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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9/7~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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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英杰弟兄家 

福音愛筵聚會 週六晚上6:30-9:30 PM         

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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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七日 

讀經 林前十五 1～28；復活盼望 

鑰節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 (

林前十五 19) 

禱告 主啊，幫助我們在每天的生活中經歷與袮同在、同行，見

證袮復活的大能。 

詩歌 因他活著～聖徒詩歌 

九月八日 

讀經 林前十五 29～58；都要改變 

鑰節 我如今把一件奧祕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

是都要改變。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

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

變。(林前十五 51～52) 

禱告 親愛主，袮已經過死而復活又進到榮耀裏去，所以幫助我

們，充滿信心和喜樂地盼望袮的再來，在那日把我們帶進

榮耀裏，與袮同享榮耀。 

詩歌 有一日～YouTube  

九月九日 

讀經 林前十六；愛的囑咐 

鑰節 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詛可咒，主必要來。 (林前十六

22) 

禱告 主啊，我們願意更多愛袮，更多愛袮的教會。 

詩歌 我們呼吸天上空氣～churchinmarlboro 

九月十日 

讀經 林後一；安慰的神 

鑰節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

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林後一 4) 

禱告 神啊，袮的憐憫何其豐富、袮的安慰何其親切。我願時時

親近袮，接受袮各樣的安慰。 

詩歌 來罷，憂傷的人～ churchinmarlboro 

九月十一日 

讀經 林後二；基督香氣 

鑰節 感謝神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

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林後二 14) 

禱告 親愛主，願我們順從袮的帶領，愈來愈多被袮的豐富浸

透；教導我們學習，無論到哪裡，總是帶著基督的香氣，

基督的甜美，能有美好的影響力。 

詩歌 從我活出祢的自己～ churchinmarlboro 

九月十二日 

讀經 林後三；新約執事 

鑰節 祂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不是憑著字句，乃是憑著

靈；因為那字句是叫人 死，靈是叫人活。(林後三 6原文) 

禱告 親愛主，我們願常常轉向袮，注意袮，完全地向袮敞開，

好讓袮的榮光照亮我們，使我們反照袮的榮光，讓別人從

我們身上看見袮。 

詩歌 哦，主耶穌，當袮在地～churchinmarlboro 

九月十三日 

讀經 林後四；瓦藏寶貝 

鑰節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其大的能力是出於

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四 7） 

禱告 主啊，謝謝袮，我們裏面有大能的寶貝。叫我們欣然迎接

一切遭遇，天天經歷袮復活的生命與大能，使裏面的人剛

強、更新、變化！ 

詩歌 主活我裡面～churchinmarlboro 

【為什麼要讀哥林多後書？】任何人若想要知道如何才能像神的

僕人保羅一樣，承當新約執事而該有的學習與特質，以及實際經

歷基督死而復活的大能，就必須讀本書。 

【本週聖經鑰句】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其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

出於我們。（林後四 7）――保羅以親身的經歷，說明基督住在

我們心中，是我們裡面的寶貝。這寶貝是軟弱瓦器裡所彰顯的大

能、是絕境裡的拯救、是死亡裡的生命。因著這寶貝，我們能夠

勝過各樣的環境，並且在各種患難裡面顯出基督莫大的能力。 

默想： 我們的生活是否受環境及周圍的人的變化影響呢？還是

靠主生命大能，遇見甚麼事都不喪膽，活在得勝的喜樂

中呢？ 

【學著作】 
讀經：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九至二十三節 

【現今的事奉乃為將來作準備】我們在屬靈的事上要認識一件事，

就是「時間」是為著「永世」的。我們在時間裏的事奉是為著永世

作準備的。神把我們放在時間裏，為的是要訓練我們在永世裏有用

處。時間好像一個學校，是我們受屬靈的訓練和教育的地方；我們

在時間裏受了屬靈的訓練和教育，使我們在永世裏能真正合乎神的

用處。所以在時間裏的事奉乃是為著永遠的事奉作準備的。 

馬太福音二十五章告訴我們，當主回來的時候，祂對那些忠心的僕

人說：「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的事派你管理。」今

天你如果能學得好，等到主來的時候，祂要託你作更大更多的事

情。今天是我們學的時候，等主來的時候才是我們正式事奉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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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福音聚會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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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study.com/data/hymns/text/hymnary114.htm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FezFOcp0b0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69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314.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257.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Christ%20Liveth%20In%20M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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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或者有的弟兄姊妹想，那不過是在國度裏，不是在永遠裏。但

是啟示錄二十二章告訴我們，在永遠裏還是要事奉神。今天主把我

們安排在神的眾兒女中間，目的是要我們和神的眾兒女一同學習事

奉。我們今天在時間裏的事奉是為著永遠的事奉作準備的。 

【學習與神調和】從我們得救那一天起，主就把祂的生命放在我們

裏頭，並且藉著具體的事情逐漸逐漸的來訓練我們，要我們這個人

越過越學習來與神合作，與神調和。神要把祂自己的性情調在人的

裏頭，叫人在祂手裏有用處。神在你這個人裏頭的成分有多少，就

是你在神面前的用處有多少。神的成分加增一點，你的用處也多一

點。神的成分不光是在讀經禱告的時候來加增的，神也是藉著你所

作的事把祂調在你的裏頭。沒有一個屬靈的用處不是從神的生命調

在我們裏頭而有的。我們在神面前的用處沒有別的，就是讓神的性

情調在我們的裏頭，那一點的東西就是我們屬靈的用處。神把祂自

己調在你裏頭，那一個生命一出來，就是你的用處。 

所以我們要看見，神在時間裏沒有別的意思，祂就是要把祂的成分

一天過一天的加在我們裏頭。你這個人自己的成分太厚，神在你的

裏頭透不出來；過了若干時候，神從你裏頭透出一點來；再過若干

時候，神又從你裏頭透出一點來；再過多少年，神從你這個人身上

幾乎完全透出來了。神就是要經過時間，把祂自己調在我們裏頭，

這一個，就是我們的用處。在時間裏，是神要我們學習的時候，還

不是我們正式事奉的時候。今天乃是我們學習、實習事奉的時候。

神把許多靈魂擺在我們面前，讓我們有學習；神把許多弟兄姊妹擺

在我們面前，讓我們有學習。我們在主的面前是一直在這裏學的，

所以我們沒有自己的看法，也沒有自己的作法；雖然我們的事奉不

是漫無目標的，但是我們是和神的眾兒女一同來學著作的。難處是

有的人要作而不要學，有的人要學而不要作。但是，我們是要把這

兩個調在一起。我們要藉著學來作，藉著作來學。 

【學習從自己裏出來】那麼，屬靈的學習是要注意甚麼呢？我們看

見，在福音書裏，有一個彼得，他跟從主有三年之久。彼得跟從主

是作還是學呢？他是作著來學的。學甚麼呢？主帶著彼得所學的，

就是神的性情如何達到人的裏頭去。彼得所學的，是如何從他自己

的思想裏出來，而進到主的思想裏去。雖然在福音書裏沒有這樣的

話，但是卻有這樣的畫。現在我們來看一點彼得的故事： 

馬太福音第十六章告訴我們，主耶穌「指示門徒，祂必須上耶路撒

冷去，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苦，並且被殺」的時候，彼得

就拉著祂說：「主阿，萬不可如此，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主怎

麼說？主說：「撒但，退我後邊去吧。……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

思，只體貼人的意思。」主接著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

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己」是怎樣的東西呢？「己」

藏在甚麼地方呢？從這一段聖經來看，「己」就藏在人的意思裏。

也許有的人要說，這個彼得好得很，他真是愛主。但是主說，這是

撒但，這是體貼人的意思。主在這裏給我們看見，「己」是藏在人

的意思裏的，而撒但又常是利用人的「己」的，所以要對付撒但，

就得捨己。主帶領彼得有一個對付，就是在事奉主的事情上，他總

得從人的意思裏出來，進入神的意思裏，神的意思是要主耶穌到耶

路撒冷去受死，彼得那樣的愛主就是體貼人的意思。哦，弟兄姊

妹，我們不要以為我們只要有一點愛主的心就夠了，只要有一點事

奉主的心就夠了，在這裏我們看見，有的時候，連人的愛主可能還

是出乎人的意思的。我們有許多的事奉，在主看來，是算不得數

的，甚至是可責備的。所以，我們總要體貼神的意思，不要體貼人

的意思。這是主要我們學習的功課。你如果能從人的意思裏出來， 

進到神的意思裏去，你這個人才可以說是有學習的。 

馬太福音第十七章記載主登山變像的事，彼得自己的思想又來了，

他說：「主阿，我們在這裏真好；你若願意，我就在這裏搭三座

棚，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亞。」誰告訴他搭三座棚

呢？在這裏，彼得自己的意思又出來了。他剛剛這樣說的時候，神

立即說話了，神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

祂。」這意思就是說，只有主耶穌是神的愛子。神那裏有意思要人

高舉摩西和以利亞像高舉祂的愛子一樣呢？神說，「你們要聽

祂，」這就是說，今後你們不是聽律法，那是摩西；今後你們也不

是聽先知，那是以利亞；今後你們要聽祂！ 

我們看在四福音書裏的彼得，說對了幾句話呢？有的。彼得曾說：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但是，主說：「這不是屬血肉的

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彼得這一句話是記載在馬

太福音十六章十六節，底下到第二十二節，他馬上就說「萬不可如

此」，可見憑著彼得自己是說不出對的話的。彼得在前面說對了一

句話，這一句話乃是出乎神的。人的主意不管怎樣多，人的看法不

管怎麼多，在屬靈的事上是毫無用處的。 

彼得在馬太福音二十六章又受了一次對付。當主被賣的那一夜，主

說：「今夜你們為我的緣故，都要跌倒；因為經上記著說，我要擊

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彼得卻說：「眾人雖然為你的緣故跌倒，

我卻永不跌倒。」這裏又是彼得的自己出來了。他憑著自己的眼光

來看自己，覺得自己很剛強，覺得自己與眾不同。但是經不起一個

使女的一問，他立刻失敗了。這是神要藉著環境來顯露他的

「己」，來對付他的「己」。 

我們讀到使徒行傳第一章，就看見在那裏有一個彼得，和福音書裏

的彼得大不同了，可以說他是從自己的意思裏出來了。他懂得聖

經，他也懂得預言，他知道體貼神的意思。雖然他以後還有過失

敗，但是他已經學得差不多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學習事奉神，你總得學習從你自己的意思，

神進來了，神再出去，你才有事奉。你今天若不是一個讓神進來再

讓神出去的人，那你只能叫人碰著你的頭腦，不能叫人碰著你的

神。我們如果活在自己的意思裏是那樣的厲害，我們就沒有法子叫

人碰著神。我們如果要人碰著神，我們就得學習從自己的意思裏出

來。連有的弟兄姊妹的禱告，都得學習從自己的意思裏出來。我們

如果從自己的意思裏出來，進到神的意思裏去，我們才能夠有真的

學習，有真的事奉。這樣，不只在時間裏能與主同行，在國度裏能

與主同王，並且在永世裏能更好的事奉。但願主憐憫我們。―― 

倪柝聲《十二籃》 

 再沒有比你得到永遠的救恩更重要的事了。There is nothing 

more important than your eternal salvation. ~Kirk Cameron 

 救恩是來自一個十字架，和一個被釘死的基督。Salvation comes 

through a cross and a crucified Christ. ~Andrew Murray 

 既無一人被排除在神為所有人敞開的救恩之門外，就無一事物可

以攔阻我們進入，除非是因我們的不信。Since no man is 

excluded from calling upon God the gate of salvation is open to all. 

There is nothing else to hinder us from entering, but our own 

unbelief. ~ John Calvin 

 你將發現所有的神學可總結於這兩個短句：救恩完全是神的恩

典；咒詛完全是由於人的決定。You will find all true theology 

summed up in these two short sentences: Salvation is all of the 

grace of God. Damnation is all of the will of man. ~Charles 

Spurge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