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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 年 11/11~11/17 
主日聚會 

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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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济湟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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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闵永恒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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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請弟兄姊妹出席下週週六晚上(11/24) 感恩見證聚會。一同感

謝神在颶風「桑迪」中，保守我們的家園；見證受災的弟兄姊妹接

受聖徒的援手，因而一同歷基督和教會之愛。 

 

 

 

 

 
 

 
 

十一月十一日 

讀經 哀 1～2；來 12：14-29 

鑰節 「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照神所喜悅

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神。」【來十二 28】 

禱告 親愛的主，使我們用虔誠敬畏的心來事奉神；保守我們每當

思想到你的再臨時，心中不是懼怕，而是滿心的安慰和喜

悅，因為我們已在一個不能震動國度。 

詩歌 我當如何愛我的主-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一月十二日 

讀經 哀 3～5；來十三 

鑰節 「所以耶穌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聖，也就在城門外受苦。

這樣，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了他去，忍受祂所受的凌辱。」

（來十三 12-13） 

禱告 主阿！我們感謝讚美你，你給我們看見，這個世界像一個營

一樣，他們把你推到營外，你是在城外受苦。主阿！你叫我

們今天也能出到營外就了你去。主阿！雖然我們在地上忍受

一點淩辱，但是我們感謝讚美你，我們卻能以頌讚為祭獻給

神，也能在地上為你作見證，能結果子。── 江守道 

詩歌 進入幔內- -YouTube  

十一月十三日 

讀經 結 1～3；雅 1：1-12 

鑰節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因

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雅一 2~3) 

禱告 恩主，求你使我在試煉中仍有喜樂，信心經過試驗而生忍

耐。 

詩歌 哦，讓我們在主裡面常喜樂-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一月十四日 

讀經 結 4～7；雅 1：13-27 

鑰節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

眾光之父那里降下來的；在他并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

影儿。」（雅一 17） 

禱告 我們的神！我們實在感謝讚美你，天地萬物都要改變，滅

沒，只有你永不改變，你對我們的愛也永不改變，因為在

你沒有轉動的影兒（雅 1：17）。 

詩歌 你信實何廣大-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一月十五日 

讀經 結 8～10；雅 2：1-13 

鑰節 「因為那不憐憫人的，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憐憫原是向

審判誇勝。」(雅二 13) 

禱告 發憐憫的神，我們蒙恩是因你的憐憫，求使我也有憐憫的

心，免得受無憐憫的審判。 

詩歌 只在乎發憐憫的神――詩歌音樂 

十一月十六日 

讀經 結 11～12；雅 2：14-26 

鑰節 「我的弟兄們，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卻沒有行為，有

甚麼益處呢；這信心能救他麼？」(雅二 14） 

禱告 主啊，求你使我們信行能合一，活出救恩的實際。 

詩歌 哦，我要像你 churchinmarlboro.org  

十一月十七日 

讀經 結 13～14；雅三 

鑰節 「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

己的全身」(雅三 2下)。 

禱告 「耶和華阿！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詩一百四

十一篇三節。求你把守我們的舌頭，叫我們不隨便說話，

使我們就免去許多的難處。 

詩歌 晚禱-churchinmarlboro.org  

【家訊信息】在愛中作基督身體的見證 
讀經：弗五 25~29；二 1~5；約壹三 16~18 

基督為著要得一個身體，就是祂的教會，祂就舍了祂自己，把祂

的命也給了教會。並且祂還一直的保養顧惜，好使她成為榮耀的

教會，獻給祂自己。這乃是教會存在的原因和目的。教會今天在

地上是基督的身體，為主作見證；到那一天教會要成為榮美的新

婦，與基督永遠在一起。為此，教會需要長大，各肢體需要盡功

用；需要在主愛中有生命的變化；也要用水借著道，把一切的斑

點皺紋都洗淨，以致滿了基督的豐滿與榮耀。此外，為使身體長

得美好，教會還得有「愛」的氣氛與環境。所以，無論從那一方

面來看，要使教會能長大、能盡功用、能洗濯乾淨、能美滿豐

榮，有一個不能缺少的因素，就是「愛」。  

在聖經新約，只有以弗所書第五章說到基督如何愛教會，為教會

舍己，並且也把愛教會的細則一一描述出來。基督對教會的保養

顧惜，就如父母對兒女在愛中撫育，是那樣的無微不至，從孩子

成胎就已經在愛中關切，一直撫育到孩子長大成人，仍是在愛中

諄諄告誡，在在都顯出父母在愛中的犧牲與擺上。再者，基督對

教會的愛，也有如丈夫對妻子的愛，是很奧妙很甜美的愛，難以

用言語形容，這愛有時也遠超過父母對兒女的愛。此外，以弗所

第五章，還用各人照顧自己身子的愛來形容基督對教會的愛；每

一個人愛護自己的愛是駕乎一切之上，別無可比的。這一點不必

多加解釋，各人都必心照不宣。使徒保羅以這三種愛，就是丈夫

對妻子的愛，父母對兒女的愛，以及各人愛護自己的愛，來描述

基督對教會的愛。事實上，基督的愛是遠超過人世間一切的愛，

基督這樣的愛教會，目的是要教會在地上長得完美，長成為全然

可愛的教會！並用這樣的愛來愛我們，來感動我們，來融化我

們，來變化我們，好使我們都愛主，都愛教會，並且也都彼此相

愛。  

 

【禱告事項】 

◆ 為颶風「桑迪」重建禱告。 

◆ 求神預備福音朋友的心，接受福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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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318.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vEd3TEJbGA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357.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452.htm
http://www.agvnacc.org/Hymns/C007_4_5_HUS.MP3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O%20To%20Be%20Like%20The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Evening%20pray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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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著歷史的記載，以弗所教會有一段時期也相當不錯，從以弗所

六章末了一節可以讀出來，在以弗所教會中的確有一班真誠愛主

的人，使徒保羅在愛中祝福他們。非常可惜，好景不常，沒有多

久他們的愛就消失了。以弗所教會把起初的愛離棄了。這起初的

愛不僅是他們對主的愛，也包括他們對教會的愛以及彼此的相

愛。這愛他們從前有過，可是現在沒有了。雖然在其他各方面以

弗所教會還相當不錯，他們的行為、勞碌、忍耐、不能容忍惡

人、分辨出假的使徒、為主的名勞苦不倦，都蒙主稱許，可是因

著失去了當初的愛，主給他們一個很鄭重的勸告，主且責備(原文

為「反對」)他們，並要他們回想，他們到底是從那裏墜落的，且

要他們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可見，他們的愛是有行動的；他

們的「起初的愛」和「行起初所行的事」成正對比；一旦失去了

心中的愛，就失去了愛的行為與愛的生活。主要他們恢復他們原

初所有的愛的行為與愛的生活。末了，主再給一個嚴肅的儆告，

他們若不悔改，主就要臨到他們那裏，把他們的燈檯從原處挪

去。換句話說，若沒有教會實際的愛，就沒有教會的見證。這是

極其嚴重的事，但願我們都看見這個實際，都聽見這個儆告。自

然，他們失去了見證，並不是說他們就沉淪了；他們各人仍是得

救的，但他們共同有的見證卻被挪去了，他們不再是主在以弗所

的見證了。他們可能照樣有聚會，有工作，但是因著他們不悔

改，就不再成為主的見證了，他們從此就失去他們蒙召的功用。

請我們記得，不是我們來在一起聚會，我們就是教會；也不是我

們講解聖經，我們就是教會。我們可以為主作許多的工，但我們

不一定就是教會；最少，還得看在我們中間有沒有實際的愛。許

多的墮落，是從愛的消失開始的。失去愛就是失去見證的根源，

失去見證就是最深的墮落。有人查考歷史的記載，很可惜以弗所

教會並沒有悔改，以致他們失去主在以弗所的見證。我們在此到

底是為甚麼？只是來聚聚會？來聽聽講經？如果我們在此要作主

的見證，有一件不可缺少的實際，就是「愛」。不是我們是否懂

得了愛的道理，乃是我們是否有愛的實際。到底我們有沒有愛的

行為與愛的生活？不是過去有沒有，乃是現在還有沒有？我們可

能從前有一段時間相當有愛的行為，但是現在已經很少了；可能

有時似乎有一點，有時又好象摸不著愛；若真是這樣，就得慎重

的好好審察、好好回想，到底我們是從那裏墮落的，並且要悔

改，活出起初所行的愛的生活。  

愛是很微妙的東西，可能看不見，也說不出來，但我們能體會得

出來。我們來在一起，不必問，也不必去追查，許多時候能聞出

來，能感覺出來到底在我們中間有沒有愛的實際。在聚會中是如

此，在家中也是如此；年長的人沒有例外，年輕人也不會有例

外。我們每一個人都得在每一方面好好去查一查，到底我們是否

仍有愛的實際。已有的還要好好的繼續去行，沒有的就得趕緊悔

改。  

在歐美的社會風氣中，可能每一個人都很懂得自我保重，對人總

是保持一段距離，自己不會對別人過份的關心，也不願別人太多

來干涉我的事，每一個人都很獨立，都很自愛。不只在社會上各

不相干相擾，就是在家庭中也是很冷漠，且有代溝。到處都難得

見到實際的關心、相愛相親的光景；錢的觀念很重，愛的味道甚

淡。這種社會中的風氣，不知不覺的也帶到聚會中來了，大家來

聚會時，見面點點頭，散會時再點點頭，說聲再見就完了，給人

的感覺只不過是冷漠，卻沒有多少愛的味道。不錯，今天社會中

是這種潮流，但是在教會中，我們要作相反的見證。在世界中到

處滿了恨，在教會中該是充滿愛的流露。主愛我們，為我們舍

己；祂既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主對我們的愛是沒

有條件，也永不改變的。祂為我們留下最完美的愛的榜樣，並吩

咐我們要彼此相愛，好叫世人認出我們是主的門徒來，這就是反

時代的見證。  

西方人比較形於言詞，見面時總是彼此問安道好，受物時不忘說

聲謝謝，妨礙人時常說對不起；家人稱呼離不了甜心、我愛你；

他們不一定有真心，但在言詞上他們是表達了一點關懷和愛。東

方人就比較含蓄、保守，難得向人打招呼，謝謝和對不起是相當

希罕的詞令，就是夫婦之間也不會說聲「甜心、我愛你」，反而

覺得那些過於肉麻，說不出口來。丈夫難得稱讚妻子家事做得

好，妻子也不夠欣賞丈夫在外的辛勞；年輕的一代對長輩少有尊

敬的稱呼，在父母強令的目光下，頂多說聲「咳」就算了事。可

能東方人是有內心的愛戴與關懷，可惜總是難於啟齒，埋在心中

出不來。請我們記得，愛是有表現的，愛是有行動的。約壹三 18

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真實上，這

也說出有言語和舌頭的愛。很希奇，我們對不妥善的勇於指責，

但對美好的卻沒有勇氣去稱讚。我們也該學習在言詞上的關懷，

更應操練對人有關懷的實際行動，把彼此相愛在行動上表現出

來，在教會中該充滿彼此相愛的實際行動。我們慣于客氣相安，

在會中規規矩矩的聽道，既不得罪別人，也不會關心別人，年復

一年，每週如此，永不改變。這樣的聚會，慢慢地，很可能就失

去了見證。  

實行的路：我們應該謙卑在主面前，好好回想一下，現在教會的

光景如何，我們各人自己的光景又如何？不要只用手指指別人，

每一個要自己在主面前回想自己；不要只要求別人愛我，而自己

卻不去愛別人，別人如何，是他與主之間的事，我卻要把愛在教

會中流露出來。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我們在身體中互為肢體。我

們愛教會就是愛我們自己，我愛肢體就是愛我自己；我若批評定

罪別人，其實就是批評定罪我自己。所有弟兄姊妹都是我們的肢

體，我若傷害我的小指頭，就是傷害我自己，我若愛護一個小弟

兄，就是愛護我自己。我們大家是彼此息息相關的，是有生命上

的關係的。所以，不要恨我們的身體，反要保養顧惜。要在主面

前回想，甚麼地方失去愛，就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愛。  

其次，重新把自己獻給主。在主面前，一面好好審察，一面也奉

獻給主，愛主、愛教會、也愛弟兄姊妹。求主借著聖靈將神的愛

澆灌在我裏面，求主用愛來激勵我，使我能為主而活，在教會中

自然的把主在我裏面的愛流露出來。每人都為此而禱告，為此而

奉獻，願主在我們當中恢復這個愛。奉獻是把自己擺上去，是要

出代價的，是有行動的。  

約壹三：16~18說，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

們知道之後不停在那裏，還得去行，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這是

主捨命的愛在我們身上的反應。凡有財物能力的，要顧到窮乏的

弟兄，神的愛叫我們能去憐憫有需要的人。因為我們的愛，不能

只是口中說說而已，說了之後，還當有真實的行動。弗四 15 是

說：「在愛中說真實話」，這裏是說在愛中真實的行動。另一面

也求主用水借著話，把我一切的污穢與摻雜都洗掉，把我們之間

一切的間隔與不和都洗掉，把我們與弟兄姊妹過不去的東西都洗

掉，把我們對弟兄姊妹的論斷都洗掉，把我們當中一切的冷漠與

不關心也洗掉，把一切消極的東西全都除盡；好叫我們有一個虛

空的心靈，被主的愛浸透並充滿，使我們能實際有愛的生活與行

動，愛神、愛主、也在教會中彼此相愛，在愛中作基督身體的見

證。―― 謝德建《教會――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 

 凡是失去了愛心的教會，也是失去了燈檯的教會。自然就失

去了光輝，失去了有力的見證，成為有名無實的教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