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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6/29~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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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宪明弟兄家 

Morganville 和南區愛筵交通聚會 週五晚上 6:30-9:30 PM 黄志杰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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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14 年玛波罗教会门徒造就营，请于 7 月 27日之前报名:吴本

立(732- 275-2201) 和杨震宇(732-543-5358) 弟兄。 
【2014年玛波罗教会门徒造就营】 

一、时间：2014年八月二十二至二十四日 

二、地点:宾州的青山基督徒营地（Blue Mountain Christian Camp） 

三、负担：有心愿意接受成全、操练，成为活力人、建立活力

排，为着建造教会、基督宇宙的身体的圣徒，都欢迎全程参加。 

四、内容：第一堂，倒空自己，了结已往，更新奉献； 

          第二堂，认识基督，看见教会，明白神旨； 

    第三堂，呼求主名，祷读主话，被灵充满； 

          第四堂，作活力人，有活力排，日日得胜； 

    第五堂，餵养新人，牧养圣徒，同被建造。 

五、实行：1. 用两天两夜，共五堂（周五晚，周六早、午、晚，

及主日早）聚会。2.每早有半小时个人亲近主，半小时团体守晨

更。3. 每堂一个半小时（九十分钟）分三段：头十五分钟，唱诗

祷告；再三十分钟，信息负担；后四十五分钟，分组操练成全。4. 

周六下午可以有属灵问答。主日早上可有擘饼。5. 全程结束前，

可以有一个小时来交通如何继续往前的具体行动。 

请大家多为门徒造就营各方面事工祷告，并邀请弟兄姐妹们参

加。敬祝主恩常偕！ 

玛波罗市教会长执 

【冯弟兄鼓勵的话】 
亲爱的杨弟兄、吴弟兄以及所有的弟兄姊妹：主里安好！ 

关于要来的 2014 八月底的门徒造就营，弟兄们里头真正的负

担，我想多加几句话，使我们能更专注的朝此方向有更迫切的祷

告，求主七倍加强的灵，更历害的作工在我们众人身上，使主在

玛波罗得着荣耀的见证，使主心满意足，阿门！ 

1. 从 2014年起，我们实在盼望主能改变我们教会生活的内在体

质，使我们能“脱胎换骨”，带进一个新的里程碑； 

2. 首先，我们中间有些人愿意：在我们极其忙碌的生活中，开始

建立我们個人与主亲密的关系；没有这个作基础，我们别的方面

都推动不了； 

3. 其次，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希望借着众人的唱诗、讃美，提升

我们教会每主日擘饼聚会对主的称颂与敬拜，也成为我们众人里

面丰富的供应； 

4. 同时，我们也盼望，每周不断加强我们现有的中、南、北各

区的小排聚集，不仅彼此激励、彼此相爱、互相扶持、一同往

前，而且经常把福音朋友带来，听见真理，蒙恩得救，又借此餵 

养新人。那真是一举数得呀！ 

5. 一旦我们能走上去，以上三点就成为我们教会的“良性循

环”，教会的见证就会得胜又明亮！求主使用此次的门徒造就

营，大大祝福祂的教会。 

愿赐平安的神与天天加恩加力给我们的主，保守我们众人，不洩

气、不放弃，凭信而往前、因爱而跟随，直到我们可爱的主回

来！  这些日子，请多多为我、为你自己、为家人、为福音朋

友、为主的教会摆上各样的祷告，感谢主！ 

您们在基督里的， 

冯弟兄  敬上 於宾州、匹兹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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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親愛主，我們願意接受袮的差遣，在袮量給我們的崗位上

見證袮。 

詩歌 主我不過是袮運河～churchinmarlb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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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主啊！求袮使我們天天同心合意，活出美好見証，把得救人

數天天加給我們。 

詩歌 弟兄和睦同居 churchinmarlb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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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主啊！願我們不倚靠金錢，乃是凡事倚靠袮名的能力。 

詩歌 我寧願有耶穌～churchinmarlb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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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主啊！我們羡慕被聖靈充滿，願聖靈今日更多充滿我們。 

詩歌 充滿我～churchinmarlb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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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親愛主，幫助我們順從聖靈的感動和帶領，不叫聖靈擔憂。 

詩歌 主，我曾否叫聖靈憂愁～churchinmarlb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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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mnary637.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695.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ave%20Jusus.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ill%20Me%20Now.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O%20Have%20we%20grieved%20The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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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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親愛主，求袮保守袮的教會，不中仇敵的詭計，並興起有屬

靈品質的人來事奉袮和袮的教會。 

詩歌 主使我更愛袮～churchinmarlboro 

七月五日 

讀經 徒七；殉道進榮 

鑰節 但司提反被聖靈充滿，定睛望天，看見神的榮耀，又看見耶

穌站在神的右邊。(徒七 55) 

禱告 親愛主，讓司提反成為我們的榜樣。求主使我們常被聖靈充

滿，有勇氣面對逼迫，無論何時都能作見證。 

詩歌 祂的臉面，祂的天使常看見～churchinmarlboro 

【本週聖經鑰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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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是作我的見

證人)。」 (徒一 8) ──見證基督或作基督的見證人是本書的中

心，全書就是圍繞著這個中心主題來記述：(1)在耶路撒冷的見證 

(一至七章)；(2)在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的見證(八至十二章)；(3)

從安提阿起直到地極的見證。使徒行傳對於研讀新約聖經的人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珍寶，不單只是記載初代教會的歷史而已，更要緊的

是記述基督的見證人，藉著聖靈的能力，見證基督的復活。在前十

二章裏，作為基督的「見證人」有彼得、約翰、司提反、腓利、巴

拿巴和殉道的雅各。從第十三章至書末，書中最突出的「見證人」

乃是保羅，還有路加、西拉、提摩太等。藉著使徒的傳揚和見證，

福音由耶路撒冷開始傳揚，直到當時的地極──羅馬為結束。 

【屬靈的操練】 
讀經：希伯來書五第 12～14 節，提摩太前書四 7～10節 

我要和弟兄姊妹談談屬靈的操練，也可以說是操練敬虔。我們都知

道操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們的身體如果不操練，恐怕所長的是

肥肉，不是肌肉，這樣就不太健康。我們的身體是需要操練的。

「操練」這兩個字在原文裡面乃是指著「進到健身房裡面去」，因

為當時希臘人非常注意身體的美麗，所以年輕人都要進到健身房

去，在那裡有專門的人來指導他們，看全身在那個地方有軟弱的，

就用甚麼方法來改正或加強。要在身上建造一個健美的、平衡的一

個身體，這是希臘人非常注意的事情，他們認為人生最重要的就是

建立一個健美的身體。 

保羅在這裡告訴我們說：不錯，操練身體是有益處的。我也盼望年

輕的弟兄姊妹，你們要操練身體，不要忽略你們的身體，因為我們

的身體是神的殿，如果你好好的操練，你的身體就可以獻上給主使

用。但保羅說：「操練身體，益處還少」，不是說沒有益處，只是與

操練敬虔來比較，那益處實在是少，只有操練敬虔，凡事都有益

處。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們有沒有操練敬虔？或者說，你沒有屬

靈的操練？ 

生命必須長大，要長大就需要操練 

當然一個人如果沒有生命，你就不能叫他操練。如果今天在我裡面 

沒有人的生命，沒有魂生命，那叫我來操練是不可能的事情。所

以操練必須先有生命，有了生命就必須操練，我們今天信了主耶

穌，裡面有了一個新的生命，一個屬靈的生命，這生命是需要操

練的。如果你還沒有信主耶穌，還沒有得著從神生的生命，那你

就談不上這個屬靈的操練。但是如果你已經信了主，在你裡面已

經有屬靈的生命，你卻不操練，你會看見，這生命就不能長大，

就不能長得全美。你雖然信了主，恐怕你永遠作嬰孩，不能長大

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我們知道神在我們身上的旨意，不是光要我們得救作在基督裡的

嬰孩而已，神的旨意是要我們長大，神的旨意是要我們被模成祂

兒子的形像，因為有一天神的兒子要帶領眾子進到榮耀裡去。在

今天，神也不要我們永遠作嬰孩，祂要我們長大，因為這樣我們

才能與神同工，來完成神那永遠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我們這

一班屬於主的人應當記得，我們的生命必須長大，長大就需要操

練，如果不操練就長得不好。 

操練敬虔不是外面的事，而是在靈裡面有操練 

所謂操練敬虔，或者說屬靈的操練，這不是在我們身體上的事

情，也不是光在我們魂裡面的操練，這操練是在我們靈的生命裡

面。記得有一次我在菲律賓的時候，我去參觀一個地方，在那裡

有一間修道院，當我走進那一間院子裡的時候，我看見在講台的

前面有幾個像跪在那裡。我是從那房子的後面看過去，看見在講

台前面有幾個修女的像在那裡，她們穿了白的衣服、白的頭紗。

我仔細的在那裡看，看見這些修女在那裡動也不動，起初我以為

是像，後來我知道是活的修女跪在那裡。但是她們一動也不動，

好像非常的敬虔。我看到這種情形的時候就想起，究竟敬虔是不

是光指著我們外體說的呢？你可能在外面非常的敬虔，但是在裡

面，你在想甚麼，沒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 

有時候，我們看見有些人，他們穿了某些衣服好像很敬虔。我再

講一個故事給你們聽，有一個德國的姊妹，叫做 Sister  Eva，是一

個被神大用的姊妹。她為著事奉主的緣故，在德國（她不是天主

教而是更正教）更正教裡面創立了 Sisterhood 的組織，是專門服事

一些人的，所以她就成了這個 Sisterhood 之母。不單在德國有，在

中國也有（我與她們曾有一點交通）。這些姊妹，她們都像天主教

那些修女一樣，都是穿制服的，所以在外面看，以為她們是天主

教的修女，其實不是，她們是更正教的人，非常虔誠的。有一

天，她在英國的火車上，你知道英國的火車是像包廂一樣，一段

一段的。她坐在裡面的時候，有三個年輕的女仕，看她們的年

紀，好像十多歲的，她們跑上來。那時候正是威爾斯大復興的時

候，大家知道在一九零四至一九零五年期間，在英國的威爾斯有

一個大復興。這三個女孩子跑到她的車廂裡面，在那裡談談笑

笑，但這一位姊妹卻恭恭敬敬的坐在那裡，她心裡就批評這些女

孩子，看看她們的服裝不像樣，看看她們談談笑笑，就不以為

然。但是等她到了那個地方，才發現這三個女孩子是從威爾斯大

復興到這裡來領奮興會的，她在神面前就學了一個功課：敬虔不

是外面的事情，敬虔是裡面靈裡頭的故事。 

所以操練敬虔，不是操練在外面裝作一個甚麼的樣子。我們年輕

的時候，操練敬虔，在馬路上走的時候，也不敢望東望西。我們

操練謙卑，變成駝背。以為這一個是敬虔。不錯，如果你真是在

靈裡操練敬虔，誠於衷就形於外，從裡面就藉著身體在外面發表

出來，但是那個源頭必須在靈裡面。所以弟兄姊妹！我們在神面

前要學習有屬靈的操練，是從裡面一直影響到外面。── 江守道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37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