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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8/17~ 8/23 
主日聚會 

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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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艾东弟兄家 

门徒造就营 

宾州的青山基督徒营地 
週五晚上～週六 

（一） 因學校的三週維修，教會主日聚會地址更改如下: 

(1) 8月24日主日早上聚會(上午9:00AM～12 PM), 在宾州的青

山基督徒营地（Blue Mountain Christian Camp,1 Christian Ln, 

New Ringgold, PA 17960) 。 门徒造就营週五晚上開始。 

(2) 8月31日主日早上全教會烤肉相調活動(上午11～下午3PM), 

在Holmdel Park, 44 Longstreet Rd Holmdel, NJ。 

请大家通知大家，并邀请弟兄姐妹们與朋友参加。 

（二） 9 月 5～7 日冯弟兄訪問。下午 1:00 -3:00PM 姊妹成全聚会

在曹波姊妹家，請姊妹出席。 

（三） 9 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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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七日 

讀經 羅十二；獻上活祭 

鑰節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

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

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

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羅十二 1～2) 

禱告 親愛主，我願將身心靈當作活祭都獻給你，過分別的生活、

明白你的旨意,在火熱的靈裏服事你。 

詩歌 活著為耶穌-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十八日 

讀經 羅十三；披戴基督 

鑰節 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 (羅

十三 14) 

禱告 親愛主，在這彎曲悖謬和黑暗的世代裡，願世人能在我身上

看見你，並歸向你。 

詩歌 從我活出祢的自己-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十九日 

讀經 羅十四；屬主的人 

鑰節 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我

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羅十四 8) 

禱告 主啊！願我所做的，那日能通過你的審判。在教會裏縱使有

分岐，讓我學習彼比接納和尊重，不再為事情的作法而爭

論。 

詩歌 祂為我死 churchinmarlboro 

八月二十日 

讀經 羅十五；彼此同心 

鑰節 但願賜忍耐安慰的神，叫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一

心一口榮耀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羅十五 5～6) 

禱告 親愛主，求你幫助我過美好的教會生活，凡事效法你，同心

榮耀神。 

詩歌 聖徒眾心，愛里相系-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二十一日 

讀經 羅十六；主內問安 

鑰節 問百基拉和亞居拉安。他們在基督耶穌裏與我同工，也為我

的命將自己的頸項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謝他們，就是外邦的

眾教會也感謝他們。 (羅十六 3～4) 

禱告 親愛主，我並非單獨來愛你事奉你，乃與眾聖徒一起。讓我

把他們記掛在心，為他們祈求和感恩 

詩歌 我們呼吸天上空氣-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二十二日 

讀經 林前一；一同得分 

鑰節 神是信實的，你們原是被祂所召，好與祂兒子——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一同得分。 (林前一 9)  

禱告 親愛主，求袮幫助我們學習有分於袮的交通，也學習與眾聖

徒一同分享袮一切的豐盛。 

詩歌 我神、我愛、我的永分～ churchinmarlboro 

八月二十三日 

讀經 林前二；聖靈顯明 

鑰節 只有神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了，因為聖靈參透萬事，就是神

深奧的事也參透了。(林前二 10)  

禱告 主啊，求袮讓聖靈管理、引導、指教我們，以致我們有「基

督的悟性」，更明白神的計劃、心意和行動。 

詩歌 奧秘～ YouTube 

【為什麼要讀哥林多前書？】 

 任何人若想要透過從個人和教會的問題上，而进一步認識基督

和祂的釘十字架；並且明白基督的所是與所作如何應用在活出

聖潔生活和治理教會，就必須讀本書。 

【本週聖經鑰句】 
「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

祂釘十字架。」(林前二 2) 「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哥林

多前書》是一本「問題專著」，因為保羅在書信中，毫不隱瞞的說

出哥林多教會所存在的實際問題：結黨紛爭、淫亂的不道德、互相 

訴訟、婚嫁、獨身、吃祭偶像之物、拜偶像、蒙頭、濫用屬靈恩

賜、否認復活……等等。保羅以無比的愛心、忍耐和節制，於是寫

了這封書信，教導他們當將基督和祂的釘十字架應用在個人和教會

問題上。本書值得我們所關注的，不僅是對付許多外面的疑難和問

題，而最有價值的乃是由中引出了基督的所是與所作，惟有祂是我

們生活中一切問題的答案。 

【基督徒的婚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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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20for%20Jesus.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314.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407.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christian%20heart.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693.htm
h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watts2.ht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Ds7sUNNW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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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神所定規的，是人墮落前唯一的人際關係。神定規我們出生

在何時何地，有怎樣的家庭，人墮落後而有的一切人際關係，如父

母、兄弟姐妹，都不由得我們選擇。只有婚姻是人墮落前的唯一人

際關係，是我們可以選擇的，所以婚姻實在太奇妙、太重要了。 

回到起初 

婚姻與神的旨意有甚麼關係？我們需要回到起初。創世記一章可分

為四段：第一段是 1-2 節，講到起初神創造天地(1 節)，接著 2 節

形容撒但背叛後，地受到污染的光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第二

段是 3-25節，雖然地因撒但受到污染，但神沒有改變他的旨意，

所以有一個再造。第三段是 26-28 節，講到神造人。第四段是 29-

31 節，總結神的創造，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就帶進二章開首

的安息。 

創世記一至二章出現的「造」，有四個不同的意思：第一是「創

造」，就是從無到有，正如神創造天地；第二是「製造」，就是用

原料造出產品；第三是「陶造」，就是用特別的原料造出來，正如

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第四是「建造」，不是用一般的原料，也不

是用塵土，是從人的骨頭造出來。「耶和華神使他沉睡，他就睡

了；於是取下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合起來。耶和華神就用那人身

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領她到那人跟前。」(創二 21-22)此

處的「造」原文是「建造」，這是非常有意思的。 

神的旨意  

創世記一、二章和啟示錄廿一、廿二章，是遙遙相對的；創世記開

首記載人墮落前的光景，啟示錄末了記載神旨意的終極完成。神為

甚麼造人？因為神是永遠的(詩九十 2)，人卻在時間裡，所以神要

藉著在時間裡的人，達成他永遠的旨意。神怎樣造人？神是照著自

己的形像、按著自己的樣式造人(創一 26)，意思是要人代表神，並

且管理全地，就是對付神的仇敵。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創

一 27)這裡清楚講明神造人是有男有女，所以有人提倡同性的婚

姻，完全是違背聖經。「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

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

各樣行動的活物。」(創一 28)神賜福給人，要他們「生養眾多」，

就是在時間上有延續，然後要「遍滿地面」，就是在空間上有擴

展。原本人受時間和空間限制，神卻要人在時間上有延續，在空間

上有擴展，這樣神就可以世世代代作人的居所(詩九十 1)，達成神

的旨意，故此神在人墮落前就定規了婚姻。換句話說，婚姻的目的

不是叫人滿足於有限的幾十年，而是要人成就神的旨意。 

婚姻抉擇 

有關婚姻的一種說法是：「結婚以前睜大眼睛，結婚以後閉上眼

睛。」意思說：婚前要千挑萬選最好的配偶，婚後就不要諸多挑

剔。我們來看創世記二章，就知道何謂正確的婚姻選擇，並不是按

著世人的標準。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命的氣吹在他鼻孔裡，

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人有靈、魂、體：靈是接受生命氣息的器

官，魂是人的心思、意志和情感，體是土造的身體。保羅在提摩太

後書一章 7節說：「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

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原文的意思是「蒙拯救的心

思」。人揀選的時候，需要運用心思，而亞當揀選的時候，他的心

思還是沒有墮落的心思。 

「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耶和

華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樣走獸和空中各樣飛鳥，都帶到那人面

前，看他叫甚麼。那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牠的名字。 

那人便給一切牲畜和空中飛鳥、野地走獸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沒

有遇見配偶幫助他。」(創二 18-20)「幫助」的原文是「完成」，

「幫助他」即「完成他」。起初造亞當的原料是土，如今亞當是

活的魂，就是有靈的活人，有自己的心思、意志和情感。神何等

有智慧，要看看亞當的選擇對不對，就先把那些地上的活物帶到

他面前，讓他給牠們起名，只是沒有遇見配偶幫助他。 

神讓亞當先運用他那沒有墮落過的心思來選擇，就是他的魂，包

括他的意志，然後才使他沉睡，從他身上取下一根肋骨。神沒有

用亞當的肌肉或其他部分造女人，而是用一根骨頭。骨頭是人體

最堅硬的部分，一位台灣的生物學家在一個福音營裡分享，他發

現骨頭裡面有非常多的幹細胞。幹細胞出自胎盤，是一種很特別

的細胞，可以長成身體各樣的器官，例如：肺、肝、心、腎…這

位弟兄讀到創世記二章神使亞當沉睡，從亞當身上取了一條肋

骨，建造成一個女人，就看見在這建造裡，滿有神的主宰、智慧

和大愛。 

從「陶造」到「建造」，需要經過一個步驟，就是用沒有墮落過

的魂來選擇。馬太福音十九章記載，有法利賽人來試探耶穌，

說：「人無論甚麼緣故都可以休妻麼？」耶穌回答說：「那起初

造人的，是造男造女，並且說：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

合，二人成為一體。這經你們沒有念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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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裡的重點不是試探，而是法利賽人要把婚姻帶到人墮落以後的光

景裡，休妻當然是人墮落以後的事情。為甚麼人要休妻？因為當

初的婚姻決定，是在人墮落後的氛圍裡作的。主耶穌首先將人帶

回到起初神的旨意裡：神所共軛的，人不可分開。亞當在沒有墮

落的心思和意志裡，就看見屬地的活物不能與他匹配，神造的人

在墮落前的心思和意志裡所作的選擇是正確的。 

成為一體 

我要題醒弟兄姊妹，選擇婚姻的原則是「生養眾多，遍滿地

面」，為著一代又一代能夠執行神的旨意；婚姻是神所定規的，

目的是讓神得著安息。選擇的時候，我們要考慮「一體」。有些

父母不想子女離開自己，是因太愛自己。父母是神所安排的，沒

有父母不愛自己的子女，但不管父母有怎樣的見識，對子女的看

法總是有盲點，所以神說：「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

成為一體。」 

今天有許多父母，成為下一代在婚姻上的難處。孩子出生之前，

活在母親舒適的子宮裡，得著營養供應和最好的保護，但孩子出

生後，就要自己長大了。主耶穌說：「婦人生產的時候就憂愁，

因為她的時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記念那苦楚，因為歡喜

世上生了一個人。」(約十六 21)這裡說多了一個「人」而非一個

「孩子」。人經過產道出生，乃是叫他長大，所以聖經說：「人

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許多時候，下一代

的婚姻遭到上一代的為難，就是因為父母沒有這個看見。有母親

常說：「這個媳婦不知道我兒子的口味。」兒子已經長大了，怎

會不知道自己的口味，還需要母親照顧呢？母親要讓兒子長大成

人，而不是要他幼稚無能，兒子也不應說：「世上沒有一個人像

我母親那樣的。」母親生產以後，就歡喜世上多了一個人，這個

人是要長大、獨立的。 

我們必須看見婚姻的神聖，目的是為著神的旨意。因為婚姻是神

所定規的，是人墮落前唯一的人際關係。神在婚姻上花了不少心

血，願我們對婚姻都有正確的認識。─朱永毅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