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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12/28~2015 年 1/3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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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宪明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刘任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8:3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全教會事奉交通聚會 週六早上10:30-11:30 PM    杨震宇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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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015年 1月 3 日全教會事奉交通聚會，請服事者出席，一同

交通 2015年主在教會中的帶領。 

(二) 李景译弟兄的父親已於 12 月 26日病逝於台灣家中。景譯弟

兄和恒慈姊妹已先後趕回去。請弟兄姊妹為景譯和他的家人禱告。

願主親自安慰他們並在這哀傷的時刻特別加力量給他們。 
 

 

 

 

 
 

 

【2015年全教會行事曆】 
月 日 時間 項目 

1 3 週六上午 10:00-11:30   AM 事奉交通聚會 

1 4 主日上午 10:45- 12:00  PM 全教會特別交通聚會 

1 31 週六晚上    6:30-9:30    PM 福音愛筵聚會 

2 1 主日下午   1:00 -2:00    PM 姊妹成全聚會 

2 7 週六上午 10:00-11:30  AM 事奉交通聚會 

2 8 主日上午 10:45- 12:00  PM 福音詩歌見證聚會 

2 28 週六晚上     6:30-9:30   PM 福音愛筵聚會 

3 7 週六上午   10:00-11:30 AM 事奉交通聚會 

3 8 主日下午    1:00 -2:00   PM 姊妹成全聚會 

3 28 週六晚上    6:30-9:30    PM 福音愛筵聚會 

4 4 週六上午  10:00-11:30  AM 事奉交通聚會 

4 5 主日下午    1:00 -2:00   PM 姊妹成全聚會 

4 25 週六晚上     6:30-9:30   PM 福音愛筵聚會 

5 2 週六上午 10:00-11:30   AM 福音營事奉交通聚會 

5 3 主日下午   1:00 -2:00    PM 姊妹成全聚會 

5 10 主日晚上     7:30-9:30   PM 福音營事奉交通聚會 

5 23~25 週六下午/週一上午 福音營 

6 6 週六上午 10:00-11:30  AM 事奉交通聚會 

6 7 主日下午 1:00 -2:00     PM 姊妹成全聚會 

7 4 週六上午 10:00-11:30 AM 事奉交通聚會 

7 4 週六晚上    6:30-9:30   PM 福音愛筵聚會 

7 5 主日下午    1:00 -2:00 PM 姊妹成全聚會 

8 21~23 週五晚上/主日下午 生活營 

8 30 主日上午 11 下午 3 PM 全教會烤肉相調活動 

9 12 週六上午 10:00-11:30 AM 事奉交通聚會 

9 13 週六晚上 6:30-9:30 PM 愛筵特別交通聚會 

9 14 主日上午 10:45- 12:00 PM 全教會特別交通聚會 

10 3 週六上午 10:00-11:30 AM 事奉交通聚會 

10 4 主日下午 1:00 -2:00 PM 姊妹成全聚會 

10 24 週六晚上 6:30-9:30 PM 福音愛筵聚會 

11 7 主日下午 1:30 -3:30 PM 事奉交通聚會 

11 8 主日下午 1:00 -2:00 PM 姊妹成全聚會 

11 28 週六晚上 6:30-9:30 PM 感恩節特別聚會 

12 5 主日下午 1:30 -3:30 PM 事奉交通聚會 

12 6 主日下午 1:00 -2:00 PM 姊妹成全聚會 

12 27 主日上午 10:45- 11:30 AM 年終感恩見證聚會 

十二月二十八日 

讀經 啟十九；羔羊新婦 

鑰節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祂，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

婦也自己預備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

是聖徒所行的義。(啟十九 7～8) 

十二月二十九日 

讀經 啟二十；末日審判 

鑰節 我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的；從祂面前天地都

逃避，再無可見之處了。(啟二十 11) 

十二月三十日 

讀經 啟二十一；新城降臨 

鑰節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裏、從天

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啟二十一 10) 

十二月三十一日 

讀經 啟二十二；主必快來 

鑰節 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阿，我願

祢來！(啟二十二 20) 

一月一日 

讀經 馬太一 1～17；王的家譜 

鑰節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家譜。(太一 1) 

一月二日 

讀經 馬太一 18～25；王的降生 

鑰節 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必有童女

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翻出來就是

『神與我們同在』。)（太一 22～23) 

一月三日 

讀經 馬太二 1～12；博士的尋求、敬拜與奉獻 

鑰節 他們看見那星，就大大地歡喜，進了房子，看見小孩子和祂母親

馬利亞，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開寶盒，拿黃金、乳香、沒藥為

禮物獻給祂。 (馬太二 10～11) 

【本週聖經鑰句】 
「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阿，我

願祢來！ (啟二十二 20) 」──本章共提三次主必快來，而本

書共提八次。主耶穌再來是全部聖經思想的中心，因在全部新

約裡，平均每二十七節中就提到一次。而《啟示錄》更是以日

期近了，主必快來為開始(一 3)和末了為結束的話(二十二 7，

12，20)。因此，當我們讀完《啟示錄》，想到所愛的主就是榮

耀掌權的王「必快來」，願這應許激勵我們忠心、儆醒、預備

祂的再來；更願約翰的態度，心願，和禱告――「主耶穌阿，

我願祢來」，也是我們每一個愛主的人所該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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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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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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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com/watch?v=zro1anEFz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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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訊信息】同赴聖會稱頌神 

詩篇一二二篇是其中一首上行之詩，以色列人上耶路撒冷過節的

途中，唱著這些詩篇，要在耶和華的同在裡，歡度快樂的節日。

本詩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 1-2節，朝聖者追想在起程前有人

對他說：「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他就歡喜，以及抒發自己到

了耶路撒冷時的興奮感受。 

第二部分是 3-5 節，乃朝聖者對耶路撒冷的觀察及形容。他說耶

路撒冷是「被建造，如同連絡整齊的一座城」，整個以色列國，

就是耶和華的眾支派一同在此聚集，按神的吩咐來稱讚耶和華的

名。朝聖者認識到這城是大君王的京城，其中有神所設立的大衛

家的寶座，意思是神在這裡作王、掌權、治理，有公義在其中。

第三部分是 6-9 節，是朝聖者因著深愛耶路撒冷而有的禱告。 

愛慕耶路撒冷 

這篇詩篇的鑰字是「耶路撒冷」，雖然只出現四次，但其實每一

節都是題到她的。另外有兩個特別的片語：「耶和華的殿」，表明

神的同在；「耶和華的支派」，聖經中只有此處用「耶和華的支

派」來形容十二支派。大衛在詩中不住題及耶路撒冷，顯出他心

中愛慕之情，他愛慕耶路撒冷，是因為這裡有耶和華的殿，即神

的居所，神住在其中；是因為耶路撒冷是神所揀選立為他名的居

所。他愛這城和這殿，是因為他愛慕神的自己。 

大衛小時牧羊，當有獅子或熊來襲，就靠耶和華的名擊退這些猛

獸，保護羊群。同樣，他在歌利亞面前無所畏懼，也是靠著萬軍

之耶和華的名。大衛從小與神相交、愛慕神、倚靠神，因此對神

的居所特別流露出愛慕之情，到了晚年，他傾出他的所有為著建

造神的殿，讓神有一個居所。所以當有人說：「我們往耶和華的

殿去。」即是去朝見、敬拜、讚美神，他就感到歡喜快樂。當他

抵達耶路撒冷，就算只是來到門口，已經雀躍萬分。 

另外，朝聖者愛慕耶路撒冷，是因神的支派在其中。他們見到耶

路撒冷是連絡整齊的一座城，充滿了屬神的子民，十二支派都上

耶路撒冷去，為要讚頌耶和華的名。耶和華就是那位守約施慈

愛、拯救以色列人並住在他們中間的神，要使他們在萬民中成為

神的見證，使人認識他是獨一的真神。當朝聖者一想到這裡有神

和神的百姓，有神的公義在此彰顯，他的心情就按捺不住。他愛

神，也愛神的百姓，喜歡在神的百姓中一同敬拜神、讚美神。這

就是以色列人一年三次上耶路撒冷過節的光景。 

既然耶路撒冷是神所揀選的居所，又是全體百姓聚集一同敬拜讚

美神的地方，因此要為這個地方禱告，就是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只有當沒有戰爭的時候，人才能聚集於此過節。不但外面沒有戰

爭，城裡面也要有平安。當人多聚集的時候，會有很多事情發

生，所以需要求平安。「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緣故，我要說：願平

安在你中間！因耶和華我們神殿的緣故，我要為你求福！」(8-9

節)最後這兩節表達了大衛迫切為耶路撒冷祈求的負擔與原因，

也是全詩的高潮。 

愛慕教會的聚會 

舊約時代「耶和華的殿」就是今天的教會，因為神在教會之中，

以教會為自己的居所(弗二 21-22)。「耶和華的支派」亦是指教

會，教會就是神所揀選，特特歸他自己的子民：「惟有你們是被

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

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二 9)

彼得前書是寫給散居各地的聖徒，這節經文的字眼特別能使信主

的猶太人有共鳴，因為都是出自舊約，從前用在以色列人身上，

今天乃是指著教會說的。 

昔日耶路撒冷被建造，預表今天教會被建造，最終成就於將來的

新耶路撒冷，這是歷世歷代神所經營所建造的終極顯出。故此，

本詩所說的無論是「耶路撒冷」，或是「耶和華的殿」，或是「耶

和華的支派」，都是指著教會說的，亦即是我們；那麼我們有沒

有像朝聖者一樣的感覺呢？我們有否顯出建造光景呢？ 

我們這些屬神的人聚集的時候，神就在我們中間。若我們都有這

樣的看見，就會熱切期待聚會；當有人題到聚會，就會歡喜快

樂。我們能來到神的面前，有分在神的會中，理應存著敬畏的

心，不是隨隨便便的，這樣聚會就充滿屬靈的空氣。 

教會要被建造，如同連絡整齊的一座城。我們就是教會，神要住

在我們中間，所以要一同聚集，彼此聯絡、配搭，在此處稱讚耶

和華的名。「…按以色列的常例稱讚耶和華的名。」(4節)「按以

色列的常例」可譯為「作以色列的證據」，「證據」即「見證」，

就是見證我們是屬神的，是神所救贖的，所以來稱讚他、宣揚

他。這見證要顯在萬國之中，叫人認識神、歸向神。聚會一方面

是常例，另一方面是見證，不要把常例變成因循；如果對聚會的

意義有看見，懷著鄭重愛慕的心聚集，就會滿有聖靈的同在，見

證主的寶貴。 

為教會求平安 

詩人為耶路撒冷求平安，我們有否為教會求平安呢？我們有否為

聚會禱告，為神的家祈求？「願你城中平安！願你宮內興旺！」

(7 節)這平安就是：「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

美！」(詩一三三 1)弟兄和睦同居，就顯平安、和諧、相愛，並

且在那裡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詩一三三 3)。 

教會的美麗、吸引和榮耀，是靠著神的生命和恩典。願我們無結

黨、無分爭，在基督裡成為「一」，在愛中彼此服事；各人不要

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這就是耶路撒冷的平安，也是

教會該有的光景。 

這光景不是自然而有的，我們都有自己的個性，越多人聚集，問

題就越多，所以要為肢體的彼此相愛和互相建立來禱告，求主叫

我們有美好的見證。以弗所書四至六章論到我們該有的行事為

人，第一就是要與蒙召的恩相稱，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

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靈裡的「一」(弗四 1-

3)。我們要為弟兄姊妹祈求，一直在這景況裡相交，顯出我們是

神的百姓，神在我們中間。 

「平安」是本詩的重要字眼，共出現三次：「為耶路撒冷求平

安」、「願你城中平安」、「願平安在你中間」。7節的「興旺」，意

思是平穩、安靜，也是「平安」的同義詞。最後一節的「求

福」，即是求好處。簡而言之，就是要為教會求平安，求好處。

當我們如此行，就有應許：「…耶路撒冷阿，愛你的人必然興

旺！」(6 節)愛教會的人，也是愛神的人，必然興旺，他的人生

必蒙神賜福。所有改變都是源於人的內心，若我們對教會有朝聖

者對耶路撒冷的愛慕之心，就會為教會而改變，就會鄭重聚會、

準時聚會、投入聚會、獻上禮物。願我們的心都被神得著，藉此

詩篇叫我們反思今天我們聚會的情形，求主使我們都作真實朝聖

者。──摘錄香港教會家訊 

實行回應  

1. 約同聖徒每週一起出席聚會。 

2. 為教會禱告求平安，求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