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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0 年 6/6~ 6/12 

主日早上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1:30 AM 

專題追求                      11:30-12:30 P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8:30-9:30 PM    馬劍濤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愛筵聚會 週五晚上7:00-9:30 PM    馬劍濤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闵永恒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譚力琛弟兄家 

 
 

 

 
 

【家訊信息】信望愛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林前十三 13） 

信使我們超越世界，擺脫世界的滅亡；盼望，使我們認識世

界，看破世界，輕看世界的痛苦，有榮耀的盼望，輕看暫時的羞

辱；有權柄有盼望的人，輕看暫時的軟弱；有神盼望的人，輕看

人的榮耀。 

三者以何為大－－愛是不為自己 

信使我們超越世界，望使我們看破世界，惟獨愛使我們挽回世

界。一個有信心和盼望的人，如果沒有愛心，他對這世界不能起

靈性上的作用，不能把撒但手下的人搶救過來。基督徒一個最大

的毛病就是沒有追求最大的事情。如果我們得不着那最大的恩

賜，便使許多其他的恩賜都成為無用。所以保羅說：「我如今將

最好的道告訴你們。」那就是愛心之道。「我若能說萬人的方

言，卻沒有愛；我若能說天使的話語，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我

若能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 

今天教會充滿了鳴的鑼，響的鈸。教會中充滿了以責任代替愛

心的。從外表看來，基督徒仍然是照樣事奉神，仍然是照樣傳福

音。可是，我們對罪人的愛心失去之後，我們便跟世界上的演說

家一模一樣，且比他們更可憐。教會是神真理的家。愛若離開這

家，便比社會更可憐。所以保羅說：「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

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如果我們有信和望，卻沒有愛，便不能把基督徒的記號表章出

來。主耶穌說：「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便認你們是

我的門徒了。」 

為甚麼愛比信、望更重要呢？第一，因為愛使我們挽回世界。

第二，因為神不是信，不是望，乃是愛。聖經屢次說，神就是

愛。 

一個人的靈性如何，就看他的愛心如何。一個住在愛心裡面的

人，便是住在神裏面，因為神就是愛。第三，因為信和望都是為

自己，愛卻不是為自己。我們相信，因為我們需要得救；我們盼

望，因為我們要得着那基業。愛卻不是為自己的，如果愛裡有為

己的成份，這愛便是虛假的愛，愛之所以為愛，因為愛是為了別

人，不是為自己。 

而且，當主耶穌來的時候，我們所信的便得着了，我們所望的

也得着了，惟獨愛要存到永永遠遠。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卻沒

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 

愛有真假之分－－真愛要在誠實和行為表現 

我們對愛的真理，不要單在口頭和言語上，惟要在誠實和行為 

上，使我們為愛的器皿，讓主的愛充滿我們的心又流露出去。愛

的流露，乃是基督徒生命的流露，人不能在你的言語看到基督，

也不能從你所作所為看到基督，除非你所講的和所行的是相稱

的。當人看見你的愛心的時候，他們便知道，愛在這裏，神也就

在這裏。 

真的愛是從神來的，真正的愛是不為自己的，真正的愛是聖潔

的，是造就別人的；是謙卑自己的，捨棄自己的。當我們把真正

的愛流露出來的時候，人雖然看不見神，卻不能否認神的存在，

我們若在生命中流露出神的愛來，便能見證神的存在。反過來

說，人若說，我愛神，卻沒有在愛裏，愛神，也沒有對弟兄表示

愛心，這人是說謊的，他還在黑暗裏，人若不能愛那看得見的弟

兄，就不能愛看不見的神。照樣，我們若不能把愛顯出來，也就

不能把神顯出來，這是互相關係的。 

神要求的，是我們彼此相愛，以此表示對神的愛心，世界要求

的，是我們把愛顯出來，好知道神關懷他們。所以，住在愛裏面

的人，就是住在神裏面。 

今天世界最大的問題乃是人的問題，人的問題乃是以責任代替

愛心。丈夫與妻子之間，有為夫為妻的責任，卻沒有夫妻的相

愛。父母與兒女之間，有長輩與小輩之間的責任，卻沒有親屬之

間的溫暖與同情。人的溫情慢慢減少的時候，人活在世上便感到

空虛。 

這世界又以慾來代替了愛，以外表虛假的禮貌來代替真正的愛

心，在這樣的世界之中，基督徒應當表明，我們的生命與世界的

不同，求主用加略山上的愛來充滿我們每一個人。 

愛減少原由－－只因不法的事增多 

人的愛心為甚麼減少呢，主耶穌告訴我們：「只因不法的事增

多，許多人的愛心纔漸漸冷淡了。」今天的世界，不法的事天天

在加增。許多我們認為不好的事，漸漸習以為常，世人看慣了，

人的愛心就冷淡了。今日教會也慢慢被世界影響，本應由教會影

響世界，可是如今卻是不然。教會把門打開來，讓世界污穢的，

罪惡的事情、和黑暗的氣氛進入到教會裏，弄得教會烏煙瘴氣。 

不法的事增多，愛心的減少，都是慢慢來的。撒但作工，常常

不是突如其來，乃是慢慢的使人心麻醉，慢慢的離開真道，母親

天天看見兒子，不覺得他在長大。如果隔兩三年看一次，便覺孩

子大得很快。慢慢來的是令人不覺察，撒但破壞人的靈魂，也是

用這個方法，使人漸漸離開神的帶領，越來越鬆弛，最後遠遠的

離開主。 

教會中充滿了不法事：嫉妒、詭詐、自誇、驕傲、爭權奪利；

屬靈的詞句，事奉的態度都成為虛假。真正的事奉有聖靈的印

記，虛假的事奉沒有聖靈能力，一旦不法的事增多，愛心便減

少。愛離開時，人變成冷血動物。所以教會裏很冷，因愛的血流

出去了。 

教會愛心缺乏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愛世界。「人若愛是世

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這是使徒約翰說的。約翰年老

時，鬍鬚長長，白髮蒼蒼，扶着講台，話不能多說，只說「小孩

子們哪，你們要彼此相愛。」在約翰壹書他說：「你們不要愛世

界，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便不在他裏面了。」不客氣說來，今

天教會參加祈禱會的人少得很，連執事長老也不來祈禱，但辦宴

時個個都來。我們對世界有興趣，對屬靈的事沒有興趣；對人有

責任，對神不盡責任；對看得見的福份猛追求，對屬靈的事不追

求，這樣的教會怎能興旺？我們的愛心在那裏？人若愛世界，愛

父的心裏就不在他裏面了。第三，我們沒有愛心，因為我們沒有

受聖靈充滿。若被聖靈充滿，便結出聖靈的果子來。說方言與

【禱告事項】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兒童服事禱告。 

◆ 為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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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並不重要，何況如今末世，邪靈大大作工，用假的方言代替

真方言。主耶穌說：「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不能結好果

子。」聖靈所結的果子，第一個就是仁愛。人受聖靈充滿，便將

愛心流露出來；說方言的人，只不過受某一種恩賜充滿。如果這

恩賜是從魔鬼來的，或是從自己來的，那只不過是被老我充滿。

有些人愛誇自己的經驗，便是受了驕傲的鬼充滿。一個真被聖靈

充滿的人，他看弟兄真如弟兄，因為本來是弟兄。我們若不能愛

看得見的弟兄，便不能愛看不見的神。 

以上三個原因，以第一個最為嚴重。我們必須先將不法的事從

心裏除去，又要防止愛世界的心進到裏面，還要讓聖靈充滿心

中，如此，我們便能把主的愛流露出來 

從那裏得著愛－－愛是天父的性情 

然則，愛是從那裏來的呢？第一，愛是天父的性情。彼得後書

一章 4 節告訴我們：「我們既然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

與神的性情有分。」如果你沒有得救，你便沒有神的生命，也就

絕不能過愛的生活，因為神的性情不在你裏面。未得救的人，愛

神所恨的，恨神所愛的；得救的人，神把新的性情放在他裏面，

於是，他愛神所愛，恨神所恨的。他用不着人去告訴他，約束

他，他自己會作應作的，不作不應作的。他會體貼別人的需要和

軟弱，願意幫助別人。我們不要用自己的眼光來看別人，要透過

十字架的大愛去看別人。 

第二，愛是從聖靈的澆灌而來。羅馬人書五章 5 節：「聖靈將

神的愛澆灌在我們裏面。」我們得救之後，聖靈與情慾相爭，情

慾與聖靈相爭。我們最大的仇敵原來是我們自己，所以，你不要

怪教會不好，也不要怪牧師長老執事不好，你若有順從聖靈的

心，在最壞的教會中你亦可榮耀神。順從主的人，會遇見許多患

難，在患難之中，主的靈把愛充滿你心中，使你把愛流露出去。 

愛從患難的經歷而來 

第三，愛從患難的經歷而來。一個未經歷過患難的人，不明甚

麼是愛。話說回頭，患難可以產生兩種人生，有些人受苦之後，

心腸剛硬，專門報復；有些人經過患難，便會體貼安慰及了解別

人。你問：如果主愛我，為甚麼把我最喜歡的孩子拿去？使我年

輕便作寡婦？為甚麼使我遇見這麼多痛苦的事？親愛的弟兄姊

妹，如果你未經歷過患難，便不知道患難的痛苦，便也不了解在

患難中的人。所以你千萬不可作患難的奴隸，你應當使患難作你

的奴僕。如果你利用患難，你便可以說：「北風阿，興起，南風

阿，吹來。可以把我果子的香氣吹給園主。」 

我們靠基督多受患難，便可以靠基督多安慰那些遇到患難的

人。我們的主，是安慰傷心人的主。 

第四，愛從十字架而來，一個認識十字架的人，便認識神的

愛；一個不認識十字架的人，便不認識神的愛。約翰福音三章 16

節，我覺得更有價值：「基督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便知道何為

愛。」保羅稱為信的使徒，雅各稱為行為的使徒，彼得稱為望的

使徒，約翰則稱為愛的使徒。不是因為約翰受神的愛最多，乃是

因為他感受神的愛最深，乃是因為他上到各各他山上。當主耶穌

釘上十字架的時候，十二門徒中只有約翰爬到各各他山上，他看

見主走過的腳印，主所滴下的血跡，和十字架沉重的印痕，他看

見十字架上的主耶穌，聽見主在十字架上的說話：「父啊，赦免

他們。」今天我們不能再到各各他山上，看主被釘十字架，但聖

靈可以把主釘十字架的情景活現在我們心中。主這樣愛你，請

問，你對主的愛怎樣？――本文摘自大光出版 

 我們愛基督的最佳明證就是順服基督的律例...愛是根基，順服

是果實。――Matthew Henry 

【分享見證】醫生 瘋子 傳道人 
「往事如煙隨風去，一朝蒙恩到主前。」這是我對自己蒙恩經歷的

總結和概括。  

95 年醫藥學院畢業之後，我進入一家治療肝病的中醫專科醫院工

作。剛剛參加工作的我對於未來充滿了憧憬和期待，我覺得天下之

大，任我馳騁。我努力鑽研業務，並立下心志：成為一代名醫。我

們的醫院因為專門治療肝病，經常請專家、學者來講解國際最新的

肝病治療進展，西醫方面的治療與國際同步，中醫方面的治療又是

特長。在這種環境中，我的醫療技術也與日俱增。 

97 年底我被醫院派往四川一家醫療機構，作肝病的合作醫療工

作。99 年我成為科主任，承包了合作的醫療科室，收入迅速增加。

在治療技術上也更加的成熟和穩定，很多病人因為信任我的緣故，

把他們周圍的病人，不管是不是肝病，都介紹過來。我一方面沉浸

在自己的成就裡，一方面繼續參加考試，想要更進一步的深造。  

一切都在朝著美好的方向發展，我覺得離自己的夢想越來越近。

就在 2000 年三月的一個清早，所有的夢想都在一覺醒來後破碎了

──我瘋了。沒有任何預兆、感覺、與準備，來的那樣突然，我就

這樣掉入了黑暗的深淵。西醫檢查不出來疾病，治療沒有任何果

效。綿陽著名老中醫也束手無策。但我知道我瘋了，我已無法辨別

早上和晚上，過去的記憶在漸漸消失。每天響在我腦子裡的都是人

為什麽要死的問題和猙獰的笑聲。我不能睡覺，尤其怕黑暗。我的

腦子就像被擰住一樣抽筋，又像隨時會暴裂一樣的往外漲。 

我想到了死，妻子看見我痛苦的樣子也不想活了，我的孩子剛剛

兩歲。萬般無奈之下想到了我的媽媽，一個老基督徒。我們家到我

這一代，已經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了。上個世紀初期，外婆因在教會

學校上學而接受主。媽媽服事主幾十年，一直在老家當地牧會。我

小的時候跟著媽媽作禮拜，聽過不少的聖經故事和詩歌，也很虔誠

的禱告和學習聖經。 

但從上初中開始，我就離家寄校，一直到大學畢業，我在家的時

間很有限。在這個過程中，知識越來越多，對神的懷疑也越來越

多。在周圍的環境薰陶下，我學會了抽煙、喝酒、罵髒話。世界的

體系在不斷的改變著我，影響著我，神已經成為一個符號，沒有了

任何的約束和限制。媽媽每次為我的禱告和假期期間的聚會，我都

是應付而已。當我去四川工作時，媽媽交給我一本聖經，讓我去找

當地的教會聚會。媽媽每次打電話催促我時，我都推辭說找不到教

會。  

這個時侯，已經沒有任何的辦法了，我被接回了老家。媽媽為我

禱告之後，我開始感到好轉，也漸漸的能夠與人交流。在我回老家

期間，妻子也在綿陽找到了教會。當我再次回到綿陽時，就開始參

加聚會。每參加一次聚會，我的病就好一點，直到一年後我徹底痊

癒了。從此我再也沒有離開過神，經歷了神的恩典之後。我才明

白，媽媽的神也是我的神。祂愛我，沒有讓我滑向死亡的深淵，並

引導我走上永生的路。 

更大的恩典發生在我痊癒後次年，也就是 2002 年，我二十九歲

時，神的呼召臨到。我辭去工作，成為一個傳道人，踏上了全職事

奉的道路，至今已經走過七個年頭。媽媽當初給我的那本聖經，今

天依然陪伴著我，見證著我在主裡的所有恩典和福份。神破了我一

個世界的夢想，卻給了我一份屬天的尊貴人生。  

這真是「苦過方知恩典多，屬天事奉皆榮耀」。――楊建偉 

 基督徒不是在生命中找到一個新起點的人，而是一個得著新生

命、展開新生活的人。A Christian is not a person who has made 

a new start in life, but a person who has received a new life to 

start wi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