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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0 年 6/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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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麗斌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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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明昊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陳依凡姊妹家 

一. 5 月 29 日顾静彦和邱嵐姊妹在福音營受浸歸入主名。 

二. 陳紅兵弟兄一家遷至 Freehold。 

三. 下週主日第二堂【信息聚會】──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 

。 

 

 

 
 

【南京教會特會信息綱要】  
福音聚會──愛的人生 

詩歌: 自基督来住在我心(43) ；主耶稣，我爱你名(120) 

讀經： 約 3:16；羅 10:8~13    

一． 宇宙最大的事實──神愛你！ 

二． 神的愛能改變你的一生──神就是愛！ 

三． 愛的人生第一步──從接受神開始，心裡相信，口裡承認！ 

健康教會生活的實行 (1) ――從忙碌中重新愛主，靠主恩忠心前

行！ 

詩歌:主爱长阔高深(181) ；众人涌进主的国度(297) 

讀經：啟示錄一 10～二 11 

一. 以弗所的教會(二 1~7) ――保守愛心，恢復起初的愛。從忙

碌中重新愛主！ 

二. 士每拿的教會(二 8~11) ――保守忠心，恢復屬靈富足。忠心

前行，主已得勝！ 

健康教會生活的實行(2)──保守清心，恢復純一的貞潔! 

詩歌:复兴你工作，主(144) ；耶稣，耶稣，我的性命(67) 

讀經：啟示錄二 12～三 6 

一. 別迦摩的教會(二 12~17)―― 保守清心，恢復分別為聖。與世

俗分別，必經歷與主親密！ 

二. 推雅推喇的教會(二 18~29)―― 保守良心，恢復純一的貞潔。

順服元首基督，才能持守正道！ 

三. 撒狄教會（三 1～6）――保守在聖靈裹的新鮮，恢復生命的

活力! 

健康教會生活的實行(3)──弟兄相愛，恢復屬靈的實際! 

詩歌:我们呼吸天上空气(335) ；活着为耶稣(168) 

讀經：啟示錄三 7～三 22 

一. 非拉鐵非教會（三 7～13）――保守微力，守主道，高舉主

名，恢復弟兄相愛的實際! 

二. 老底嘉教會（三 14～22）――保守謙卑、火熱，願付代價

（買），恢復屬靈的實際!   

健康教會生活的實行(4)──預防極端、異端、宗派和邪派  

詩歌:惟知道我所信的是谁(56) 

讀經： 弗一 17~19， 提前六 20~21， 提後四 3~4，彼後二 1，猶

3，賽八 20 

一 . 極端(Extremist)和異端(Heresy)的分別是什麼呢？  

二 . 教會(Church)與宗派(Denomination) 和邪派(Cult) 的分別是什麼

呢？ 

三 . 怎樣幫助弟兄姐妹脫離極端、異端、宗派和邪派？  

健康教會生活的實行(5)── 愛主和愛教會 

詩歌：乐哉，白白恩典(60) ；我们呼吸天上空气(335)  

讀經：加二:20；弗 5:25 

一. 基督愛你，為你捨己──你如何愛祂呢？學習天天親近祂，並

且隨時隨處向人見證祂! 

二. 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你如何愛教會呢？學習顧到聖徒

的需要 : 照顧、餵養、珍惜、接待和幫補 ! 

【家訊信息】奉獻的意義與實行 
關乎奉獻這一件事，按著聖經給我們看見的，它的出發點是在於

神的愛。「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羅十二 1）如果神

的愛摸著我們的心，雖然不一定有「奉獻」這個字眼，但是會有奉

獻這個情形。反過來說：如果我們的奉獻沒有神的愛的成分在裏

面，只不過是覺得應當奉獻，這樣的感覺總歸是比較差一點。 

自然，羅馬書第六章也告訴我們：祂把我們從罪裏救出來，我們

就不作罪的奴僕，乃是歸給神作義的奴僕，這是理所當然的一件

事。按著理智來說：我們每一個被主拯救的人，沒有理由可以不奉

獻。如果我們還是為自己來活，不讓主在我們身上有地位，我們自

己知道這是不對的。 

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們光憑著理智來奉獻的話，那個味道總歸

差一點。因為神不要我們因責任來奉獻，神要我們因著愛來奉獻。

這好像舊約所記的，在以色列人中間，如果一個希伯來人貧窮了，

賣給他的弟兄作奴僕，他只能服事他主人六年。到了第七年，就要

放他自己。但是如果這個僕人說：「我愛我的主人，我也愛我主人

所給我的妻子和我們所生的兒女，我不願離開他的家，我願意終身

在他的家中事奉。」如果這樣的話，主人就要把他帶到門口，用錐

子把他耳朵錐通了，這一個人就終身作僕人。 

在這裏，你要看見兩個不同的光景。他頭六年剛開始作奴僕的時

候，他的作奴僕是根據責任，因為他是重價所買的，理當作奴僕。

但是在七年以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那是出於愛。 

 這是舊約的時候之例子，到了新約的時候，次序應當倒過來。所

以在羅馬書第十二章先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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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被主的愛感動的時候，

我們就願意把自己獻上，這樣的獻上，是非常容易的事。 

 所以我們在主的面前，如果有奉獻的話，最好是被主的愛摸著的

時候。當然理智的一面，也是不可抹煞的。你就是不覺得主的愛在

那裏催促，還得要奉獻，因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不過這樣的奉獻，

在你實行的時候，就比較有難處。 

 甚麼叫作「奉獻」呢？奉獻就是把我們自己交在主的手裏，讓祂

自由的支配、讓祂有機會從我們裏面活出來。奉獻並不是我們要為

主作甚麼。我今天奉獻，是讓祂在我身上能作甚麼。所以並不是

說：今天我奉獻了，我就要起來為主傳道、為主作甚麼。不是。奉

獻的意思乃是說：從今以後，祂在我身上有完全的權柄，祂可以作

一切所要作的，來完成祂自己的工作。所以實在來說：一個奉獻的

人是個最蒙福的人。 

為甚麼許多人覺得奉獻很難呢？原因就在我們不肯把自己交出

來、交在主的手裏。我們總喜歡把我們交在自己手裏，覺得這樣更

穩當。老實說：我們相信自己，遠超過相信神。所以奉獻的難就難

在不肯放下、不肯交出來。你怕交出來以後，如果主真是拿去怎麼

辦呢？如果你預先知道，你把你的以撒獻上以後，還能收回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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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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容易奉獻的。但是當亞伯拉罕獻以撒的時候，他一點不知道，

神會把以撒再交還給他，他也沒有這個盼望。弟兄姊妹！奉獻的難

就難在這裏。 

但是如果神的愛摸著我們，就沒有一件事是難的。你知道世界上

所有的難，都因為是缺少愛。甚麼地方有愛、甚麼地方就沒有

「難」這個字。在神的面前，也是這樣。 

我們這樣的奉獻，是不是一次就夠了呢？按著聖經給我們看見，

這樣的奉獻必須有一個起頭，這個起頭可能是接著得救以後，也可

能是在復興的時候、也可能是在墮落得著恢愎以後。不過奉獻這一

件事不是一次就完了。好像聖經所說的：祂是一扇的門，也是一條

的路。所以必須常常奉獻、天天奉獻。 

那麼我們怎樣奉獻的呢？很簡單，就是藉著禱告，把我們的心願

擺在祂的面前。當我們這樣禱告的時候，我們應當相信主是聽禱告

的主，主是鑒察人心的主。我們向祂這樣禱告、這樣表示，祂已經

聽了，祂就接受了。 

在有的人身上，當他奉獻的時候，有專一的東西要奉獻。好像人

信主一樣，有的人信主的時候，神給他看見他有許多的罪，但是好

像沒有一個罪是特別扎著良心的。但是有的人信主，卻是感覺有一

個罪特別扎他的良心。如果這一個罪不認的話，好像就過不去。奉

獻也是這樣。有的人就是覺得說：我這個人應當完全給祂。也有的

人當奉獻的時候，會有一二件特別顯明的事要獻給神，好像亞伯拉

罕獻以撒一樣。在亞伯拉罕身上，有一個人的地位很大，如果這一

個不奉獻的話，其他的奉獻都是虛假的。但是要奉獻自己所最喜愛

的，也是特別叫人感到困難的。 

如果他奉獻的時候，不覺得主對你有甚麼特別的要求，你也不必

自己去想。屬靈的事用不著我們太著急的。當你跟隨主的時候，主

的靈自然會在你裏面題醒你，給你看見，也許特別有一個人或者有

一件事、或者有一個東西，抓住你很利害。如果有的話，你必須被

主的愛摸到一個地步，肯把那個人、那個東西、那件事放在主的手

裏。這樣，你的奉獻才是真的。 

等到奉獻以後，底下就有一段路要走。你這樣奉獻在主的手裏，

主就開始作主了。我們的禱告、我們的奉獻，不過是一個意念的問

題、一個願意的問題。究竟我們是不是過奉獻的生活，這就要藉著

一件一件的事顯明出來。主來帶領我們的時候，就要我們在這些事

上來實行奉獻的生活。當聖靈在我們裏頭帶領的時候，當主在我們

身上有要求的時候，我們要記起我們在主面前與祂立的約。我們要

降服祂，在一件一件的事上，讓主得著祂應當得著的。這些實際的

事就是我們的試驗，要證實我們這一個人到底是不是奉獻給主的

人。 

 還有一方面，我們為著要實行這個奉獻，就應當天天奉獻。你看

在舊約的裏面，燔祭是每天早晨獻一次，晚上獻一次，祭壇上的火

是晝夜不熄的。所以我勸少年弟兄姊妹，當你每一天早晨起來的時

候，都要再一次把自己擺在祭壇上。到每天晚上睡的時候，也要在

主面前省察一下，今天有甚麼地方沒有過奉獻的生活，然後再一次

把自己獻上。這樣作能幫助你過奉獻的生活。 

 舊約聖經還要告訴我們：到了月朔、月望、節期的時候，燔祭的

羊羔還要加增。這就是說：當我們碰到生活中有大事要作的時候，

更應當把自己奉獻給主。內地會的創辦人戴德生，他的曾祖父在結

婚的時候，有一個奇妙的故事。他是個掛名的基督徒，在主的面前

很馬虎。但是當他要結婚的那一天，他到田裏收取禾捆，忽然想到

約書亞記二十四章十五節：「至於我和我的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

華。」這句話抓住了他，叫他欲罷不能。他想了又想，竟把結婚大

事完全忘記了。他就一個人跪在麥田上，把自己奉獻給主。這時在

禮拜堂裏結婚的時間到了，新娘等在那裏，親友也都等在那裏，但

是新郎還不見來。等到他禱告完了，想起結婚的事，就向禮拜堂狂

奔，幸虧新娘還有忍耐的心，還等在那裏。 

所以你看見，如果少年弟兄姊妹在人生重大的事上，都學習把自

己奉獻給神，這是一件非常蒙福的事。── 江守道 

【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蒙悅納的奉獻 

內容：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的頭四節記載主耶穌稱讚那奉獻兩個小

錢的寡婦。接著，5~6節提到有人談論聖殿的美麗與莊嚴，而主卻

豫言聖殿將要被完全拆毀。這個預言應驗於西元七十年，聖殿被夷

為平地。接下去，7~19 節祂預告末期以前必先有的事。門徒問這

耶路撒冷被毀事件發生的時間與預兆。主耶穌描述了時代末期之前

要發生的事：(1) 必有人冒基督的名來迷惑選民，(2) 必有打仗和

打仗的風聲， (3) 必有地震、饑荒、瘟疫，和 (4) 天上會顯現異

象。緊接這些徵兆出現以前，主告訴門徒將遭人逼害：(1) 被人拿

住、逼迫，並交給會堂，(2)被收在監裏，拉去站在君王諸侯面

前，(3)與父母、弟兄、親族、朋友為敵，和(4)被眾人恨惡道。 

20~24 節是主耶穌進一步預言耶路撒冷的被毀滅。25~36 節是主再

來的豫言和勸戒。主要門徒謹慎，以免今生的思慮累住他們的心，

因為那日子如同網羅忽然臨到。所以要時時儆醒，常常祈求，能以

站立在人子面前！37~38 節記載主白天在聖殿裡教訓人，夜宿橄欖

山，而百姓清早上殿，期盼聽祂講道。 

鑰節：「因為眾人都是自己有餘，拿出來投在捐項裏；但這寡婦是

自己不足，把她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路廿一 4】 

提要：福音書記載主耶穌在百忙中，居然抽出時間來對銀庫坐著，

看眾人怎樣投錢入庫(可十二 41~44；路廿一 1~4)，可見祂對此事之

重視。 

一. 祂不是數捐款，祂是看人怎樣奉獻。換言之，祂不是看你有多

少錢，祂是看你處理金錢的方法；祂不是看你獻出的有多少，

祂是看你口袋裏剩下的還有多少。 

二. 像寡婦這麼窮苦的人，不埋怨、不求救濟已夠好了，誰能指責

她不獻呢？況且她全部財產也不過兩個小錢，獻不為多，不獻

也非少，又何必獻呢？今日許多信徒都有這種想法：讓那些有

錢人去負擔教會的經費吧！難道還少了我這一塊幾角的？還有

些人說，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我沒有錢，可以出力，出了力

也就可以不出錢了。 

三. 她獻的是「兩個小錢」，馬可加上一句解釋，就是「一個大

錢」。意思說這兩個小錢在幣值上等於一個大錢。可是對那窮

寡婦而言，兩個小錢並不就是一個大錢，因為一個大錢不能切

半，只好完全奉獻；兩個小錢卻可以獻一個，留一個，無需全

部獻出。從這裏我們更可以看出窮寡婦奉獻的態度如何可愛。 

四. 她所投入的不是有餘的，而是一切養生的，即是不可少、藉以

維持生命、最心愛的那部分都獻上了。這表示完全的順服，完

全的信賴。曾經聽人說過，他捐的這點算不得甚麼，不過是寡

婦的兩個小錢而已。他本意是自謙，事實上卻搞錯了。寡婦的

兩個小錢代表的是全部家產，是件了不起的偉蹟。─史祈生 

默想：奉獻千千萬萬，並不代表愛神，但如果愛神，就一定肯奉獻。 

禱告：主啊，「我將一切全獻基督，全獻恩主心甘願；我要永遠愛

主，隨主，天天活在主面前。」《聖徒詩歌》312 首。 

 寡婦投入的『兩個小錢』，雖不能發出鏗鏘之聲，但卻能深深地

感動了萬有的主。我們的生命和今生的所有，縱然短暫渺小，有

如『兩個小錢』，但為祂獻上一切，未必引來世人掌聲，卻深深

打動主的心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