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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10/2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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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志杰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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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凉弟姊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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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二十六日 

讀經 提前六；知足的心 

鑰節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提前六6) 

禱告 主啊，願我們的一生能活得簡單和喜樂，滿足且知足。 

詩歌 單純的信託～churchinmarlboro  

十月二十七日 

讀經 提後一；所信是誰 

鑰節 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

到那日。(提後一 12) 

禱告 親愛主，我們雖不知前途如何，但我們深信袮能保守我們所

信託袮的，都全備直到那日。 

詩歌 惟知道我所信的是誰～churchinmarlboro  

十月二十八日 

讀經 提後二；貴重器皿 

鑰節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

合乎主用。（提後二 21 

禱告 主啊！潔淨我們，救我們脫離卑賤的事，在袮手裡成為合用

的器皿。 

詩歌 從我活出祢的自己～churchinmarlboro 

十月二十九日 

讀經 提後三；聖經功用 

鑰節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

義、都是有益的，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豫備行各樣的善

事。 (提後三 16) 

禱告 主啊，幫助我們天天藉著讀經，接觸神自己，嘗到神自己；

叫我們得以完全，裝備齊全行各樣的善事 

詩歌 袮的話～churchinmarlboro 

十月三十日 

讀經 提後四；美滿結局 

鑰節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

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

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

給凡愛慕祂顯現的人。 (提後四 7～8) 

禱告 親愛主，願我們的一生，像保羅一樣，高唱凱歌，得冠冕、

榮耀。 

詩歌 在於新耶路撒冷～churchinmarlboro  

十月三十一日 

讀經 多一；共信之道 

鑰節 現在寫信給提多，就是照著我們共信之道作我真兒子的。願

恩惠、平安從父神和我們的救主基督耶穌歸與你！(多一 4) 

禱告 主啊，願我們忠於袮的託付，以「共信之道」使我們能在愛

中與人聯繫，過真實相契的生活，而建造袮的教會。 

詩歌 聖徒眾心，愛里相系～churchinmarlboro 

十一月一日 

讀經 多二；盼望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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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我們敬虔度日，等候袮榮耀的顯現，迎接終

極的救恩。 

詩歌 有一日～churchinmarlboro 

【為什麼要讀提摩太後書？】任何一個事奉主的人若想要知道如

何作基督的精兵和無愧的工人，并且成為貴重聖潔的器皿，而一

生忠心為主盡職，就必須讀本書。 

【為什麼要讀提多書？】任何人若想要知道治理和牧養教會的原

則，並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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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聖經鑰句】 
「美好的仗打過了，當跑的路跑盡了，所信的道守住了」(提後

四 7) ──《提摩太後書》是一封動人的書信，也是一篇將死但

仍百折不撓的戰士得勝的見證。儘管書中保羅的命令是如此強

烈，語調是如此令人警醒，然而其中有大量保羅鼓勵的話和他自

己的榜樣。特别在提後四 7～8節，保羅為事奉主獻上一生的精

力，而在離世前，發出偉大的榮耀宣言。當他回顧「如此人

生」，他心中的喜樂無法形容，因他能豪邁地見證，他打完了該

打的仗，跑完了當跑的路，也守住了所信的道。「打過、跑盡、

守住」這三個動詞都是完成時式，表示保羅此刻確信他已經完成

了主的託付。從世人的標準來看，保羅的職事好像失敗了。然而

在他的內心深處，他確信自己的事奉蒙主悅納，他也從沒有後悔

一生忠心跟隨主。面對死亡，保羅的心仍舊充滿讚美，因為他一

生傳遞永恆的福音，一生尋求主的賞賜；此時的他深信必得冠

冕、榮耀，故發岀了勝利的凱歌。雖然保羅的結局是死刑，然而

他的人生是一個勝利的人生，他的結局是一個美滿的結局。 

【朱永毅兄長交通摘要】魂的救恩 
10/04/2014周六下午，我們與紐約市朱永毅兄長，將近兩小時具

有前瞻性的交通﹔而交通非常甜美、豐富、實際，且滿有主的同

在。臨走前，我們眾人有很誠懇的禱告，願我們都天天經歷魂 

【禱告事項】 
◆ 為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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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在病中鲍贤珍姊妹，李景译弟兄的父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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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rust.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I%20know%20whom%20I%20believed.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314.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9-16-12%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3/12-1-13%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christian%20heart.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3/12-15-13%20weekl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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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救恩，好叫新婦預備整齊，迎接主的再來。 

交通摘要： 

一、從敎會歷史，看魂的救恩，而不要落入弟兄會的覆徹──只

有知識道理，沒有實際経歷。 

1. 關於地方教會的遠景，不是爭名稱的問題，而是有否靈中的

實際。為著教會的未來，我們不能重蹈弟兄會的覆徹！ 

2. 縱觀教會歷史，從十六世紀的馬丁路德的因信稱義的真理與

改教，乃是根據卡爾文(Calvin)派的二元論（靈魂不分）﹔

接著，亞米念(Arminianism)派的升降梯的得救﹔然后，到十

九世紀的弟兄會的三元論（靈、魂、體）及國度的真理。倪

柝聲弟兄所寫的“屬靈人” ，最大的供獻就是使人認識靈、

魂、體的不同。   

3. 弟兄會雖然有很大的進步，但他們卻把神的國度（God’s 

Kingdom）說成是懸空的（suspension），沒有實際！末了，

他們是從達秘與牛頓的分歧，開始有了閉關弟兄會、開放弟

兄會的分裂，以后一分再分，分了又分。 

4. 由於二元論的靈魂不分，絕大部分的基督徒對真理不清楚，

幾乎都是憑著自己天然的魂生命而活，在生活中很少經歷

“基督的十字架”，即或有基督徒說自己是憑靈而活，但也

很少經歷“魂的救恩” ！  

5. 后來，因著對弟兄會知識道理死沉的光景的反應，帶進了五

旬節派，也就是所謂的“靈恩派”的產生。 

6. 弟兄會把馬太五到七章，國度子民的性質，馬太十三章，國

度的奧秘，以及馬太二十四章，國度的預言等等真理都說得

很多，很清楚，但沒有實際経歷。 

7. 我們不要斷代，不可讓一下代自生自滅。 

(1) 今天，我們要惜資、惜時、惜才﹔幫助弟兄姊妹有前瞻

性，時代性的觀點，因而使人有方向，知道優先順序。

我們不能靠的老舊的辦法，系統幫助人，而耍有敎大學

生的心態。就如中學多半是傳授的方式﹔但大學就比較

是啓發的方式。我們對神的事，真理的事，要看得大，

方向要清楚。因此，第一，基要的真理，也就是我們基

本的信仰，要抓的緊，不能放棄！第二，次要的實行，

不要太堅持。 

(2)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健康的心態：“青出於藍，而甚於

藍！”千萬不要有私心！有些人搞訓練，其實就是在培

養自己的干部。我們所講的藍，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基本真理”。比方：三一神、基督、那靈、聖經、教

會、基督的身體、國度、新耶路撒冷。 

二、 我們如何経歷魂的救恩？ 

1. 羅馬 12:2，我們不要模仿這個世代，反要心思更新而變化，

與眾聖徒一同天天來經歷“魂的救恩”。我們的心思很容易

受外面的影響，故不要把我們的魂賣給這個世代。我們的情

感要像主的情感，能愛世人、愛罪人、愛弟兄姊妹，愛主所

愛的﹔並且恨惡罪、偶像、死亡。我們的意志不要被動﹔作

決定時，要経歷魂的救恩。 

2. 我們跟隨主，不進則退。朱弟兄用一個簡單的數學公式

──(1+0.01)的 365 次方=37.78 和(1-0.01)的 365 次方= 0.026，

算給我們看，每天加一點或減一點，一年下來有多大的差

別！盼望到主來時，我們能“連本帶利”(馬太 25:27 節)地來朝

見主，使主心滿意足。 

【1條勵志公式】 

 1.01 的 365 次方=37.78343433289 > 1──1.01=1+0.01，也就是

每天進步一點。 1.01 的 365 次方，也就是說你每天進步一點

點，一年以後，你將進步很大，遠遠大於“1” 。 
 1 的 365 次方=1──1 是指原地踏步，一年以後你還是原地踏

步，還是那個“1” 。 

 0.99 的 365 次方= 0.02551796445229 <1──0.99=1-0.01，也就

是說你每天退步一點點，你將在一年以後，遠遠小於“1”，遠

遠被人拋在後面，將會是“1”事無成。 

結語： 與時俱進，不進則退。請警惕，每天只比你努力一點點的

人，其實，已經甩掉你太遠。 

【讀聖經的蒙恩】 
一、我為什麼要讀聖經── 
 聖經的話是活的，因主是活的！我打開它的越多，它會將祂

自己越多的向我打開。神不會因我閱讀聖經，愛我更多；然

而閱讀祂的話，會使我更信祂、更愛祂、更望祂。 

 愛上這位可愛的主，每天渴望在每一頁裡，看見祂的榮容，

聽見祂慈愛的聲音；因而願用盡一生，去追求祂話語中的豐

富寶藏。 

 只有每天持之以恆，週而復始，並每年反復地讀聖經中每一

頁的每一字，每一句話，才能得著每一天的靈糧供應（彼前

二 2），而日漸進深的領會聖經中的真理，并且明白神永远

的旨意（弗一 9-11；三 9-11）。 

二、 我如何讀聖經── 

 設立目標，定時定章，今年將新約聖經讀完一遍；並且將每

日讀經心得，要點，或遇有疑難之處，一一筆記下來。若是

覺得一天的經節過長，可利用清晨與傍晚分開研讀，讓神的

話從日出到日落都與我同在。 

 與屬靈的夥伴一同讀經。過去這幾年，每天藉著一本聖經，

一本詩歌，一部手提電腦，與渴慕主話的初信弟兄姊妹，一

同分享每日讀經心得，並盼望幫助聖徒們建立天天親近主的

生話，并養成持之以恒地讀經的習慣。 

三、 我讀出埃及記會幕的感想── 

 建造會幕每一個的細節包括尺寸、大小、樣式、材料和製作

方法，都必須照祂在山上所指示的樣式。我們的建造與事奉

是否也是照著神所啟示的旨意和計劃呢？ 

 會幕是摩西照著神在山上的樣式建造的，從外院子（人的肉

體）到聖所（人的魂）以至於進入至聖所（人的靈）以及其

中的每一樣器具（從外院子的銅祭壇一直到至聖所裡的約

櫃），都是我們基督徒每天親近神可以操練並經歷魂的救恩的

寫照。 

 會幕是以色列人生活和敬拜的中心，而我們生命的中心是否

是與主同住、同行動，使祂的榮耀得著彰顯呢？ 

 大祭司的事奉乃是擔負百姓的名字和需要，他的肩上(出二十

八 12)和胸牌(出二十八 29)的寶石，都刻著以色列十二支派

的名字；額上戴著牌子(出二十八 38) ，使以色列人可蒙悦

纳。在新約，建造教會的路乃是藉著祭司的事奉。我們是否

盡祭司的職分，將聖徒擔在肩上，心中懷著，和戴在額前

呢？ 

──10月 23 日週四上午在香港教會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