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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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8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1:45 AM 

信息交通聚會                       10:50-12:00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王麗斌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曹振东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一) 2 月 22 日(週六)晚上福音愛筵聚會，請全體出席、參與服事及

留意教會各方面安排。福音聚會時間表: 

（1） 下午 4:30~6:00  身體健康讲座 (一): 吃得好，活得好 

（2） 晚上 6:30~7:30  晚餐 

（3） 晚上 7:30~9:00  心靈健康讲座 (二): 有神更好 

(一) 2 月 23日主日早上詩歌見證聚會，請全體出席、參與服事及

留意教會各方面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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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日 

讀經 太 17:14-27；凡事求問。 

鑰節 但恐怕觸犯他們，你且往海邊去釣魚，把先釣上來的魚拿起

來，開了他的口，必得一塊錢，可以拿去給他們，作你我的

稅銀。(太十七 27)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教導我，在一切事上跟隨你、仰望你、聽從

你、順服你！ 

詩歌 信而順服 

二月三日 

讀經 太 18:1-15；回轉像小孩。 

鑰節 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所以凡

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太十八

3~4） 

禱告 親愛主，求你光照我，使我從自滿和驕傲的景況中回轉。賜

給我簡單的童心，使我能更謙卑投靠你 

詩歌 一顆謙卑的心 

二月四日 

讀經 太 18:16-35；無限饒恕。 

鑰節 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像我憐恤你嗎？ (太十八) 

禱告 親愛主，求你教導我們心存憐憫，以饒恕代替怨恨，因你已

憐憫了我。 

詩歌 憐憫，慈愛 

二月五日 

讀經 太 19:1-15；尊重婚姻。 

鑰節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的了。所以，神配

合的，人不可分開。 (太十九 6） 

禱告 親愛主，讓我尊重你所設立的婚姻，保守我不任意妄為, 在

這世代中活出見證。 

詩歌 哦，完全的愛 

二月六日 

讀經 太 19:16-30；在神都能。 

鑰節 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太十九 26) 

禱告 親愛主，開恩憐憫我，時刻校正我的人生目標，不受今生屬

地事物所矇敝 

詩歌 非我惟主 

二月七日 

讀經 太 20:1-19；切莫閒站。 

鑰節 約在酉初出去，看見還有人站在那裏，就問他們說：『你們

為甚麼整天在這裏閒站呢？』(太二十 6) 

禱告 親愛主，我不仍在閒站！感謝你選上了我，讓我有份於事奉

你。 

詩歌 要忠心 

二月八日 

讀經 太 20:20-34；捨命服事。 

鑰節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

命，作多人的贖價。(太二十 28) 

禱告 親愛主，教導我學習你的榜樣，以無私、謙卑、順服、甘願

犧牲的態度去服事人！ 

詩歌 但願耶穌的美麗從我顯現 

【本週聖經鑰句】 
「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太十九 26) 「在人」與「在神」「(太十九 26) ──人要進入

天國，不止那少年財主覺得不能(22節)，門徒也覺得不能(25

節)，連主耶穌也印證說，「在人」這是不能的。這還好「在

神」，祂凡事都能。祂能將人所不能的，轉變為可能。他祂將自

己給了人，在人裏面加力，使人也「凡事都能作」(腓四 13)。 

【註】2007年是馬禮遜從英國來中國傳福音二百週年。在二百年

前，他不能直接從英國到中國，必須先到美國然後再到中國。當

他在美國西岸上船時，船長看到這個大概二十來歲的青年人，就

與他交談。當船長知道馬禮遜要去中國傳福音時，就以為他在開

玩笑，說：「就憑你這個年輕人，能夠到古老、偏見、拜偶像的

中國嗎？你能夠改變那裡的情形嗎？」馬禮遜回答說：「我不

能，神能！」 

【瑪玻羅教會有什麼需要加強?】 
年初時教會在一次的主日聚會中請弟兄姐妹們把在 2014 年対瑪玻

羅教會的前瞻寫下，経過整理後匯集如下，供您參考： 

教會有什麼需要加強： 

1. 加強關懷 

a. 對久不聚會的； 

b. 組成關懷小組，有組織地落實關懷，而不局限在小圈子裡。 

2. 加強屬靈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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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2 日福音聚會禱告。 

◆ 為兒童服事禱告。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2&Seq=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uuBqCY9hmM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3&Seq=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U94CGTIdlQ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4&Seq=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d9Qqf9DGZ0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5&Seq=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Psn2gSwBig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6&Seq=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bcJGpSDFr8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7&Seq=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6Ym1z9_sDA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8&Seq=1
http://vlog.xuite.net/play/M0lkc2k0LTM2NzI2NTUuZm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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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加強讀經，為老年人做基礎性講解； 

b. 加強交流，小排； 

c. 加強文字的真理造就； 

d. 唱詩增加十分鐘； 

e. 加強禱告- 學習有內容，被聖靈充滿的禱告； 

f. 準時。 

3. 教會需要自己的會所 

4. 更多組織活動，加強青少年活動 

5. 廣傳福音 

在禱告中求主給我們夠用的恩典能夠在今年裡落實，成長。並藉著

聖徒們同心合意的勞苦，至終能開花結果，使主得著榮耀！ 

主內弟兄 

本立 

【家訊信息】聚會與交通 
【分家聚會的需要與安排】我們要交通一點關於教會分區的聚會。

分區聚會的地點可在各區內找適合的家。分家的聚會，乃是聖經裏

的實行。我們記得，當彼得被囚在監裏的時候，教會為他切切的禱

告神(徒十二 5)。但當時耶路撒冷全教會的人數不少，他們不是集

中在一起禱告，乃是分家的。所以當彼得出了監以後，是「想了一

想」該往何家去，然後才往馬可的母親馬利亞家去；在那裏有好些

人聚集禱告(12節)。可見當時是有許多家可去，所以彼得才必須想

一想到那一家去好。 

五旬節時得救三千多人，他們是「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裏，且

在家中擘餅」(徒二 46)。這裏我們看見，信徒因為人多的緣故，平

時是一家一家的聚集；集中的時候才在聖殿裏聚集。所以普通的時

候，弟兄姊妹是分到各家去聚集。 

另一面，我們也要怕下一代將分區變成了遺傳，那時要改回來就會

很困難，所以弟兄們都要隨著聖靈的引導而作，不要有固定的規

條。一個家裏的聚會，人數可以五十或一百，這樣劃分比較方便。

這不是律法的數字，乃是說，大約五十或一百，這是便當的。就像

主分餅，不是固定五十作一排，或固定一百作一排；乃是有五十作

一排的，也有一百作一排的。這給我們看見，主是給我們一個便利

的數目。憑這原則，我們該學習有安排，人數一多的時候，就可以

分區，五十也行，一百也行。這樣的聚會最便當，因為人數少，照

顧容易，看望容易，在聚會中發表的機會也多。分家聚會的益處就

是，給更多的弟兄姊妹有機會開口說話(參林前十四 31)。 

【對聚會的態度――要知道主的目的】在每種聚會前，負責弟兄們

都必須先有一些時間聚集在一起，把心向主敞開。(其實負責弟兄

整天都應向主敞開。)你們要在一起問主：「今晚的聚會你要走到

那裏？」每一次的聚會，主都是往上去，主乃是有祂的目的的。所

以不要以為，既然經常都有聚會，就可以隨便。好像魏弟兄打網

球，必定不是臨時才注意怎麼打，乃是平時就注意。對於屬靈的事

也是這樣，不要像奉行故事般的聚會，或者是踫巧的聚會；乃是必

須學習摸主的靈。 

【交通的益處】最親切的交通，乃是在家裏的交通。所以弟兄姊妹

打開家來交通，是很有益處的。分區的負責人必須先有好的榜樣，

叫其他弟兄姊妹都能學習。在使徒行傳十七章，當提摩太和西拉正

往保羅那裏去時，保羅為道迫切(15~16節)。後來保羅為福音往特

羅亞去，但因沒有看見提多，心裏就不安，辭別眾人往馬其頓去

(林後二 12~13)。保羅因著與提多有密切的交通，所以他沒有看見 

提多，心裏就不安。因此基督徒的難處，不一定是藉著當面的話

語來讓別人知道，乃是因著有密切的交通，就彼此能夠在靈裏摸

著對方的情形。有的弟兄姊妹本來不順服，不肯丟下世界；但你

一來交通，難處立刻就解決了。不是你會講，能解決難處，乃是

在交通裏，神的生命流通，自然就洗滌人的腳，更新、振奮人，

使人能超越難處。 

【神聖的愛與神聖的交通】至於弟兄姊妹間的聚餐，不能只是普

通的在一起吃飯，乃要變作猶太書十二節的 agape，可以直譯作

「愛筵」。「愛筵」這辭原文只有「愛」的意思，並沒有「筵」

字，就是在吃飯的時候表示愛。在初期的教會裏，信徒常常在愛

裏為著交通和敬拜，在一起用餐(徒二 46)，並把這種筵席和主的

晚餐聯在一起(林前十一 20~21，33)，稱之為 agape。所以當我們

來在一起吃飯時，乃是為著表示彼此的相愛。在一起擘餅乃是為

著彼此的交通，所以稱為 commnunion(共享相交)，這就是擘餅的

意義。關於擘餅，主從來不給單獨一個人；乃是至少有三、五個

人在一起時，主才賜給(參路廿二 19~20)。因為擘餅一面是為著記

念主，  

【要給人生命的供應】對於弟兄姊妹，領頭的弟兄用真理來帶領

他們很容易，但每個人靈裏的感覺常有不同，你們要學習摸人靈

裏的感覺。弟兄姊妹屬靈的感覺或者低沉，或者享受，濃淡各有

不同。所以與他們交通時必須有些靈裏的感覺，能合式的給他們

實際屬靈的、生命的供應。人真實的需要，乃是生命的供應，並

非火熱的言語。一個人不能一直活在火熱的情形中，所以負責人

靈裏的感覺要敏銳，要能感覺弟兄姊妹所感覺的。―― 倪柝聲 

【合作的故事】有一個瞎眼的人，和一個瘸腿的人，同住在一

間房子裡。有一天，他們所住的房子被火燒著了，瞎眼的看不

見路走，瘸腿的不能走，眼看他們倆人合作起來，瞎眼的背著

瘸腿的，瘸腿的用眼看方向，指示瞎子當走的路，瞎眼的用力

背著瘸腿的，用他腿跑路，由於這樣的合作，他們倆個都逃避

了這次大火，也得著了平安。 

上面的故事雖然簡短，但是由這故事，可以得著下面的教訓： 

①人人都有短處，也有他的長處，但短處常常被人發現和注

意，他的長處卻沒有人留意。所以人的短處常被人作話柄的資

料，但人的長處，雖然一時會有人提及，但不久便被遺忘了，

正如這兩個人，他們的短處是人所共知的，誰還注意他們甚麼

長處呢？那長處就是一個比別人有更好的眼睛，一個比別人有

更強力的身軀和雙腿。 

②我們知道，世上沒有完全人。在社會，在教會，家庭內，朋

友內；不要因為他人有短處而棄絕他，當看他還有一點長處，

這個人還可以做朋友的。 

③主耶穌說：「你們要彼此相愛」。彼得前書四章八節說：「最要

緊的是彼此相愛，因為愛能遮蓋許多的罪」。相愛然後能合作，

不能合作，是證明沒有相愛的心，這瘸腿和瞎眼的，若是平時

沒有彼此相愛的心，反而彼此對敵的話，到了這患難來臨的時

候，只有大家同歸於盡而已。 

④有愛心的人才肯謙卑，有了謙卑，凡事都會成功，也不會發

生糾紛，假如瞎子不肯謙卑，讓瘸腿的騎在背上來指揮他的

話，也要彼此滅亡。 

⑤有愛心才能有謙卑，有謙卑才能有合作，有合作才能有成

功，有成功便能有得救。——蘇天佑《故事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