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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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6/20 

福音營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讀經聚會                          11:00-11:30 AM 

交通聚會                          11:3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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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宪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劉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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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十四日 

讀經 約十四 16～31；聖靈內住 

鑰節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祂永遠與你

們同在。(約十四 16) 

六月十五日 

讀經 約十五 1～17；住在主裏面。 

鑰節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住在我裏面的，我也住在他裏

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

約十五 5) 

六月十六日 

讀經 約十五 18～27； 不屬世界。 

鑰節 只因你們不屬世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

界就恨你們。 (約十五 19下) 

六月十七日 

讀經 約十六 1～15；真理的靈。 

鑰節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祂要引導你們明白(原文作進入)一

切的真理(原文作實際)。(約十六 13 上) 

六月十八日 

讀經 約十六 16～33；主裹平安。 

鑰節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

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約

十六 33) 

六月十九日 

讀經 約十七 1～19；臨別的禱告。 

鑰節 耶穌說了這話，就舉目望天說：『父阿，時候到了。願你

榮耀你的兒子，使兒子也榮耀你。』 (約十七 1) 

六月二十日 

讀經 約十七 20～26；合而為一。 

鑰節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裏面，我在你裏面，使

他們也在我們裏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 (約十七

21) 

【本週聖經鑰句】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約十七 21～23) ──神作工的目標乃是

使萬有在基督裹都歸於一(弗一 10) 。所以教會的合一是主禱告

中的最重要的事，也是主禱告中所求的最多次的事（本章中提

了五次，11，21～23節）。可惜基督教分成各宗各派，雖有歷

史的淵源，卻是違背神的心意。但從教會歷史中，我們仍看到

有啟示錄非拉鐵非教會的彼此相愛和十八世紀德國的摩拉維亞

教會的同心合意的見證。由此可見，教會的合一是在地上本該

有的光景。然而無論我們目前的光景如何，祂仍關心教會的合

一，因為祂從沒有停止在父面前為我們代求。 

【除去『我』才能合一】有一次愛迪生去稅局納稅，收稅人問他

叫甚麼名字，他抬頭想了半天，也想不起自己甚麼名字，因為他

的腦海中想著科學的事情，把「我」完全忘記。今天我們若只想

到神的愛，就讓神的愛充滿我，溶化我，如果來一個我，便多一

個我，教會裏的事情便嚴重。但如果來一個我，甚至十百千個我，

能夠溶化為一個，教會就能同心合意。為什麼我們不能合而為一？

因為我們裏面都有一樣東西來抵抗神，那件東西就是「自我」。

如果不消滅「我」，教會內若有三百人，就有三百個「我」，問

題就多，若要同心合意，就先要消滅「我」。 

【家訊信息】─王的爭戰和盡職 
【讀經】馬太四 1～25。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認識主如何以人的身分，在曠野與魔鬼

(這世界之王)的爭戰；和主得勝後，如何以君王的身分，展開祂

國度的工作。 

【主題】《馬太福音》第四章主題說到：(1)王的爭戰，而勝過

試探的魔鬼(1～12節)和(2)王開始盡職，而在加利利傳道(13～

23 節)。 

【鑰點】本章我們特別看見:魔鬼有系統，有組織地試探主耶穌。 

祂的得勝，啟示了(1)祂是完全人，經過試探，顯出祂的無瑕疵

和(2)祂是得勝者，勝過一切敵擋的勢力；此後，祂以君王的身

分，乘勝傳揚天國的福音、呼召門徒、醫病、趕鬼。 

【簡要】接著第三章，本章上半段繼續論到主耶穌開始君王職事

前的準備。1～12節記載主耶穌勝過魔鬼的試探。首先，馬太記

載耶穌基督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撒但)的試探(1 節)。於是，

魔鬼藉著三個試探，先是在人基本所需的生活上──石頭變成食

物(2～4節)，其次是在超然的屬靈表現上──從殿頂跳下(5～7

節)，第三則是在屬世的榮耀上──敬拜魔鬼可得萬國榮華(8～

10 節)，來試探耶穌。這也正是魔鬼對歷世歷代人所進行的試探

「公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和今生的驕傲(約壹二 16)。

然而，祂站在人的地位上對付了仇敵；用經上的話抵擋了仇敵的

試誘。結果，魔鬼離開了耶穌，有天使進前來服事祂(11 節)。本

章下半段 12～25節，記載主耶穌勝過撒但的試探以後，便公開

地開始在加利利盡王的職事。當施浸者約翰下監以後，他就退到

加利利，住在迦百裏(12～13 節)。雖然施洗約翰的職事如一盞明

燈結束了，而主開始了王的職事，如同大光普照大地，照亮了坐

在死蔭之地的人(14～16節)。從那時起，祂傳揚的信息是：「天

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17節)。而祂的鑰義職事，包括了四

項內容：(1)選召──祂首先呼召四個門徒彼得、安得烈、雅各

和約翰(18～22節)；(2)教導──祂接著走遍了加利利，在各會

【禱告事項】 
◆ 為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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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在病中李詠怡姊妹的母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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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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教訓人(23 節上)；(3)傳道──祂傳揚「天國的福音」(23 節

下)；(4)醫病、趕鬼──祂醫治各樣疾病和鬼附的人(18～25 節)。 

【鑰節】「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太四

1) 這節經文讓我們看見，主耶穌受魔鬼的試探，乃出於聖靈的引 

導，所以也可說是神主動要藉魔鬼的試探，來顯明耶穌的得勝，配

作天國的君王。 

【鑰字】「試探」(太四 1) ──原文為 peirazo，意是「引誘」、

「試驗」、「磨練」。在這裡指「不懷好意的探問或誘惑」。試探

與在雅各書一章二節的試煉也是同一個字，但試煉不同試探出於魔

鬼，試煉是出於神。試探是要抵擋，試煉卻要忍受。馬太記載耶穌

基督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為什麼神容許主耶穌要受魔

鬼的試探呢？神是藉魔鬼的試探，啟示祂是： 

(一)完全的人──撒但試探主耶穌，用不同的方法挑戰祂「神的兒

子」這個身分。但主一直站在「人」的地位上對付牠，並且完

全勝過了牠，為人類取得了最初亞當在失敗之時所失去的所有

地位。這正是祂道成肉身的使命，將全人類贖回，脫離撒但的

捆綁和黑暗的權勢。因祂不只是以「人」的身分得勝，更是為

著「人」而得勝。 

(二)得勝的王──主耶穌受浸之後已經是在神面前，滿足了開始盡

君王職事的要求。但祂仍必須面對世界的王，空中的掌權者，

黑暗的權勢的試探，證明祂配作天國的君王，有能力執掌王權。

因此，祂勝過魔鬼的試探，封住了牠的口，使牠再也不敢直接

公開地攻擊祂。 

有人向馬丁路得請教問題：「怎樣方能做到一個健全的基督徒？怎

樣過著得勝的生活？」馬丁路得回答說：「有三個條件，第一是要

受試探，第二是要再受試探，第三是…」這個人聽到這裡便想告辭，

滿以為第三個條件也不外是再受試探。可是馬丁路得喊著說：「旦

慢，第三個條件是要在所有的事情上受過試探！」撒但又稱『那試

探人的』(太四 2) ，連主耶穌都不放過，豈會放過我們嗎？讓我們

靠祂時時儆醒、事事得勝吧！ 

【鑰義】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 

(一)主耶穌勝過魔鬼的試探(1～10 節)──主耶穌在撒但所發起的

三次試探中，完全沒有用自己的話，都是用經上的話抵擋了仇

敵的試探。祂三次回答撒但的話，都是引用舊約的申命記。當

然這絕不是偶然的，因為申命記的要旨乃是要人順服神立的約，

因而敬畏祂、愛祂、事奉祂，使人承受神所應許的一切福分。

而撒但試探主的背後動機，不是引誘主去作壞事，乃是要祂向

神宣告獨立，不依靠、不順從神，行魔鬼所作的事。可是主熟

識聖經，祂即時地運用聖經中的話，抵擋撒但所有的試探。 

所以我們要勤讀聖經，這是第一個重要的步驟，同時更需要運

用所讀的神的話。然而如何運用神的話呢？聖經都是神的呼出

(提後三 16)，當我們讀聖經時就是接受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所以千萬不要讀聖經像讀教科書一樣，只注意一些道理、教訓、

和知識，而是要藉著讀神的話，認識祂和祂在我們身上的工作。

另一面我們不只是要知道、背誦神的話，更要學習讓聖靈把我

們已經讀過的話，應用到任何的處境中，因而從中經歷祂和祂

的大能。盼望我們學習主已立下的好榜樣，每天運用神的話，

剛強地面對生活中、工作上、人際關係裡的一切挑戰，抵擋惡

者有關靈、魂、體的攻擊，並且勝過各種不依靠、不順從神的

試探吧！ 

(二)門徒來跟從主耶穌(18～22節)──本段記載了主耶穌在地上 

盡職時，呼召頭四個門徒來跟從他。當聽到主愛的呼召，他

們的回應是何等美麗，沒有任何的考慮、沒有任何的疑問、

也沒有任何的計算，歡歡喜喜地、立刻地就將一切所有的都

放棄了，於是他們開始了一生「与主同行」的寶貴經歷。其

中的彼得与約翰成為影響初代教會最深的兩位使徒。他們捨

網、捨船、捨父跟從的行動，使主耶穌「我要叫你們得人如

得魚一樣」的應許得以成全。 

此外，在這裏中文聖經所譯的「跟從」(太四 19，20)，這

些字都是相同的，然而在希臘的原文卻是不相同的。19節

的第一個「跟從」的字，原文為 deute，原意「在後跟隨」。

這使我們聯想到，學生跟從老師，僕人跟從主人之後的在後

跟隨。20、22 節的第二個「跟從」的字，原文為 akoloutheo，

可直譯為「伴隨」或「一同行走」、「一同上路」。這也就

是說他們与主不再有距離，乃是与祂一同行走，一同生活，

一同作工。主如同磁石吸引他們，難怪他們從「在後跟隨」

成為了「与主同行」。然而，我們是否也盼望有他們的經歷

呢？這全在乎我們肯不肯跟隨祂，放下往日的生活目標

(「網」魚)、事業的成就(「船」)和屬世的牽掛(「父」)。

從許多聖徒的經歷告訴我們，一個有祂同在的人，會發現世

上的一切都會失去了顏色，所以還有什麼是不肯放下的呢？

一個与祂同行的人，會發現一切的阻力都會成為助力，所以

還有什麼纏累、包縛是不能拋開的呢？求主讓我們聽到祂愛

的聲音，不顧一切的，「与主同行」吧！「願主吸引我，我

們就快跑跟隨祂。」(歌一 4) 

【默想】  

（一） 我們每天的抉擇，是否全照神話的引導呢？我們是否願

与主同行，無論有什麼威脅、引誘，都不回頭呢？ 

（二） 要在充滿試探的世代中生存，必須讓神的話供應我們的

生命，更要學習讓聖靈把我們已經讀過的話，應用到任

何的處境中，幫助我們應付各樣的挑戰。唯有神的話能

抵擋魔鬼的試探，讓我們今年好好去讀經吧！ 

（三） 神豈不會供應你我日用的飲食嗎？讓我們天天先支取祂

屬天的供應吧！ 

（四） 我們豈可僅靠神蹟，而顯明我們的信心呢？ 讓我們事事

絕對倚靠祂吧！ 

（五） 我們人生最高目標，乃是藉事奉而榮耀神，豈可與撒旦

妥協呢？讓我們盡心、盡性、盡意地愛祂，甘心地服事

祂吧！ 

（六） 祂以人的身分得勝，豈不更是為著你我而得勝嗎？祂己

得勝，讓我們在一切事上與祂一同得勝吧！ 

（七） 主像磁石吸引門徒來跟隨祂，為祂得人如得魚，門徒立

刻回應了祂的呼召。主若來吸引，有誰不跟隨呢(歌一 4)？

主穌也在呼召我們，我們是否也肯立刻回應主的呼召嗎？ 

（八） 西門字意是聽從者；安得烈字意是剛強、得勝者。當主

的呼召臨到時，他們就「立刻」、「舍了網、「跟從了

祂」。我們是否聽從主的呼召，甚至撇棄從前謀生的本

領、恩賜，並剛強地作祂的門徒呢？ 

（九） 雅各字意是跟從者；約翰字意是神的恩賜。當主的呼召

臨到時，他們「立刻」、「捨了船」、「別了父親」、

「跟從了耶穌」。我們是否也緊緊的跟隨主，甚至捨棄

所有屬世的事，並好好的運用神的恩賜，為祂作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