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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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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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志杰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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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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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十八日 

讀經 約二十一 15～25；你愛我嗎 

鑰節 他們喫完了早飯，耶穌對西門彼得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

愛我比這些更深麼？』彼得說：『主阿，是的；你知道我愛

你。 』耶穌對他說：『你餧養我的小羊。 』(約二十一 15) 

六月二十九日 

讀經 徒一；見證基督 

鑰節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

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人。 (

徒一 8 原文) 

六月三十日 

讀經 徒二；同心合意 

鑰節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裏，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

誠實的心用飯，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

天加給他們。 (徒二 46～47) 

七月一日 

讀經 徒三；主名能力 

鑰節 彼得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

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 (徒三 6) 

七月二日 

讀經 徒四；聖靈充滿 

鑰節 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

論神的道。 (徒四 31) 

七月三日 

讀經 徒五；勿欺聖靈 

鑰節 彼得說：『亞拿尼亞為甚麼撒但充滿了你的心，叫你欺哄聖

靈，把田地的價銀私自留下幾分呢？』(徒五 3) 

七月四日 

讀經 徒六；屬靈事奉 

鑰節 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聖靈充

滿，智慧充足的人，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 (徒六 3) 

【本週聖經鑰句】 

「同心合意」(二 46)──是使徒行傳中的一句鑰詞，在書中 

共出現六次(一 14，二 l、46，四 24，五 12，十五 25)。原文中

的這個詞是「同一的(homo)」和「心中的意念 (thumos) 」 的

合成詞」，表示因從主領受同一負擔，就有同一想法。本書提供

我們第一手的資料，叫我們看見「同心合意」是教會形成、建立、

擴展的前提。而本章 46～47 節記載初期教會蒙恩的情形，表明

了他們「同心合意」的： (1)在教會中，一同高舉主，彰顯主；

(2)在生活裏，彼此相親相愛，他們的見證受到別人的喜愛；(3) 

使得救的人天天增加。我們對這段經節可能已熟悉到能倒背如流

的地步。然而，為了使我們更加全心投入及建立蒙恩的教會生活，

我們現在來探討初期教會生活，帶給今日教會什麽好的榜樣： 

（一） 學習的教會――留心諦聽並領受使徒的教訓(41～42節)。

我們肯「恆心遵守」主的教訓嗎？ 

（二） 交通的教會――彼此交接，信的人都在一處，天天同心合

意恆切的(42，44，46節)。我們有團契生活嗎？ 

（三） 禱告的教會――祈禱，讚美神(42，47節)。禱告是我們生

活的點綴或是生活的主調？ 

（四） 敬虔的教會――眾人都懼怕(敬畏神)，敬虔度日(43節)。

我們有敬畏神的經歷嗎？ 

（五） 滿有神作為的教會――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神蹟(43節)。

我們的教會是滿有能力嗎？ 

（六） 分享的教會――凡物公用，照各人所需的分給各人(44～45

節) 。我們常與人分享嗎？ 

（七） 記念主的教會――在殿裏…擘餅(46節) 。我們在擘餅記

念主的事上，恆切地持守嗎？ 

（八） 喜樂的教會――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46節) 。我們享

受教會生活――彼此分享、彼此分擔、同心禱告、同心敬

拜、同心事奉、同心喜樂嗎？ 

（九） 可愛的教會――得眾民的喜愛(47 節) 。我們的教會是一

個神與人都喜悅的教會嗎﹖ 

（十） 增長的教會――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47節)。我

們的教會是健康地生長和增長嗎？ 

正常的教會生活是具有吸引人的魅力，而我們是否也嚮往這一個

天天同心合意而又增長的教會生活嗎？而『我們當怎樣行』(徒二

37)，使教會健康地生長和增長呢？ 

【要問我能為教會作甚麼？】美國故總統甘迺迪有一句出名的銘

言︰『每一個美國公民不是要求美國國家可以給他甚麼，乃是當

問我能給國家甚麼？』我們是神家中的人，不應一直要求教會給

我作甚麼？乃應問我能為教會作甚麼？』 

【家訊信息】──記念主與敬拜父 
「他們吃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就擘開，遞給門徒，說：

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

你們都喝這個；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

但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

國裏，同你們喝新的那日子。他們唱了詩，就出來往橄欖山去。」

（太二十六 26-30） 

我們都知道，擘餅不是一個儀式，乃是內心的一種表記。主為著

愛我們的緣故，就要求我們擘餅記念祂。我們也為著愛祂的緣故，

而來擘餅記念祂。所以每一次我們聚集擘餅的時候，應記得，我

們不是在這裏作一件事，在這裏奉行故事，或者跟從一種規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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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在病中曹英杰弟兄的父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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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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從一種方式。這裏乃是一個愛的要求，也是一個愛的回應。 

在那一天晚上，主設立這一個桌子，就是因為祂太愛我們。 

祂愛我們到一個地步，要求我們來記念祂，不願意我們忘記祂。而

在我們這一邊，我們實在也不是光領受一個命令，乃是為著愛祂，

而樂意來這樣作的。我們深深的覺得祂既是這樣的愛我們，我們怎

能不來記念祂呢！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在擘餅的聚會中，沒有一

定的方式，沒有一定的規條，也沒有一定的樣子，主所要的乃是我

們在愛的裏面來記念祂。 

聖經中題到主當初設立擘餅的聚會，除了中間小小的一段是主命令

我們這樣作以外，其他的都沒有呆板的定規，主是要我們在聖靈的

引導下來作。我們記得，主在那一天晚上設立這桌子，乃是在逾越

節的時候，所以主和祂的門徒先吃逾越節的筵席，到了快吃完的時

候，主才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

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然後再拿起杯來，分給門徒說：

「你們都喝這個，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

赦。」所以當初的時候，門徒常常把主的桌子和他們的吃飯連在一

起。使徒行傳第二章裏告訴我們說，他們天天擘餅，又在家裏歡歡

喜喜的用飯。在哥林多的教會裏，他們也是先有一個愛筵，一同吃

飯，然後才擘餅記念主。 

所以讓我們記得，在擘餅的聚會裏面，只有中間這一段的擘餅喝杯，

是有明文的規定，其餘的聖經並沒有明文來規定。平常我們來記念

主，在沒有擘餅之前，是先唱一點詩歌，有一點禱告讚美，這些都

是為著準備我們的心，來記念我們主。並不是有甚麼規條，一定要

唱三首詩歌，唱到第三首詩歌就要站起來了。也不是有甚麼規條，

一定要有幾個禱告，幾個讚美，然後站起來、祝謝，然後擘餅。聖

經中沒有這樣的規條。我們在擘餅之前所有的禱告，所有的讚美，

所有的詩歌，只有一個原因，也是一個原則，就是豫備我們的心，

叫我們裏面有一個記念主的心。 

既是如此，我們的禱告就不是認罪，也不是祈求，乃是幫助我們，

叫我們的心向著主，能愛主，有記念主的感覺。詩歌也是這樣。我

們所題的詩歌，都應當是幫助我們來愛主，來記念主，來讚美主，

來想念主，來榮耀主。除了這一類的詩歌，其他的詩歌都是不合適

的。 

因此，當我們聚集的時候，我們應當把心打開，向著我們的主，照

著聖靈的帶領，或用詩歌，或用禱告讚美，來預備我們，叫我們裏

面記念主的心能增加。到了一個地步，我們靈裏都覺得要記念祂了，

這一個時候，就是我們擘餅的時候，就是我們喝杯的時候。 

所以一個好的擘餅聚會，不需要許多的詩歌。我們不必養成一種習

慣，有了兩三個禱告，就必須題一首的詩歌，聖經裏沒有這樣明文

的規定。有的時候，如果弟兄姊妹正在開始想念主，要讚美祂，那

時最好有較多的禱告，不必有兩三個禱告就一定要題一首詩歌來唱，

這樣作反而打岔了靈。有的時候，我們的靈很軟弱，記念主的心思

不夠強，所以就題唱詩歌了。因此在一個聚會中，如果唱詩很多，

禱告很少，你就知道那個靈是很軟弱的。弟兄姊妹，在擘餅聚會中，

你有沒有經常禱告讚美呢？這件事情我們絕不能放鬆。如果主還給

機會，巴不得我們每一次都有很多的禱告讚美，如果這樣的話，那

我們才真是記念祂了。 

那麼擘餅之後，我們應當作甚麼呢？照著我們習慣的作法，常常

在擘餅之後，就唱一首詩歌去敬拜父。不錯，這可以說是聖經的

榜樣。我們在馬太福音看見，當那一天晚上擘完餅之後，他們唱

了詩，主就帶領祂的門徒往橄欖山去。在客西馬尼園，主在那裏

敬拜父，尋求父的旨意，接受父給祂的杯。在約翰福音我們看見，

主與門徒擘了餅之後，就在那裏藉話語帶領他們到父那裏去。主

告訴他們說，從今以後你們可以奉我的名，直接向父祈求，因為

父也愛你們。我們知道，因著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成功了救

法，又從死裏復活，祂的神就成了我們的神，祂的父也成了我們

的父。所以我們的主也指點門徒說，祂就是道路，我們藉著祂可

以到父那裏去。再者，主也向父禱告，把我們這些人都帶到父面

前，交在父的手裏。所以弟兄姊妹，讓我再說，在這裏沒有規條，

主沒有明言擘完餅一定要唱詩、禱告、讚美父。當然，我們如果

這樣作，也是很順的，因為我們的父愛我們，把祂的兒子賜給我

們，現在我們接受了祂的兒子，回到父的家裏，我們在那裏敬拜

父，感謝父，這也是很自然的事。 

所以讓我們記得，在一個擘餅的聚會裏頭，我們要活在主的靈裏

面，學習接受聖靈的帶領，在靈裏來記念主，在靈裏來敬拜父。

盼望主今後一步一步的帶領我們，叫我們在記念主這件事上，實

在叫我們的主能得著更多記念的心，也得著更多讚美的話。當我

們敬拜父的時候，也叫我們的父心滿意足，我們也能更多把自已

放在父的手裏，來遵行祂的旨意，像我們的主一樣。─ 江守道 

【基督徒該唱的十首詩歌】聖經裏面有各種的詩歌，神的目的是

要訓練祂的子民，性格和感覺細嫩柔和。一個人作基督徒越長久，

在神面前的學習越多、對付越多，他的感覺越細嫩、越柔和，他

的人生就像一首詩歌。有十首詩歌是基督徒所應當唱的： 

 (一)創造歌：屬神的人，都能感覺到創造主宰在萬物中所安排的

奇妙，讚美神按著祂的旨意創造萬有(啟四 10~11)。 

 (二)赦罪歌：罪惡是人類痛苦的根源。凡得著主赦罪之福的(詩

卅二 1)，不能不從心靈發出感讚。 

 (三)見證歌：嘗過主恩滋味的人，自然會作見證，講給人聽，如

同約伯所作的(伯卅三 27)。 

 (四)得勝歌：信徒是靠主而勝過仇敵，並且得勝有餘，故須唱得

勝凱歌(出十五 1)。 

 (五)奉獻歌：我們既蒙神的慈愛，就要天天過奉獻的生活，作活

祭，為主而活。 

 (六)夜間歌：在受苦之中，更深認識神，因而歌唱讚美神(伯卅

五 10)。今天，祂要使我們夜間歌唱；明天，祂要使我們只

有歌唱，而沒有夜間。 

 (七)愛主歌：我們愛，因為主先愛我們，並把祂的愛澆灌在我們

裏面。這個愛的故事是雙方的，祂的愛怎樣滿足我們的心，

祂也等候我們用愛來滿足祂的心，唱愛祂的歌(歌一 1~4)。 

 (八)相愛歌：人對主有愛心，待人自然能親愛；愛能遮蓋人的錯

處。主在離世前，給了我們一條「彼此相愛」的命令(約十

三 34)。 

 (九)悲哀歌：我們看見教會荒涼，主的百姓被擄、受痛苦，我們

不能不懇切流淚、代禱(哀三 48)。 

 (十)羔羊歌：這歌是因羔羊的得勝，配得榮耀和敬拜，直到永遠

(啟五 9)。─ 張志新《七筐零碎》 

【唱基督】馬丁路得曾說道：「最使魔鬼生氣的，莫過於宣講、談

論並歌唱基督。所以我喜歡歌唱基督，每次在會堂內，大聲唱歌的

時候，就如同把魔鬼打敗，大唱得勝凱歌一樣。」打敗仗的信徒，

總不會高聲歌唱基督的。──《箭上羽》 

※ 參於一切要住在神居所的人，讚美是最適切的工作。這要成

為他們的事奉──就是不止息的讚美。──達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