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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5 年 11/15~ 11/21 

主日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1:30AM 

造就聚會                              11:30-12:30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王艾東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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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国华姊妹家 

 (一) 11 月 28 日感恩節特別愛筵交通聚會，請弟兄姊妹全體出席，

一同見證 20 年蒙神所賜福的教會生活。 

 

 

 

 

 

 
 

十一月十五日 

讀經 來十一；信心實化 

鑰節 信就是對所望之事的實底，未見之事的確證。（來十一 1） 

十一月十六日 

讀經 來十一 17～40；信心見證人。 

鑰節 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證據，卻仍未得著所應許

的；因為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叫他們若不與我們

同得，就不能完全。（來十一 39～40）   

十一月十七日 

讀經 來十二 1～13；仰望耶穌。 

鑰節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來十二 2上） 

十一月十八日 

讀經 來十三；幔內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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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十九日 

讀經 雅一；信心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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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二十日 

讀經 雅二；信行合一。 

鑰節 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雅二 17) 

十一月二十一日 

讀經 雅三；言語無過。 

鑰節 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他就是完全人，。(雅三 2下) 

【本週聖經鑰句】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來十二 2) ──仰望」 

(來十二 2)是一個不尋常的動詞(aphoronteseis)，原文是「轉移視

覺」，或以專一的注意力注視。它暗示著堅定不顧他處，只將注

意力集中在主耶穌身上。定睛在主耶穌是我們生命成長的最佳途

徑，信心在祂裡面開始，信心也在祂裡面成終。有時在教會中，

即使弟兄姊妹之間產生了爭論與衝突，甚至彼此控訴、貼標籤，

因此關係破裂，親愛的同工都可能會變成了「可怕的同攻」。若

我們的眼睛只看到所遭遇的人、事、物 ，這一切都會令我們覺

得失望、無奈、遺憾。那時候我們該怎麼辦呢？哦，讓我們望斷

一切的環境 、人 、自己，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定

睛在祂慈容光照中，世上的一切爭端、是非皆會顯為虛空。一位

聖徒曾說：「時常面向陽光，陰影只可在你的背後。」因為當我

們愈親近主時，在祂的榮耀光中，一切攪擾就變得愈微不足道。 

「我們的腳要跑在神所畫定的路線裏，我們的眼睛要「仰望為我

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這句話按原文的意思可譯作「望斷以

至於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意思是你對於別的一切都望

斷了，而去望耶穌。別的都不望了，惟去望耶穌。惟有仰望祂，

我們才能筆直的跑。周圍有很多的事情，要影響我們的視線，改

變我們的目標，我們惟有仰望耶穌，才能有始有終的奔跑在神的

道路上。 

祂是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主。我們的信心起首於祂，結局於祂。

我們所信的只有祂而已。我們一次在主裏面了，我們就要常住在

主裏面。我們所思念的應當只有主耶穌而已。就是聖潔、得勝、

完全的愛、聖靈的浸、熱心救人、屬靈的爭戰，也不應當奪去我

們的心。一切的「始終」都在乎主耶穌。我們的信心，是以祂為

始，也是以祂為終。除了祂之外，我們不應當仰望別的。我們若

只仰望主耶穌，這些聖潔、得勝等等就要很自然的彰顯在我們的

生活上。若在基督之外有所追求，那都是使我們的道路彎曲的。

在屬靈的路程上，必須求神啟示給我們看見，甚麼都是在基督裏

的；赦免、稱義、重生是在基督裏，聖潔、得勝、聖靈的充滿等

等也都是在基督裏。甚麼都是基督。祂是始的始，祂是終的終；

祂是阿拉法，祂是俄梅戛。我們的一切都在乎祂。離祂，我們就

不會奔跑前頭的路程。 

「望斷」是仰望主的先決條件。我們若非先有所不望，我們就不

能仰望主。在路上奔跑的人，如果東張西望，就必定跑得不好，

或者跑錯了路，或者竟至於完全停步。所以神叫我們不望別的，

只望奔那擺在前頭的路程主耶穌。不只如此，就是我們裏面的回

想，也是靈程上很有害的一件事。自己回想到自己，自己分析自

己的感覺，自己一直顧念到自己的進步與否，自己過度的掛慮自

己的靈性情形，都會攔阻我們前進。奔跑路程的一個極大的危

險，就是因為我們急於進步的緣故，就不知不覺的不斷回想到自

己的情形如何，以致不能「望斷以至於……耶穌」。甚麼是仰望

耶穌呢？仰望耶穌，就是不望自己。仰望耶穌，就是被耶穌吸引

你離開了你裏面的世界，而把你自己聯合在你所仰望者的裏面。

仰望怎樣的耶穌呢？仰望為你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包羅萬有的

耶穌。靈程前進的祕訣，就是在乎知道如何合宜的不回想自己的

情形。知道甚麼是不望自己的人有福了。但願神的靈親自啟示給

我們看，甚麼叫作「望斷」，甚麼是不當有的回想。」──倪柝

聲。 

【家訊信息】施比受更為有福 
「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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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事項】 
◆ 為2015年主在教會中生、養、敎、建的帶領禱告。 

◆ 為買地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青少年參與擘餅聚會禱告。 

◆ 為各區福音筵聚會禱告。 

◆ 為在病中紐約教會朱永毅弟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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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二十

35)這是保羅在米利都向以弗所長老所說的最後一句話，叫他們

當記念主耶穌的話：「施比受更為有福。」我們當以主耶穌為榜

樣，他從高天來到地上，他的一生就如自己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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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主耶穌在世生活的描述。聖經中有許多

有關主服事人的例子，就如主耶穌來到撒瑪利亞的一座城，當時

他很乾渴，有一婦人出來打水，這時他正需要水喝，但他知道這

婦人更乾渴，便先將生命活水給這婦人喝(約四 1-26)。主這種捨

己、服事人，成為門徒的榜樣。當門徒出來事奉主時，他們一生

跟隨主的腳蹤，活出主的樣式。  

流露主愛 

「施比受更為有福」是主教訓的精華，每個信主得救、跟從耶穌

的人，都要活出主的樣式，就是作一個給出去的人，一生不斷給

出去，將主彰顯出來，在神眼中成為有福的人。世人的觀念，是

「受比施更為有福」，覺得施予是損失，接受是有福。一直以

來，我們習慣了接受，當要我們施出去時，就覺得違反我們的觀

念，感到捨不得。即使信了主，我們仍然停留在接受的階段：只

知道主愛我，給我喜樂、平安和恩典；主所作的，都是為著我，

甚至屬靈的追求，也是為著自己的需要，這是天然的生命—以己

為中心。  

這種凡事為己的觀念，叫我們變得自私自利，以致不肯捨己，受

了一點傷，就覺得很委屈。主救贖的目的，是要我們捨己，不要

活出亞當的舊生命，好叫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

面活著，活出耶穌的捨己和無私的態度，完成律法上最高的要求

—愛神和愛人如己，讓神的愛從我們身上流出去。這是主的要

求，也是蒙主救贖的人所要作的。歷世歷代福音得以興旺，是因

主得著一班肯捨己的人；他們雖有難處，卻無私地將愛帶給有需

要的人，叫許多人受感，因為人從他們身上看到主捨己的愛。屬

靈上最高的境界，是完全傾倒為耶穌，正如一位主僕的座右銘：

「為己無所求，為主求一切。」真正的愛是傾倒一切，毫無保

留；真正的愛不是接受，而是捨出去。主耶穌如此愛我們，連自

己的生命也給了我們；我們若能為主傾倒，主就滿足，我們也滿

足。  

昔日馬利亞將真哪噠香膏傾倒在耶穌身上，許多人覺得很浪費，

但對她來說是樂在其中，這實在是愛的故事。不知愛的人不懂得

這份滿足，馬利亞領略基督的愛，能夠把握機會，將上好的傾倒

在耶穌身上，就滿足了。主為我們傾倒生命，我們愛主，為主有

一點擺上、付出和奉獻，實在不是損失，而是滿足、得著和享

受，這實在是愛中至高境界的享受。  

今天我們在跟從主的路上，主愛我們到底的愛是不改變的，無論

我們或高或低，他都愛我們，但主盼望我們生命長大，作一個施

出去、流出去的人，作一個施比受更為有福的人，讓神無私的愛

通過我們成為管子流出去。當我們接受耶穌作救主，他便將自己

捨己和愛的生命完全給了我們，我們應活出這生命。然而，許多

時候這生命被亞當的舊生命所限制，舊生命的遺傳就是接受，以

致限制神的祝福、恩典和豐富從我們身上流出去。讓我們都脫離

舊生命的限制，活出主捨己的生命。 

有福的人 

一個捨己的人，就是有福的人，必蒙神記念。路加福音廿一章 1-

4 節記載，耶穌在猶太人的會堂裡，看見一個窮寡婦將兩個小錢

投入銀庫；其他人看不上這兩個小錢，主卻稱許她比所有人投上

的還多。凡真心施出去的，都蒙主記念，如經上說：「你施捨的

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要叫你施捨的事行在暗中。

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太六 3-4)若我們有憐憫人的

心腸，暗中施捨孤兒寡婦、窮人及一些有需要的人，實在是有福

的，因為蒙神記念。  

聖經又說：「…他施捨錢財，賙濟窮人；他的仁義存到永遠。」

(林後九 9)「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行，耶和華

必償還。」(箴十九 17)求主叫我們不塞住憐憫人的心，不限制主

的愛，否則神必不喜悅，我們所行的也不亨通。神是厚施恩典、

憐憫人的神，他喜悅憐憫人的人，如經上說：「憐恤人的有福

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太五 7)屬靈生命就是如此：不斷流

出去的人，生命就豐富；只有入沒有出的人，整天只顧自己，從

來不關心其他人，他的屬靈生命不會成長。  

「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並且用十足的升斗，連搖帶

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們懷裡；因為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

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路六 38)這是天國的子民應有的生

活，我們必須先給出去，神就用十足的升斗，連搖帶按，上尖下

流的倒在我們的懷裡，這祝福是何等豐富！主說這個比喻，是要

開我們的心，叫我們不要守住自己有限的東西，成了無知的人。  

若我們將自己有限的給出去，主動關心別人，神無限的豐富就要

充滿我們，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

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太十三 12)一個肯施出去的人，神就

加倍祝福他。屬靈的恩賜也是如此，人一得救就學習操練禱告、

讚美，慢慢就成為讚美的人，有禱告的恩賜；常常關心別人，領

人信主，就有傳福音的恩賜。神的家中需要讓神的愛流通，大家

彼此關心、互相供應，捨己的愛顯在當中，主就將祝福傾倒在我

們身上。我們多給人，主就多給我們；我們慷慨施捨，神就不斷

供應，這是宇宙的定律，願我們都不扣留神的祝福。  

傳遞祝福 

在跟從主的路上，我們的度量要大；多包容、肯饒恕和接納，度

量就會被神擴大，讓神的祝福從我們身上流出去，事奉就充滿喜

樂。約翰福音六章 1-14節記載，主給五千人吃飽，但他不是叫

嗎哪從天而降，乃是藉著一個小孩子將自己的五餅二魚奉獻出

來。這小孩子的心被主感動，將所有的都給主—雖然只是五餅二

魚，連門徒也看不起，但主完全接納，憑著這五餅二魚使眾人吃

飽。  

基督徒達致豐盛生命的道路，就是作一個施出去的人。我們一施

出去，神的生命活水就源源不絕流在我們身上，成為別人的供

應。我們常常關心別人、傳揚福音、愛人如己，神的恩典一定夠

我們用，越過我們一切難處。  

蒙福定律 

列王紀上十七章 1-16節記載，以利亞蒙差遣到撒勒法的一個寡

婦那裡，接受她的供養。這寡婦正在最艱難的時候，自己所剩的

只有一把麵和一點油，吃完就沒有了，但她仍肯奉獻，將自己的

一個小餅擺出來，奉獻給神，神的祝福就源源不絕。若她不肯奉

獻，只顧自己，祝福就失去。我們若想做一個有福的人，就不要

只顧自己的需要，要讓主流出去。肯讓主流出去的人，才會明白

恩典的真意，經歷夠用的恩典。──香港教會家訊 

如果你肯把你的空船讓主耶穌使用，祂用後一定把滿載的魚報答

你。――F.B. Mey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