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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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23~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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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節特別愛筵交通聚會 週六晚上6:30～9:30 PM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一、 11 月 29 日感恩節特別愛筵交通聚會。請弟兄姊妹全體出席。 

 
 

 

 

 

 

十一月二十三日 

讀經 雅五；彼此代禱。 

鑰節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

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五 16) 

禱告 讓我們從雅各身上學習，憑信心、愛心，運用主的權柄，

奉主名禱告。 

詩歌 求主教我如何禱告～churchinmarlboro.org  

十一月二十四日 

讀經 彼前一；活潑盼望。 

鑰節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祂曾照自己的大憐

憫，藉著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

潑的盼望。(彼前一 3) 

禱告 親愛主，感謝袮的大憐憫，叫我們得著袮復活的生命。有

了袮，我們就充滿了盼望，不懼怕明天。 

詩歌 因他活著～YouTube  

十一月二十五日 

讀經 彼前二；像主活石。 

鑰節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棄的，卻是被神所揀選、所寶貴

的。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

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彼前

二 4～5) 

禱告 主啊，感謝袮揀選我們、寶愛我們。願聖靈不斷雕琢我

們，使我們成為建造教會的活石。 

詩歌 活石～YouTube 

十一月二十六日 

讀經 彼前三；婚姻生活。 

鑰節 你們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軟弱，

與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這樣，便叫你

們的禱告沒有阻礙。(彼前三 7) 

禱告 主啊，教導我們珍惜神所預定的配偶，一同承受生命之

恩，一同禱告。 

詩歌 哦，完全的愛～churchinmarlboro 

十一月二十七日 

讀經 彼前四；萬物結局。 

鑰節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你

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彼前四 7～9) 

禱告 親愛主，袮快回來！教導我們當如何敬虔度日，活出

「謹慎自守」、「儆醒禱告」、「彼此切實相愛」、「互相款

待」、「彼此服事」和「不發怨言」的生活 

詩歌 萬物的結局近了～churchinmarlboro 

十一月二十八日 

讀經 彼前五；苦難成果。 

鑰節 那賜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裏召你們，得享祂永遠的榮

耀，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

們，賜力量給你們。願權能歸給祂，直到永永遠遠。阿

們！(彼前五 10～11) 

禱告 神啊，讚美袮有諸般的恩典。在一切的難處中，我們願學

習以信心接受袮親自的成全、堅固和賜力量。 

詩歌 一路我蒙救主引領～churchinmarlboro _ 

十一月二十九日 

讀經 彼後一；主的呼召。 

鑰節 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

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 (彼後一 3) 

禱告 感谢神，赐给我們生命和敬虔的事，使我們成為神聖性情

的分享者。願我們一生藉著各樣境遇，更深地認識袮。 

詩歌 更多認識基督～churchinmarlboro  
【為什麼要讀彼得前書？】任何人若想要知道基督徒如何持定那

活潑榮耀的盼望，天天經歷「魂的救恩」，好叫我們在主顯現

時，能有份於祂榮耀的國度，就必須讀本書。 

【為什麼要讀彼得後書？】任何人若想要知道如何在基督耶穌的

恩典和知識上長進，并堅守真道，而不被異端邪說欺騙誘惑，就

必須讀本書。 

【本週聖經鑰句】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祂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著

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彼

前一 3)──本書的主題乃是在「活潑的盼望」中面對苦難。《彼

得前書》第一章，彼得以感謝神完備的救恩開始，闡明我們因重

生，而「帶進) 了 「活潑的盼望」。事實上，這「盼望」就是

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在天上的基業。這基業包含

了第一章 5、9節魂的救恩和 13 節主顯現時我們所要得著的恩。 

此外，本書多次提到「活潑」和「活」(原文(zao)同一字)，指

充滿活力、賦予生命，包括「活潑的盼望」(一 3)，「活潑常存

的道」(一 23)，「活石」(二 4～5)。我們蒙了重生是因「不能

壞的種子」。這種子是指神「活潑常存的道」，即神活的話(路

八 11；雅一 18)。因這重生使我們有了「活潑的盼望」；而重生

的結果，還使我們成為「活石」(二 5)，為神所用，要被建造成

為靈宮，也就是為教會的建造。 
【家訊信息】教會是神的家 

教會稱作神的家，或神的殿；又稱作神的帳幕；聖潔的國度；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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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在病中上海张建伟弟兄，鲍贤珍姊妹，李景译弟兄的父

親，紐約教會朱永毅弟兄和 

三月三十日 

讀經 撒下十九～二十；大衛重返耶路撒冷與示巴背叛。 

鑰節 【撒下十九 30】「米非波設對王說：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

地回宮，就任憑洗巴都取了也可以。」 

禱告 神啊，求袮給我們米非波設的心志——我們的得失並不要

緊，神的旨意當留心。 

詩歌 十字架的道路要犧牲-- YouTube  

◆ 台灣陳佳琪姊妹(杨震宇弟兄的弟妹)禱告。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51.htm
hhttp://www.youtube.com/watch?v=Mgn-B5whWq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u5QBb2SWhA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Perfect%20Lov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10-21-12%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20471.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277.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ro1anEFz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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揀選的族類；又是君尊的祭司；也稱作教會；基督的身體；一個

新人；和羔羊的妻子或羔羊的新婦；最後又稱作聖城。這些不同

的名稱，說出教會一些特別的功用教會是神的家。 

聖經里「家」這個字的意義。它不僅是指著那個地方，也是指著

一個次序。就是說，一切事在那裡都有它適當的地位，一切事也

都在適當的時間里來作。這就是家庭和「家」的不同，這就是聖

經要用「家」這個字的意義。這就是雅各布在伯特利所用的那個

希伯來字，雅各布說：「這不是別的，乃是神的家」(中文翻作

神的殿，實在該翻作神的家)(創廿八 17)，那個地方的名字稱作

伯特利，意思就是神的家。這是一個丰滿的字眼，也是希伯來書

三章六節里所用的那個字。那裡說：「基督為兒子，治理神的

家，這家就是我們」(另譯)，這樣我們對於教會就得到一個很丰

滿的定義。我們要把這個名稱再詳細的看一下： 

壹、是屬於神的 

這是屬於神的，神是這一家之主。這是需要我們承認的，這是非

常重要的一點。這不是人的家，這不是人的教會，這不是人建造

出來的東西，這乃是神的教會。主耶穌說：「我要建造我的教

會」(太十六 18 另譯)，這是關於教會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教會

是屬於神的，聖經說：「神的教會，就是祂用自己血所買來的」

(徒廿 28)。教會是神的產業，不屬於神之外的任何人、並且我們

必須承認神的主權，沒有一個人能進來佔有教會，一切其它的手

都必須撒開，教會乃是屬於神的。 

貳、是神所設立的次序 

教會是神所設立的次序，這也是這個「家」字所包含的。意思就

是說，神在這裡有神自己的次序，一切都是神所安排的。神在祂

家里特別注意那個次序，沒有一個人能帶著他自己的觀念進到這

個家里來。在神的家里，人的觀念是沒有地位的，一切都是由神

來指定的。凡在這家里的事物都必須這樣。神是用一個完全的次

序來管理祂的家，而這個次序對於祂的家那個正當的功用是非常

緊要的，如果我們來干涉神家的次序，那是非常粗魯和沒有禮貌

的事。 

在聖經中無論什麼事都有非常深刻的意義。在那些事的背後，總

是含有屬靈的事情。在世界還沒有被創造之先，當撒但還沒有成

為撒但的時候，祂是與神同等的，這一個同等的地位，並不需要

祂的強奪，也不需要祂的佔有，更不需要祂強取而歸為己有，但

祂還是倒空自己」，這件事的反面正好是撒但所作的。撒但說：

「我要升到高雲之上，我要與至上者同等」(賽十四 14)〕。教會

歷史中常看到這樣的事：無論甚麼時候，神作了一件新的事，並

且有一段時間，也進展得很有生命，非常榮美，並且有許多情形

表明那是神所作的。但是不久人的手就放上去了，人就開始要管

理它，組織它，人就要把它據為己有。這樣就在神所開始的事情

有了人的名字，在教會歷史中有許多這樣的事，我不需要把這些

特別的例證點出來，但是事情總是這樣。當人的手一放在神的事

上，總是把神的事破壞了；這時神只好站在一邊說：「好了，你

去負責罷」。 

教會是神的家，在神的家里有一個基本的定律：就是人被擺在一

邊，而讓神得著祂所該得的地位。撒但那個最初的工作已經在神

的家里被毀壞了。在神的家里沒有人的所有權，如果人進來了，

那麼主就站在一邊，主就不負責了。祂說：你能解決一切的問

題，你已經把她放在你的手裡，那麼好了，你就自己往前去罷。

因此這就不再是神的家，而變成人的家了。 

對於神的主權是這樣，對於其中的次序也是這樣。我們可以從帳

幕和聖殿的事上得到例證。在建造帳幕和聖殿的事上神不讓人有

一點意見，每一點細小的事神都有特別的指示。祂不是說：我要

你為我造一個家，只要你能給我造一個家，不管怎樣造法都可

以，只管盡力去作，你們可以組織一個委員會，大家商討這件

事，好得著最好的決斷，只要為我預備一個家就好了。主從來沒

有這樣說，乃是每一件事都是從天上來的，就是最後的一件小

事，也是主所指示的。這就是神的家，這就是教會。只有這樣，

才使神的家成為神聖的。當人來到這裡時，他的鞋要脫下來，擺

在外邊，任何和這世界所接觸的東西都不能帶到神的家里來。 

三、是屬靈丰滿的地方 

關於神的家還有另外兩件事，詩篇三十六篇八節說：「他們必因

你家的丰滿得以飽足」(直譯)，你們看見「丰滿」這個辭麼？這

是舊約關於神家很重要的觀念。先知瑪拉基說：「你們要將當納

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瑪三 10)。在舊約神的

家乃是一切所當歸于的地方，那是屬靈豐富的地方。新約也說到

這件事，教會就是基督的丰滿。有一天人問你說：你怎麼知道某

處聚會就是神家的表現呢？你有甚麼根據呢？有許多的事能答復

這問題，但這個是其中的一個答案。在甚麼地方神能得著最高的

表現，那裡就有屬靈的丰滿。 

當我到世界各地去的時候，有許多基督徒都來問我一個問題。他

們說：「在我們教會里沒有屬靈的食物，我們遭遇到屬靈的飢

荒，我們該怎麼作？」你們要看見，那不是教會真實的表現。如

果我們有教會真實的表現，在那個地方就不會有屬靈的飢荒。你

不僅有超過你自己所需要的食物，你還能常常有多餘的食物來為

著神其它的子民，並且能分到世界各地，去供應別人。那個地方

就變作神各地子民的一個倉庫。家的一個標記就是屬靈的丰滿，

在那裡沒有一個人是飢餓的，神總是有筵席預備的。 

肆、是神榮美彰顯的地方 

「我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家中瞻仰祂的榮美」(詩二十七 4直

譯)。耶和華的榮美總是神家的一個特點。這就是以色列人被擄

歸回重新建造聖殿的時候，以斯拉所作的。以斯拉說，他的職

務就是「使耶和華的家為榮美」(拉七 27直譯)，這就是教會應

有的一個特點。教會該是一個人在那裡能看見主榮美的地方。

但有許多不美麗的事，現在帶到神的家里來了，我們對於許多

事該常問一個問題，這件事能顯出神的榮美麼？神是一位榮美

的神，無論祂作甚麼事，都是榮美的。並且神總想要遮蓋那些

醜陋的。當主得著地位，祂總要把醜陋的事變成榮美，這乃是

神在自然中的一個定律。 

神的家就是教會，應該是讓主的榮美得到彰顯的地方。但是就天

然來說，我們盡其所能不過是一班最醜陋的人，我們的人是醜陋

的，我們的行事為人也是醜陋的，但我們的主是美麗的，祂的榮

美要充滿在祂的家里。但願主在凡事上都教訓我們這個意義。甚

至在我們的禱告里，我們都該以我們的主為目的，而不是我們的

自己。我們所留給人的印象應該是主自己，而不是我們。甚至在

我們敬拜神的方式里，我們都會破壞了神的美麗。許多時候，我

們最好的光景，常是要人更多的來注意我們過於注意主。所以你

們對於為甚麼有教會這問題應該得到一些答案了。為甚麼有教

會？教會是屬於主的，不是人的。教會是遵守主次序的地方，是

屬於丰滿的地方，是糧食之家，也是主的榮美得到彰顯的地方。

── 史百克《教會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