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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 年 1/22~1/28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2:15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王艾东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赵春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一) 2 月 5 日主日早上詩歌見證聚會，請全體出席、參與服事及留意

教會各方面安排。 

 

 

 

 
 

 

 

【本週讀經】天天讀經、背經、禱告、唱詩 

一月二十二日 

讀經 創四十七~四十八；太十七 

鑰節 「他們舉目不見一人，只見耶穌在那裏。」(太十七 8) 

禱告 親爱的主，求你使我「只有耶穌」，「只聽耶穌」，「只

見耶穌」。讓我「當轉眼仰望耶穌，注目仰望你的慈容，

所有事物在你榮耀光中，都要次第變色成朦朧。」（聖徒

詩歌 509 首） 

詩歌 當轉眼仰望耶穌 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二十三日 

讀經 創四十九~五十；太十八:1-20 

鑰節 「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所

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

（太十八 3~4） 

禱告 主啊，，求你光照我，使我能認識自己的本相，從自滿和

驕傲的景況中回轉。賜給我童心，使我能更謙卑投靠你。 

詩歌 Hymn: 主阿求你將我看 

一月二十四日 

讀經 出一~三；太十八：21-35 

鑰節 「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像我憐恤你嗎？」(太十八 33) 

禱告 親愛的主啊，求你教導我們心存憐憫，以饒恕代替積怨，

多得著一個弟兄，成為同心禱告的同伴 ! 

詩歌 憐憫慈愛寬恕 YouTube  

一月二十五日 

讀經 出四~五；太十九 1-15 

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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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十九 6） 

禱告 親愛的主，祝福我的婚姻和兒女， 讓我的家成為合你心意

的家庭。 

詩歌 哦，完全的愛 O Perfect Love YouTube  

一月二十六日 

讀經 出六~七；太十九 16-30 

鑰節 「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

能。』」「 (太十九 26) 

禱告 親愛的主，在我不能，在你凡事都能！開恩憐憫我，時刻

校正我的人生目標，除去我所有的攔阻，叫我活在天國的

實際裏。 

詩歌 祂為我開路 YouTube 

一月二十七日 

讀經 出八~九；太二十 1-16 

鑰節 「約在酉初出去，看見還有人站在那裏，就問他們說：

『你們為甚麼整天在這裏閒站呢？』」(太二十 6) 

禱告 親愛的主，感謝你為我創造了事奉你的機會，幫助我儘

早進入葡萄園。求你不讓我在教會裡「閒站」，讓我不計

算代價來事奉你。 

詩歌 盡忠為主- churchinmarlboro.org  

一月二十八日 

讀經 出十~十一；太二十 17-34 

鑰節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

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太二十 28) 

禱告 親愛的主，讓我在十字架的路上緊緊地跟隨你，但願你

所有的美麗、清潔、溫柔與甘甜，從我身上顯現，好使我

能自動並樂意地服事人。 

詩歌 但願耶穌的美麗從我顯現@ 隨意窩 Xuite 影音 

【家訊信息】愛是永不止息 
讀經：耶三十一 3；約十三 1；林前十三 1~8，13；十四 1 上 

一般讀經的人都公認，哥林多前書十三章是講說『愛』最完全

的一章聖經。就在這一章四至八節中便列出十六種愛的本質，現

在只交通其中末了一個愛的本質──『愛是永不止息』。 

愛是永不止息，從這句話的字義上看，愛乃是不會停止的，是

繼續不斷的；也可以說，愛是永遠長存的，愛是永不改變的。神

對我們的愛，就是這樣繼續不斷，直到永遠，而且從不改變的。

其次，按照英文聖經的解釋，愛乃是永不衰殘，是永不敗落的

(Love never fails)。另一解釋是說，愛是有終局的，愛是圓滿的，

愛是完整的，是愛到底的；正如約翰十三章一節所描敘的，主耶

穌既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是愛到底的愛。主的愛

是有始有終，而中途不停且不變的。這就是主所吩咐我們，在教

會中用這樣的愛來彼此相愛。可是，從我們人這一面來看，我們

是絕對做不到，因為我們這個人是最會變的，特別是我們愛的情

感變得像溫哥華的天氣一樣，時晴時雨，時冷時熱，變化很大，

也變得很快。我們都承認，我們的愛是最變幻無常的，是最捉摸

不定的；但感謝主，祂對我們的愛卻是永恆不變的，是繼續不息

的。  

這一次主給我機會，到南半球的澳洲去看望弟兄姊妹，見到好

些隔別數十年的弟兄姊妹，真是感慨萬千。這幾十年的變化太

大，有好些弟兄姊妹見面時，幾乎都不認得了；有些還是少年時

認識的，如今彼此都是老人了，各人的樣子都改變了很多，如果

不是在會所、或家中，而是在路上相遇，彼此必定不敢打招呼。

除了相貌變老了，還有許多的事故摻雜在其中，但是，感謝主，

我們卻都經歷同樣一件事──主永不改變的愛。雖然年齡衰老

了，間中還有許多事故的穿插，使我們對主的愛時翻刻變，但是

過了數十年，大家仍能相見，而且彼此仍蒙保守在主的手中，感

激主恩的心，油然而生；見面握手時，歡喜和感激的淚水總是奪

框而出。 

一位弟兄隔別了五十多年，他因著事奉主被監禁二十三年，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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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urn%20Your%20Eyes%20upon%20Jesus.htm
http://www.hymnal.net/hymn.php/ch/31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wzPWobCMKQ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ZzJgwQKG3w&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BfsV-ROYx8&feature=related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0/8-29-10%20weekly.htm
http://vlog.xuite.net/play/M0lkc2k0LTM2NzI2NTUuZmx2/%E3%80%90%E6%AF%8F%E6%9C%88%E8%A9%A9%E6%AD%8C%E3%80%91%E4%BD%86%E9%A1%98%E8%80%B6%E7%A9%8C%E7%9A%84%E7%BE%8E%E9%BA%97%E5%BE%9E%E6%88%91%E9%A1%AF%E7%8F%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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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送到遙遠的青海去勞改；感謝主，雖然經歷了這些苦難與折磨，

他向主的心仍忠貞不改；人是衰老了，而事奉神的心卻毫不稍減，

堅定而不妥協；這次見面交通，有難於形容的喜樂，彼此都能見證

主的愛實在是從不止息、從不改變的。有一位弟兄，因著心臟手

術，殘弱得連腰都直不起來，主日聚會看見他時，幾乎認不得，他

年紀比我輕，但看起來卻比我老得多，雖然經過這些重大波折，他

還是那樣的愛主，並在教會中服事主，主對他的愛沒有改變，他經

歷到那沒有改變的愛。我們都在改變，惟有主的愛不改變。  

林前十三章八節說，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說方言之能，

終必停止；惟有愛是永不止息。因此，教會生活中彼此相愛的事，不

是一個運動，不是鼓勵大家去實行一下就算了事；不，我們必需認識

這個愛是永不過去的。今天，人所注意的，不過是恩賜、工作、神跡

奇事；誰能在這些事上有成就，誰就成了紅人；誰能在這些事上吸引

大批群眾，誰就成了名人，為群眾所愛戴、所擁護。但是，使徒保羅

說，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就成了鳴的鑼響

的鈸。我若能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什麼；我若能將所有的賙

濟窮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我們的主是

永遠的神，所以祂的愛也是永遠長存。在永世裏，所以會是那樣榮

耀，那樣滿了喜樂，就是因為有愛。在永世裏若沒有愛，那就真是永

遠受罪了。今天有些弟兄姊妹不能彼此相愛，如果你住在溫哥華，他

就搬到列治文去；如果你在卑詩省，他就遷到安大略省去；如果你留

在北半球的美國，他就移居到南半球的澳洲去；大家可以幾十年不見

面。可是，到了那一天，只有一個城，只有一條街，你我搬到那裏

去？如果我們不相愛，那豈不永受痛苦。現今多少夫妻，覺得彼此不

能相愛，就離婚分手了事，造成千千萬萬的破裂家庭。這一切舊造和

其上的事都要過去，到那天，神永遠不變的愛必顯明出來。我們都同

意，有愛就是天堂，無愛便成地獄；有愛就是樂園，沒有愛便是陰

間。今天，我們仍然活在地上，還有這些消極的事環繞著我們，主把

我們拯救出來，就是要我們先經歷祂的愛，並且祂也把祂愛的生命賜

給我們，要我們以祂的愛來彼此相愛。  

神是永遠的神，祂以『永遠的愛來愛』我們(耶三十一 3)。我們所

傳的『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來十三 8)。

這次我在澳洲與弟兄姊妹們見面交通時，心中就有這個感覺，我們人

變了許多，環境也一直在變，就是我們的主永不改變，祂的愛也永不

改變，祂既愛了我們，就愛我們到底。祂的靈也是永遠的靈，三一神

都是永遠的。祂的愛是永遠的，祂對我們的揀選也是永遠的，是永不

後悔的；可是我們對主的態度卻是刻變時翻，是三心二意的。感謝

主，主永遠不改變，祂的愛也永不改變；因此，我們教會生活中彼此

相愛也該是不改變的，講道可以停止，愛卻不該中斷。主對我們的愛

是永遠的愛，我們對祂的愛、我們彼此相愛，也該是永不止息的。所

以我們要開始學這個功課，以主愛呢？原來人可以用人的愛那樣做，

但人裏頭可能仍沒有神的愛；那樣做可能出自人天然的愛，卻不是源

自神的愛；是暫時的，不是永遠的；是人間的愛，不是神聖的愛。主

吩咐我們乃是要我們以祂的愛來彼此相愛。我們要好好的學習，先自

己經歷主的愛的愛來彼此相愛。如果弟兄彼此相愛只是人間天然的

愛，那是非常可怕，不要說我們做不到，就是能做到一些，也是短暫

易變的，毫無價值的。多時以來，我們覺得林前十三章三節所說，

『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這話很

費解，難道『賙濟窮人』不是愛嗎？『舍己身』不是愛嗎？怎能說沒

有，再去以主的愛來愛別人。這些年來，我們慢慢發現，過去許多所

謂教會生活的愛，不過是人間的愛，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否則，那許

多可怕的事情絕不會發生在我們當中。但願我們從過去的經歷中學習

寶貴的功課，認識我們只有天然的愛，這個不能用來彼此相愛；我們

要學習以主的生命作我們的生命，以主的性情作我們的性情，以主的

愛成為我們的愛，並將主生命的愛流露在教會生活中，以神那永遠的

愛來彼此相愛。求神將祂那永不改變的愛澆灌我們，使我們有實際的

生活，在地上為祂活出真實的見證。有許多事物都要過去，連講道傳

資訊有一天也要過去，但是這永恆的愛卻不過去，而且在信、望、愛

這三樣之中，愛是最大的。所以，我們要追求這愛(林前十四 1)。神

自己就是愛，追求愛就是追求神；我們有了神，就有了愛。追求神要

像年青人追求物件那種百折不撓的態度，飯可不吃，覺可不睡，但那

物件非追求到手決不停止。如果我們都這樣的來追求神，追求愛，教

會生活中彼此相愛的實際必大有可觀。  

我們不是追求什麼恩賜，追求什麼能力；也不是聽過這資訊之

後，就咬緊牙根用我們天然的愛去愛別人；乃是學習吸取那永遠

的愛，不止息的愛，不衰殘的愛，愛到底的愛，在實際生活中活

出彼此相愛的見證。―― 謝德建 

【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愛的詩篇 
重點：本章可分成三部份： 

一. 愛的價值(1~3節)――愛的優越是必須的，超越了口才、講

道、信心、賙濟！所以我們要時刻在愛中服事人，幫助人。  

二. 愛的內容(4~7節)――愛的美德是至高的，十五項的美德全

是基督！所以我們要在生話中，結出聖靈的果子(加五

22~23) ，彰顯基督的美德。 

三. 愛的超越(8~13節)――愛的超越是永恒的，其他恩賜都必歸

於無有！所以我們要竭力追求愛。 

鑰節：「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

愛。你們要追求愛。」【林前十三13~十四上】 

感想：愛究竟是什麼？有人說，若把本章裏面所有的『愛』字，

都用『基督』一詞來代替，然後誦讀全章經文，則全段的意義就

更加清楚。因為林前十三章4~7節所提到十五項愛的特點，如果

我們靠自己的力量，的確是不可能作到。因為愛不是人『作』出

來的，愛乃是『活』出來的。而我們如何活出這樣愛的美德呢？

請記得，這愛實在是神的心和基督的生命，藉著聖靈己經住在人

的裡面。然而愛是需要人去追求的。追求這個一詞是用來形容一

個獵人追趕他的獵物那麼急切；或是形容一個熱心的人奮力地追

求他自己設定的更高目的。而所謂「追求愛」就是形容全心去追

趕，直到追上為止，否則不休息。所以我們蒙恩以後，要將全部

的精力投注在一件事上，就是追求那祟高、永恆的恩賜──愛的

恩賜，以致讓主的愛完全充滿和管理我們。 

禱告：親愛的主，請將你聖的愛，澆灌在我們心中，好讓這篇

「愛的詩篇」於我們不僅是一張清單，而是讓基督愛的美德顯於

我們每日的生活中！ 

【在慕迪那裡他們是愛我的】慕迪開辦主日學，他愛他的學生，

他的學生也愛他。其中有許多人是像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因

著有神的愛澆灌他們的心，他們和慕迪在愛裡結合為一。其中有

一學生，搬家到市區另一部分。雖然這位年青人來回要跑一段很

長很累的路，還是照常上學。有人問他，為何要跑這遠的路，他

家不遠豈不也有很多一樣的學校麼？這個孩子答說：『那些學校

對別人也許是好的；但是對我卻不見得是好。』『為甚麼不？』

『因為在慕迪那裡他們是愛我的。』 

慕迪說過：『只要能使這個世界的人相信我們是愛他們的，就不

會有這麼多空禮拜堂，從不踏進禮拜堂的人必定少了許多。在我

們的教會中，應當以愛來代替責任。這樣，整個世界的人歸主，

就能很快地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