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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年 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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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英杰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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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國華姊妹家 

一. 4月 8日(主日早上 10 AM) 詩歌敬拜聚會，請全體準時出席。 

二. 5月 26~28日的的福音營請向陳憲明和王艾東弟兄報名。 

 

 

 
 

 

 
 

【本週讀經】天天讀經、背經、禱告、唱詩 

四月一日 

讀經 書 11～12；路 9：37-62 

鑰節 「耶穌轉身責備兩個門徒說：『你們的心如何，你們並不知

道。人子來不是要滅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說著就

往別的村莊去了」【路九 55~56】 

禱告 主啊，求你幫助我們體會你捨己救人的心腸，使我們成為流

露你祝福的器皿，而不是咒詛人的器皿。 

詩歌 哦,我要像你―土豆网视频赞美诗歌 

四月二日 

讀經 書 13～14；路 10：1-20 

鑰節 「就對他們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

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路十 2】 

禱告 親愛的主，使我們在禱告中，接受你的差遣，「去」傳福音。 

詩歌 速興起傳福音-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三日 

讀經 書 15～17；路 10：21-42 

鑰節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奪去的。」【42】 

禱告 主啊！求你幫助我們不要只陷於忙碌事務性工作，而忽略花

時間與你在一起。求你用大愛來吸引我們，渴慕安靜坐在你

的腳前，靜思聆聽你向我們說話的那微小聲音。 

詩歌 主耶穌， 我羨慕活在你面前-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四日 

讀經 書 18～19；路 11：1-13 

鑰節 「我告訴你們，雖不因他是朋友起來給他，但因他情詞迫切

的直求，就必起來照他所需用的給他。」【路十一 8】 

禱告 感謝主，賜給我們「禱告」的權柄，進入你的禱告學校，讓

我們學習禱告蒙應允。 

詩歌 我以禱告來到你跟前- YouTube   

四月五日 

讀經 書 20～21；路 11：14-32 

鑰節 「我若靠著神的能力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路十一 20】 

禱告 主啊，讓我們靠著你的能力，帶進神的國。因為哪裏有你的

權柄，那裏就沒有魔鬼容身之地。 

詩歌 哈利路亞！耶穌得勝-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六日 

讀經 書 22；路 11：33-54 

鑰節 「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眼

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路十一 34】 

禱告 主啊！我把我內心交給你管理，求你點亮我裏頭的光。 

詩歌 活在生命光中-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七日 

讀經 書 23-24；路 12：1-21 

鑰節 「五個麻雀，不是賣二分銀子麼？但在神面前，一個也不忘

記。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

麻雀還貴重。」【路十二 6~7】 

禱告 親愛的主，感謝你的無限細微。在我們身上，沒有一件事是

太細小到你不來管理的。 

詩歌 祂看顧麻雀 - YouTube  

【家訊信息】在基督裏只有馨香之氣 
 “哥林多後書”這一卷書，可以說是保羅的自傳，在這卷書裡給我

們看見，這一個在基督裡的人，就是保羅，同時也看見這一個在基

督裡的人，他是怎樣過著屬靈的生活。我們昨天提到關於屬靈生命

這一個問題。一個在基督裡的人，當然應當過屬靈的生活，要過屬

靈的生活，就必要認識屬靈的生命。若我們對屬靈的生命不夠認

識，可能將自己天然的能力來當作聖靈的能力；將人的智慧當作神

的智慧，將榮耀歸給自己，還以為是榮耀神。  

在基督裏只有馨香之氣 

【我們是人而不是神】神把祂的性情放在我們的裡面，叫我們與祂

的性情有分；但是我們永遠是人，我們不是神。有許多人以為，我

們可以屬靈到一個地步，神化了，變成神了。聖經沒有這個教訓。

我們無論怎樣的屬靈，我們還是一個人。神從來不消滅我們這一個

人格。許多的時候我們誤會了，我們以為說神要把我們這個人消滅

了，把我們弄到一個地步，我們也不會思想了，也沒有情感了、也

沒有主張了，這樣就是一個屬靈人了。好像一個屬靈的人，也不能

笑、也不能哭；如果屬靈人笑的話，靈氣會笑掉！一個屬靈人若哭

的話，太軟弱，怎麼能哭呢？我們追求屬靈，就是不能有感覺，要

一點感覺都沒有，受苦的時候也不能掉眼淚，也不覺得苦。  

弟兄姐妹！如果是這樣的話，主耶穌在十字架上面痛苦不痛苦？

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裡痛苦不痛苦？祂說：“我心裡痛苦到了極

點，幾乎要死。”祂禱告的時候，汗像血點一樣的流下來。祂有感

覺。你不要說：你今天屬靈到一個地步，你受到患難逼迫誤會的時

候，你一點感覺都沒有。弟兄姐妹！你感覺還是會有的，不但有，

你越屬靈，感覺越敏銳；但是你不讓感覺支配你。當你感覺的時

候，神的安慰就安慰了你。叫你一面流淚、一面讚美！這一個是屬

靈的生命。屬靈的生命，並不是到一個地步，你這個人呆頭呆腦，

不會思想了，完全被動像一個機器人一樣，將你推一推就動，不推

就不動，不是這樣的。神給我們創造一個人的魂、一個人的格；叫

我們有思想，雖然我們的心思需要更新而變化；但是這個心思還是

在那裡。不是叫我們作一個沒有思想的人。我們也不是沒有主張，

我們能禱告說：“不要照著我的意思，要照著你的旨意。”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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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5月26~28日的的福音營禱告。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nTnbC8E-Koo/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Save%20Soul.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ave%20Jusus.htm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ID1QI7FZ-4&feature=related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668.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liveinlght.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BjdjHQY8Yc&feature=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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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意願來揀選神的旨意，而不是作一個被動的人。  

弟兄姐妹！一個屬靈的人，仍是一個人。所以保羅在這裡給我們

看見，他是一個人。他根本不是屬靈到一個程度，把這個人變成靈

了。他告訴我們說：我這個人蒙神差遣到特羅亞傳福音，主也給我

開了門，但是提多沒有來，我靈裡就沒有安息，福音就傳不下去

了，我只好離開到馬其頓去。感謝神！雖然是這樣，我在特羅亞還

留下基督的馨香，人還聞到基督的味道。奇妙不奇妙呢！感謝神！

因著他的軟弱，叫人看他不致過於所應當看的，叫人的眼睛不看他

而看見了主。否則人的眼睛都看保羅，就看不見主了。現在因著保

羅的軟弱，而聞到基督的馨香；這個不是保羅，保羅很醜，但是基

督的馨香在他身上顯出來了！奇妙！真是奇妙！弟兄姐妹！這個就

是屬靈的生命。 

【基督的馨香之氣】神和人聯合而不是調合，人還在那裡，但是這

個人蒙神拯救到一個地步，神能從這一個人的身上顯出來，基督的

馨香能從這個人的身上顯揚出來。這一個乃是屬靈的生命。弟兄姐

妹！你不必為你的軟弱而歎息，你也不必怕人知道你的軟弱，你應

當誇你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你。在這裡保羅提到這個“基

督馨香之氣”是什麼呢？乃是因著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換句話說：如果今天你認識基督，這個認識就在你身上有一個香

氣透出來。你知道香氣的香味是非常自然的：如果有香膏放在這

裡，你不把它隱藏起來（比方馬利亞把香膏放在玉瓶裡，當然香氣

被關在裡面，但是當馬利亞把玉瓶打碎的時候，香氣就滿了一屋

子），它的香氣就散開了。你沒有辦法禁止它的，你看不見它的影

蹤，但是你能聞到它的香味，它能滲透各處的地方。  

你如果在香水公司作事，作了一天工作出來時，雖然你身上並沒

有灑香水，但是別人能從你身上聞到香水的味道，這是很自然的。

今天我們也是一樣，在我們裡面屬靈的生命，會發出一種基督馨香

之氣，但是這馨香之氣，是一個認識基督的人而有的。換句話說：

你有沒有馨香之氣，乃是根據你對基督的認識。你若越認識在祂裡

面只有一是，越認識祂是你的一切，你不必開口，不必自我表揚，

自然而然這香氣就出來了。  

摩西到神面前四十晝夜之後下山，他面上發光，他自己並不知

道。許多的時候，我們對著鏡子，看發光不發光，我們盼望發光，

偏偏就沒有光；如果真的發光，你自己是不覺得的。基督的香氣也

是這樣，你沒有辦法製造。你講也沒有用，不講也沒有關係。如果

今天你真正認識基督，無論你在什麼地方，甚至你在軟弱失敗的時

候，這個香氣還是在那裡散發出去，人仍然能聞到基督馨香的味

道。這一個纔是屬靈的生命。屬靈的生命不在乎人在那裡宣傳，也

用不著宣傳，自然而然從你的生命中發出去。人與你在一起的時

候，他就聞到一種味道，這是主的味道，藏也藏不起來的，是最奇

妙的，也是最實際的。 

【馨香之氣的背景】保羅說這話的時候，是有歷史背景的。羅馬征

服了全世界，他的軍事是非常的厲害。當他們的將軍去到外國打

仗，如果打了一次大的勝仗，消滅了敵國，擄掠了許多的俘擄和財

物，為羅馬帝國建立了大功，在羅馬有一個規矩，當這位將軍回來

的時候，全城要起來歡迎他，有凱旋遊行的盛舉。  

這時每一條街道都點著香，所以全城都充滿了香氣，當遊行的時

候，最前面的行列是羅馬的議員和官長，跟隨著的乃是祭司，點

著香在那裡行走，在祭司的後面就是勝利的展覽品，有那個國家

的地圖，和其他擄掠的財物，所俘的囚犯都用鐵鍊鎖著遊行，後

面是軍隊列隊而行，最後是那位將軍在花車的上面，頭上戴著花

冠，受人歡呼！這是當時的背景。為什麼保羅說：“這個香氣對 

死的人來說：是死的香氣，對活的人說：是活的香氣”呢？因為

在那一次凱旋遊行之後，那些囚犯聞了這個香氣，他們不是被

殺，就是被賣去作奴隸。所以這香氣對他們是死的味道。  

但是對凱旋歸回得勝的軍人來說：這個香氣叫他們知道是要得獎

賞了。所以那是生的香氣。雖然同是一個馨香之氣，但是在人的

身上發生了不同的作用。弟兄姐妹！屬靈的事也是這樣，一個認

識基督的人，雖然他帶著人的軟弱，但是在他的身上有一個馨香

之氣會出去。對於那一些屬於神的人，聞到活的香氣，叫他們更

活在神的面前。對那一些不信、反對神的人，這個香氣就定他們

的罪，叫他們死。 所以保羅說：這事誰能擔當得起呢？真正屬靈

的生命，是一件了不得的事。能叫人生，也能叫人死。不需要話

語，他行走在人的中間，這個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就會出去。

弟兄姐妹！一個在基督裡的人，是何等的寶貝，這樣的人才是主

所要的人。 —— 江守道 

【哥林多後書第三章】新約的執事 
重點: 在本章，保羅陳述承當「新約的執事」的特點： 

一. 新約執事的憑證 1~3節——哥林多教會是使徒的薦信。 

二. 新約執事的憑藉 4~6節——是聖靈叫人活，不是字句叫人死。 

三. 新約執事的性質 7~11節 ——是屬靈的、使人稱義的、有極

大、且長存榮光的職事。 

四. 新約執事的操練 12~16節 ——大膽講說，毫無保留向主敞開。 

五. 新約執事的目標 17~18節 ——主就是那靈，使我們變化成主的

形像，榮上加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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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想： 保羅在林後二章 16節，曾問了一個問題，「這事誰能當

得起呢？」在林後三章 6節中，保羅回答了這一個問題，表明他

所以能承擔承當「新約的執事」，不是憑著「字句」，乃是憑著

「靈」，意味著不是憑着人所作的，乃是根據聖靈的運作。聖靈

帶著神的能力，把基督的所是和祂的所作，作到我們的裏面，使

我們能夠承擔新約的執事。然而我們的事奉，不可一味拘守聖經

的一些字句和外面的活動，而應跟隨聖靈的帶領。因為主耶穌

說：『叫人活著的乃是靈』(約六 63)。若不是靠著聖靈的能力而

產生的，就不能供應人生命(加三 21)，結果是叫人死。所以我們

一切的工作、行為、禱告、追求真理，必須是聖靈在我們裏面運

行的結果。 

在哥林多前書裡，我們看見哥林多教會多元化的恩賜和職事，卻

仍是屬肉體的，分門別類，不但不能建立基督的身體，反而引起

混亂和分爭。可惜，今天許多人也是只羨慕並追求恩賜，例如：

口才好、思路清明、講道有條有理、聲音吸引人等等。然而在本

書中，我們不單看見保羅的恩賜和他的職分，並且看見他生命的

實際經歷，以及在生活中如何流露生命。保羅成為新約的執事，

乃是聖靈在他裏面的工作，基督復活的大能顯在他身上的結果，

因而扭轉了教會不正常活光景。盼望我們能從保羅身上，也羨慕

並願意讓聖靈深刻的作工在我們的裏面，使我們成為新約的執

事，好完成新約的職事，就是「為要成全聖徒，目的是為著職事

的工作，為著建造基督的身體。」(弗四 12) 

默想：成為滿有榮光的新約執事，不是朝夕而成，乃是須經生命

長進和變化的過程！ 

禱告：親愛的主，我們願常常轉向你，注意你，完全地向你敞

開，好讓你的榮光照亮我們，使我們反照你的榮光，讓別人從我

們身上看見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