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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8/10~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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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邓育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8:30～9:30 PM   萬江文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6:3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一） 下週主日早上聚會在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八月十日 

讀經 羅六；成聖過程 

鑰節 現今也要照樣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以至於成聖。 (羅六

19 下) 

禱告 親愛主，我們將自己奉獻給你，讓你逐日變化我的生活、

態度和性情，直至全然成聖像你。 

詩歌 耶穌，袮的全勝的愛-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十一日 

讀經 羅七；三律交戰 

鑰節 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感謝神，靠

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這樣看來，我以內心順

服神的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羅七 24～25) 

禱告 親愛主，求你使我認清自己可憐的光景。教導我靠著你得

勝，脫離肉體的權勢。 

詩歌 我無能力，我的主-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十二日 

讀經 羅八 1～17；聖靈工作 

鑰節 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 

(羅八 6) 

禱告 感謝主！聖靈今內住在我裏面。提醒我更多體貼隨從聖

靈，好使我經歷更豐盛的生命，生活更有能力。 

詩歌 充滿我-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十三日 

讀經 羅八 18～39；蒙召得榮 

鑰節 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的模樣使

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

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

們得榮耀。 (羅八 29～30) 

禱告 親愛主，開我眼睛看見你最終是要我得榮耀！叫我在過程

中配合，模成你兒子的模樣 

詩歌 我們不會疲倦- 土豆网视频 

八月十四日 

讀經 羅九；神的憐憫 

鑰節 因祂對摩西說：『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恩待誰就恩待

誰。』 (羅九 15) 

禱告 神啊，為著你的憐憫和揀選臨到我而感謝你。我願信服

你的主權和安排。 

詩歌 袮信實何廣大～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十五日 

讀經 羅十；佳美腳蹤 

鑰節 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

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羅十 15) 

禱告 讓我們立即起步，接續前人傳福音佳美的腳蹤吧！ 

詩歌 我豈可去，雙手空空？～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十六日 

讀經 羅十一；榮耀歸神 

鑰節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願榮耀歸給

祂，直到永遠，阿們。(羅十一 36) 

禱告 主啊，讓我更多認識你的偉大和你救恩計劃，好叫我從

心深處向你發出讚美。 

詩歌 頌讚與尊貴- YouTube  

【本週聖經鑰句】 
「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的模樣，使他

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

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羅八

29～30) 」──「效法」在希臘原文是 Sunmorphous，意是内在

的相似。神旨意的終點或目的，就是要叫我們「模成祂兒子的形

像(to be conformed to the image of His Son(NIV)」(原文另譯)！這

是神救恩的最高峰，就我們而論，是從「心靈因義而活」，達到

「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10～11 節)，也就是「我們的身體得

贖」(23節)，全人從裏到外，從靈到身體，最終都被「模成祂兒

子的形像」(29節原文) 。本段經節有二件事值得我們注意： 

(一) 基督徒人生的展望――那就是我們人生的目標、目的和使命

是與神的目的和諧、我們的生活是與神的旨意一致。我們的蒙召

乃是按照神的永遠目的，而這永遠目的就是把蒙召的基督徒模成

神兒子耶穌基督的模樣。教會是蒙召的基督徒將神的兒子活活的

彰顯出來，亦即教會是基督的團體的表現。神的思想就是要把我

們基督徒模成祂兒子(耶穌基督)的模樣(To be conformed to the 

image of His Son)！羅八 29節說: 「神…豫定他們（神的眾子）模

成神兒子的形像，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神在永世裡

就豫定我們這些神的眾子，模成祂長子基督的形像。這要在神的

長子再來世上（來一 6），我們被提，身體變形時成就的。我們在

基督的復活裡，已經重生為神的眾子，與神的長子基督相似。現

在接著在主靈裡，天天變化成為與神長子基督同樣的形像。到主

再來時，我們的身體要得贖，改變形狀，同形於祂榮耀的身體

（羅八 23，腓三 21）。那時我們就完全模成祂的形像，甚至在身

體上都與祂完全相像（約壹三 2），和祂同享永遠神聖的榮耀。這

樣的得榮，就是我們在基督的生命裡得模成的終極高峰。所以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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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23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474.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ill%20Me%20Now.htm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JxBAGn9kWho/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452.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Must%20I%20Go.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yoIfRirY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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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基督徒的人生應是一個改變了的人生。而這改變的工作是我們一

信主的時候就立刻開始的。所以我們的責任就是時時思念和隨從聖

靈，並藉著萬事萬物效力，讓神把我們這個人模成耶穌基督的模

樣，意即我們的說話行事、一舉一動，都是耶穌基督的彰顯！因為

神在你我身上作工只有一個目標——模成祂兒子的模樣。 

(二) 基督徒得榮的步驟――基督徒從「因信成聖」進至「因信得

榮」的過程與我們屬靈的長進有非常密切關係。也許有許多屬靈的

事情，我們暫時還不能領會，但請記得神命定我們要「成為祂兒子

的模樣」乃是一個既成的事實。祂「豫知』、「豫定」、「呼

召」、「稱義」、「使我們得榮」（羅八 30）。這連鎖式的五個動

詞都是過去式。首先，神在已往的永遠裏「豫知」並「豫定」我

們；接著，在時間裏「呼召」我們，然後又「稱義」我們；最後，

在將來的永遠裏祂必定要實現，就是我們被「模成祂兒子的模

樣』，叫我們「得榮耀」！ 這說明從神永遠旨意的角度來看，我們

已在永世裏已經被命定要得榮耀。西三 4這裡說:『基督是我們的生

命，祂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裡。』這榮耀，

今天乃是在我們裡面的基督，一直在我們裡面增長，將來我們的身

體這樣被基督的榮耀滲透，顯出祂的榮耀，就是我們的身體在基督

的生命裡得贖，得模成祂榮耀身體的樣子，使我們得脫我們舊造的

身體，與敗壞的受造之物今天所共受的奴役轄制，而進入神兒女榮

耀的自由中（羅八 21），享受神永遠的榮耀。 

親愛的，求主開我們的眼睛，能明白在神永遠的心意和祂每天在我

們身上的工作；並且在我們尚未完全得著榮耀之前，讓我們天天追

求生命長進、主觀經歷成聖、更新變化！ 

【基督二次顯現】 
…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

樣來。(徒一 11)  

按照神的旨意，基督要在地上顯現兩次。第一次已經來過，就是從

他降生伯利恆起，到死而復活升上高天為止，在人間停留三十三年

多。第二次顯現的時候還未來到，但是聖經已經多次預言了。根據

預言，顯現的時機已成熟了，顯現的時候就要到了，基督要再來到

地上，還要作成一些事情。 

神的旨意和經營 

使徒行傳第一章中，當主耶穌復活之後，有許多人看著他升了天。

有天使向他們宣告說：「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

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彼得和保羅的書信多次說到基督還

要向我們顯現，藉以勉勵我們。希伯來書第九章，說到基督「將來

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顯現…乃是為拯救他們。」聖經還有許多

地方，說他還要再來，因此基督再來，是我們基督徒的盼望。 

基督為甚麼要顯現兩次呢？是因為神的旨意和神的經營，要由基督

照著他定規好了的次序和步驟來完成。世上的人辦一個事業，都有

他的計劃和實行的步驟，然後照著計劃按著步驟，把事業創立成

功。天上的神宇宙的主宰也有一個偉大的計劃，要成就一個大經

營，經營的結果是出現一個榮耀的教會。執行神旨意的就是基督，

他要負責把這個計劃完成，所以他定下了實行的步驟，要兩次顯現

在人間，把計劃完成。他已來過一次，已經完成了第一階段的工

作；他要二次顯現在地上，來完成末了一個階段的工作，神的旨意

在這時就完全成就。我們若了解這個重要性，就更有信心；對於基

督再來，就更有盼望；對於自己的生活，就更警惕，不隨便、不鬆

懈，好迎接基督再來。 

第一次顯現 

基督第一次顯現的時候，是為我們被殺受死。我們信他，他死就是

為我們擔罪，使我們一切的罪都得到赦免，因此我們也得與神和

好，可以坦然無懼的親近神。基督死了，也把新約成立；他流的

血，使新約生效。神對待我們不是照舊約的條例，乃是照新約的原

則，把一切祝福，都依約賜給我們。  

他死而復活，把生命賜給我們，使我們信他的人成為神的兒女，具

有神的生命。因為這生命，才能活出新生活，才能建立起有神生命

的教會，在地上作神的見證，把神的國帶到地上來。這些工作，都

是基督第一次顯現的時候，已經作成功的。 

榮耀的盼望 

他第二次顯現，要作些甚麼事呢？第一，所有睡在墳墓裡的聖徒，

當主再來的時候，都要復活，從墳墓裡出來，到空中與主相遇。我

們有永遠的生命，我們原來的生命會死，永遠生命卻不會死，要等

候在那裡，直等到主來。主一再來，我們死了的人都因這永遠的生

命復活起來，變成屬靈的身體，不再有死。所以我們信徒離世不叫

作死，叫作睡，主來時又醒過來，換了一個世界。  

主再來的時候，若是我們還活著，就在那一剎那的時候，我們的身

體也都要改變。這個改變，也是因為裡面的永遠生命。從前會生

病、疼痛、殘缺、衰老的身體，都變成不朽壞的、不衰殘的，也永

遠不再死的身體，和復活的人完全一樣，聖經稱作身體得贖。 

主再來之前，世界不但罪惡滔天，黑暗敗壞到極點，而且有冒充的

神，強迫人來拜他，褻瀆神、干犯神的聖潔也達到極點。他們率領

著跟隨他們的人，逼迫基督徒，叫他們否認主的名，背叛教會，他

們以流聖徒的血為快樂。正當逼迫最厲害的時候，基督就二次來

臨。他不像第一次來臨時，那樣靜悄悄的、卑微的，作馬槽裡的嬰

孩，乃是大有榮耀、大有威嚴，帶著眾天使駕雲降臨。他要滅絕地

上的假神、兇手、敵擋基督的，為撒但作幫兇、作爪牙，為撒但效

力的人。連撒但本身也被主制伏，先是投在無底坑中，以後又投入

硫磺火湖，永遠滅亡。地上受逼迫的信徒，完全得救。  

那時，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基督的國，地上不再有兇殺、暴力、戰

爭，不再有淫亂、邪惡、放蕩，不再有欺詐、拐騙、侵害，不再有

叛亂、悖逆。自亞當墮落以來，一切犯罪的事，在基督的國裡一掃

而空，有義居在其中，人人都照公義生活行動。 

因為基督作王，所以神的旨意通行在地上，神也能在地上掌權，地

上不再有背叛，都順服在基督的權下。撒但所帶來的背叛，至此也

一掃而空。 

我們基督徒，雖然復活了，身體也改變了，但是當基督再來的時

候，哥林多後書五章十節說：「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台前顯露出

來，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這裡的眾人，是指

連保羅在內的基督徒。當主再來的時候，還要在基督台前查問我們

的行為，是善還是惡。基督要根據我們或善或惡，按著他的公義，

或給我們賞賜，或給我們懲罰。保羅說，他確定的知道他會得賞

賜，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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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再來的日子)，要賜給我的。不但賜

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 

主二次來時，把這一切事都作成後，就帶我們進入永世。舊的天地

不再有了，神的兒女都得了榮耀，也進入了父神的榮耀中。神、基

督和神的眾子，一同發出榮耀的光輝，神的旨意完成。─真理號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