門 

鑰節 有一個人問祂說：『主阿，得救的人少麼？』耶穌對眾人

說：『你們要努力進窄門；我告訴你們，將來有許多人想要

進去，卻是不能。』(路十三 23～24) 

四月二十五日 

讀經 路十四 1～24，請赴筵席 

鑰節 到了坐席的時候，打發僕人去對所請的人說：『請來罷，樣

樣都齊備了。』(路十四 17) 

【本週聖經鑰字】 
「大筵席」 (路十四 16) ──這個比喻讓我們看到神樂意向所有

的人發出邀請。對於接受神邀請的人是何等的有福，對於拒絕的

人是何等的可惜！另一面我們也看見僕人的重要，他們到城內、

鄉村、大街小巷邀人赴筵，盡心竭力引人來赴這「大筵席」。他

們的忠心順服和無怨無悔的服事正是我們傳福音的榜樣。今天神

仍在邀請人來享受祂所預備的救恩，所以我們當體會神的心腸，

廣傳福音，好讓更多的人能領受救恩的喜樂。 

本段我們看見神邀請人赴宴，教導我們： 

(一) 筵席的主人大──是神自己──『有一人』(16 節上) 。 

(二) 筵席本身大──『擺設大筵席』(16節中)。神何等樂意讓

世人都來享受祂所預備的救恩。 

(三) 所請的客人多──『請了許多客』(16節下)。神『不願有

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三 9) 。 

(四) 筵席的內容豐富──『樣樣都齊備了』(17節)。福音的筵

席是白白的恩典，三一神預備得樣樣都齊全。 

(五) 請的次數多──再三打發僕人去請(16～17，21，23節)。

在神救贖的計劃中，為人保留了數不盡的空位，二千年來得

救的人數雖然千千萬萬，但仍然「還有空座」。 

(六) 請的對象廣──『領那貧窮的、殘廢的、瞎眼的、瘸腿的』

(21節)。『貧窮的』指覺得心靈虛空、不滿足的人。.『殘

廢的』指覺得對行善心有餘而力不足的人。 『瞎眼的』指

覺得前途黑暗、不知何去何從的人。『瘸腿的』指覺得無力

行走在人生正途上的人。神所豫備的救主和救恩乃是向有需

要的人而敝開的。 

(七) 請的範圍廣包括『大街小巷』(21 節)、『路上籬笆那裏』

(23節)。人的得救，並不是出於自己主動的追求，乃是出

於神恩典的『勉強』。我們肯為福音的緣故，勉強我們的親

友、路人來赴福音筵席嗎？ 

【不要推辭】1899 年 11月 23 日，著名佈道家慕迪（D. L. 

Moody），在美國肯薩斯州傳最後一次福音，題目正是「不要推

辭」（路十四 15～24）。他說「我從未、從未像此時此刻，如此

渴望領人歸向基督！」他已病危，仍呼召人赴神筵席，當日 50

人決志信主。一個月後他便被召返天家。 

【家訊信息】異象與認同 
基督與教會，是聖經給我們看見最重要、最中心的異象。實行

「基督與教會」這真理的時候，我們需要認同我們所看見的異象

是可實行的。怎麼實行呢？就是基督作我們的生命，教會作我們

的生活。「認同」這個詞不光是承認、認識，並且同意；更進一

步，承認、同意之後就照著去實行。換言之，真理與實行就是異

象與認同；真理就是基督與教會，實行就是基督作生命、教會是

生活。 

尋求神是人的本能 

創世記一章 26節說到神造人，給他外面有體，裡面有魂，最深處有

靈，這叫他有尋求神的本能。世上不同的宗教正好證明神造人，有

尋求神的本能，但宗教是在基督以外尋求神、事奉神。從前有一位

【禱告事項】 
◆ 為2015年主在教會中生、養、敎、建的帶領禱告。 

◆ 為4月25日(週六)福音聚會和國殤節福音營(五月23～2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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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在病中曹波姊妹，张凉姊妹的母親，上海张建伟弟兄，紐約教會

朱永毅弟兄和台灣陳佳琪姊妹(杨震宇弟兄的弟妹)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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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弟兄，小時候跟母親到廟宇。母親跪在那兒禱告，但他不

相信那被造的泥菩薩。他走到屋外望天禱告，說：「我知道廟裡的泥

菩薩不是神，盼望有一天我能找到你！」這說明他裡頭有一個尋求

神的本能。又有一位弟兄作見證，他來自非洲一個非常落後的村落，

當地人甚麼都拜，但他從小就有一顆尋求神的心，他說他所拜的不

能得著滿足。直到有一天，一位宣教士來到他那個部落傳福音，他

就信了。由此可知，不論宗教背景如何，人裡頭都有一個尋求神、

認識神的本能。 

撒但知道人有尋求神的本能，就利用宗教將神「神祕化」了。聖、

光、義、愛都是神的屬性，而人覺得自己跟神相差太遠，不配直接

認識神，於是產生居間階級。神是聖潔、公義的，住在人不能靠近

的光裡，但是神很願意與人在一起，主耶穌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

間，豐豐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就是把神帶到人中間。 

在第一世紀末期，啟示錄二章題到教會中有尼哥拉黨人(Nicolaitans)

的教訓和實行。Nicolaitans 的字源來自 Nicole(得勝)和 Laity(平信徒)，

就是勝過大部分信徒的人，即所謂的聖品階級(Clergy)。在教會中，

有人教導要有居間階級，就建立了宗教制度。宗教制度的階級等次

(Hierarchy)分得很仔細，Hierarchy就是說有一班人比平信徒優勝，

整個宗教組織就是要分等級，後來演變為天主教的政教合一，腐敗

不堪，一片混亂。即便如此，歷世歷代仍有很多尋求神的人，這本

能存在於每一世代的每一個人裡頭。 

出路乃是魂的救恩 

第三、四世紀以後，羅馬天主教成立了，階級等次更明顯，一直到

十五、十六世紀，是黑暗時期，加入聖品階級的人，要許三個願：

第一，安貧願──願意安於貧窮；第二，童身願──願意守童身，

不結婚；第三，順服願──願意順服。這三個願正是針對人的三大

問題：財、色、背叛，就是金錢的貪愛、肉體的慾望、背叛的性情。

凡要加入聖品階級的人必須許這三個願，但沒有要求平信徒須安貧、

守童身或順服，因為他們夠不上。 

這三方面與我們的魂有關係，就是與我們的心思、意志、情感有關。

希伯來書四章 12節說：「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

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

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話是活的，是有功效的，能把魂與

靈分開。我們要看清魂與靈是被剖開的，而財、色、背叛都是跟魂

有關係。天主教用外面的禁慾主義來勉強人守住這三個願，但不能

真正解決問題。馬丁路德改教，沒有恢復這一點，沒有把希伯來書

四章 12 節恢復過來。若是沒有看見魂和靈分開，沒有看見魂的救恩，

就沒有出路。 

路德馬丁改教後，基督教慢慢變成國教，帶進混亂，後來演變為不

同的宗派，例如路德宗、內住奧祕派等。奧祕派信徒如蓋恩夫人、

勞倫斯等，他們追求神的心是我們及不上的。他們願意受苦、肯付

代價，但這也是禁慾主義，沒看見魂的救恩的重要。無論是個人追

求或教會生活，不容易完全脫離禁慾主義。我們要講十字架的真理，

但怎樣落實十字架的工作？不是靠禁慾主義，也不是靠自己堅強的

意志。唯一的路，就是看見魂的救恩；它是最高、最深的屬靈經歷，

若沒有看見魂的救恩，一切都是徒然。 

天天經歷魂的救恩 

因著這個緣故，我們的認同不是向著個人、組織或團體，也不是向

著傳統。我們的認同必須看見「基督是生命，教會是生活」；這不是

一個口號，乃是真正看見每天經歷魂的救恩。我們得救，靈的重生

是一剎那間的事，體在號筒吹響一剎那就改變了形狀，但魂的救恩 

是一生之久，是天天經歷的，這與我們的追求有關係；每一天

的追求，就是經歷魂的救恩。經歷魂的救恩有一個講究，要看

見神給我們的兩份大禮物：聖經、聖靈。回顧教會歷史，十九

世紀弟兄會恢復了聖經的重要真理，卻在實行方面懸空了，這

是因為在實行上沒有包括魂的救恩，只有異象，沒有認同。 

每一天我們醒過來，我們的預設就是在自己裡面。不要說：「昨

天我過得這麼好，又享受主，今天醒來一定在靈裡。」沒有這

回事。過了一個晚上醒來，我們那個預設都是在自己裡面，所

以每一天早上，不論是個人或群體生活，必須謹記：不管昨天

怎麼樣，今天必須是一個新的開始，我們應該帶著期盼和樂觀

的心態面對新的一天。這個新的開始，是要來預防的，因為預

防勝於治療。我們要呼求主名，禱讀主話，幫助我們活在對的

境界裡。每天早上，未開始處理任何事情之前，我們就要簡簡

單單地到主面前，向主敞開，把我們從那個預設的己裡面帶出

來，這完全不是禁慾主義的作法。除了個人的生活，教會的生

活也不要停留在魂裡，例如：怎樣預備教會的聚會？我們要作

有見識的人，不要落在自己的預設裡。我們的認同，必須在我

們的生活中實行出來：基督是我們的生命，教會是我們的生活。 

每天過得勝的生活 

我們為著神的旨意而活，希望到了路終沒有甚麼遺憾，一生沒

有虛度，也就是能作得勝者。我們應該有這樣的雄心壯志，但

是聖經裡沒有「得勝者」一詞，只有「得勝的」，是個動詞，不

是名詞。你參加或認同一個團體，並不表示你就是得勝者；很

多團體是要你認同他們，以為這樣就可以保證你作得勝者。我

們不是參加一個團體來保證我們作得勝者，乃是要有一個看見：

每一天過得勝的生活，每一天都作得勝的。即使有一天我們軟

弱了，也不用擔心，因為我們都有分於新耶路撒冷。今天我們

能預嘗這福分，實在太有福了。 

照著聖經的啟示，沒有一個人能說自己是得勝者。聖經沒有應

許過誰是得勝者，但我們都有一個心願：每一天都作得勝的，

勝過每一個環境。我們應該帶著樂觀的心情面對每一天，好好

經歷魂的救恩。──朱永毅弟兄 

【獻給萬王之王，Gifts for the King】 

※ 如果你有禮物──獻上吧！If you have a present.... bring it. 

※ 如果你有詩歌──吟唱吧！If you have a song.... sing it. 

※ 如果你有真愛──抒發吧！If you have love.... diffuse it. 

※ 如果你有喜樂──分享吧！If you have joy....share it. 

※ 如果你有感恩──展現吧！If you have gratitude....show it. 

※ 如果你有感動──禱告吧！If you have a prayer....say it. 

※ 如果你有頌詞──歌詠吧！If you have a psalm....express it. 

【愛就是】 

那裏有仇恨，讓我在那兒播種仁慈； 

那裏有創傷，讓我在那兒播種饒恕； 

那裏有懷疑，讓我在那兒播種信任； 

那裏有灰心，讓我在那兒播種希望； 

那裏有黑暗，讓我在那兒播種光明； 

那裏有悲哀，讓我在那兒播種喜樂； 

哦!聖父啊!賜我恩典，使我寧可尋求安慰人，而不是被安慰； 

瞭解人，而不是被瞭解；愛，而不是被愛。因為當我給予時，

我就獲得；當我饒恕時，我就蒙饒恕；當我向己死時，我就向

神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