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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5 年 11/29~ 12/5 
主日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特別交通聚會                      11:00-12:30 P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陈宪明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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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张凉姊妹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国华姊妹家 

  

 

 

 

 

 

十一月二十九日 

讀經 彼後一；主的呼召。 

鑰節 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

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 (彼後一 3) 

十一月三十日 

讀經 彼後二；防備異端。 

鑰節 從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來，將來在你們中間，也必有假

師傅，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端，連買他們的主他們也不承

認，自取速速的滅亡。 (彼後二 1) 

十二月一日 

讀經 彼後三；預備主來。 

鑰節 親愛的弟兄阿，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

千年，千年如一日。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

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

乃願人人都悔改。 (彼後三 8〜9) 

十二月二日 

讀經 約壹一；生命相交。 

鑰節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祂兒

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約壹一 7） 

十二月三日 

讀經 約壹二；不愛世界。 

鑰節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

他裡面了。（約壹二 15） 

十二月四日 

讀經 約壹三；愛的行動。 

鑰節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

捨命。（約壹三 16） 

十二月五日 

讀經 約壹四；神就是愛。 

鑰節 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是愛；住在愛裏面

的，就是住在神裏面，神也住在他裏面。（約壹四 16) 

 

【本週聖經鑰句】 
「神就是愛」(約壹四8，16)――約翰啟示「神就是愛」，而強

調與神彼此互住的條件或要素，乃是住在愛裏面。當我們浸潤

在神的愛裏面時，裏面必定享受這愛的源頭的不斷供應，外面

的生活也必定流露神的愛。因此，如果我們只能用一個簡單而

準確的字來描述神，那就是「神就是愛」。因為愛是神的屬

性，是祂與人之間聯結的橋樑；也是我們體驗與神的關係中，

最強烈和最深刻的感受。祂的行動充分表露了「神就是愛」。

祂愛我們的心，使祂樂意把祂的兒子舍了，為我們的罪作了挽

回祭；並叫我們因信住在愛裏面，享受祂愛源源不斷的供應。

並且祂將愛放在我們裏面，而這愛是神擺在我們生命中的最佳

恩典與賞賜。因神的愛也是我們愛神並愛人的源頭，故當我們

享受神的愛越多，就越發愛神並愛人。 

【愛的使徒】主曾給約翰起名叫半尼其，就是雷子的意思(可三

17)。想必他原來是脾氣急燥，沒有愛心，容易得罪人，但後來

他卻成為主耶穌所愛的門徒，正如約翰這個名字的意思：「耶

和華所喜愛的。」他的一生受主的愛所感化、教導和引領，至

終他的性情改變了，變得十分溫柔而親切，成為眾人的榜樣。

到年老時，從他所寫的福音書以及書信，強調「彼此相愛」的

重要性，怪不得後人稱他為「愛的使徒」。約翰是使徒中活得

最老最後離世的，大概活了一百多歲。約在主後九十年他寫下

了約翰一、二、三書，當時他大概住在以弗所。傳說他年老時

已不能講道，人將他扶到講臺上，他只能微弱地講一句︰「小

子們哪！你們要彼此相愛。」約翰的書信讀來十分親切，書信

的內容就是愛。若你能將約翰一二三書中有關愛的經節，用色

筆劃出來，你將會得著極大的祝福。 

 「如果愛是基督徒的標記，那么人們認得出我是信主的人

嗎？對任何人表示愛心，就是愛主，用基督的愛，愛所有的

弟兄，願神監察我的內心。有愛神的心，就有愛人的心。」

──《生命雋語》 

【家訊信息】聖靈全備的工作 
這次特會的主題是「聖靈全備的工作」，為何要交通聖靈的工

作？因為大體而言，今天聖徒對聖靈的認識不足，以致對聖靈的

經歷不夠，結果生活中有失敗軟弱，甚至犯罪墮落。教會也是如

此，因著欠缺對聖靈的認識和經歷，所以落在軟弱、墮落、不討

神喜悅的光景裡。 

藉著三堂的信息，我們要來看聖靈工作的三方面：第一，聖靈與

父神工作的關係；第二，聖靈與聖徒的關係；第三，聖靈與教會

的關係，好叫我們對聖靈有主觀的認識和經歷。 

聖靈的所是 

到底聖靈是甚麼？聖經提到聖靈有許多稱呼，例如：神的靈(創

一 2；林前二 11-12)、耶和華的靈(士三 10)、父的靈(太十

20)、耶穌的靈(徒十六 7)、基督的靈(羅八 9)、永生神的靈(林

後三 3)、神兒子的靈(加四 6)、耶穌基督的靈(腓一 19)。為何同

一位靈卻有不同的稱呼？因為聖靈有不同方面的功用。 

聖靈與聖父、聖子同等、共存，從亙古到永遠。父、子、靈是三

而一的真神，即同一位神有三方面的講究。父在子裡、子在靈裡

(約十四 8-11)，神是靈(約四 24)，主就是那靈(林後三 17)。 

聖靈與聖父、聖子有分別，但不是分開，神的一切豐富都在聖靈

裡。若我們真認識聖靈的包羅萬有，就必寶貴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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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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青少年福音聚會禱告。 

◆ 為在病中紐約教會朱永毅弟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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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的職事 

簡而言之，聖靈的職事就是實施聖父藉聖子所成就的計劃。神為

著所有蒙恩的人預備了一個永遠的計劃，若我們對此有真正的經

歷，必須藉著聖靈，因為全能的父神按著祂的旨意所定的計劃，

是由子神來完成，而藉著聖靈實施在人身上。 

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西二 9)，而

在基督裡一切的豐盛，只有在聖靈裡才能給人得著，並成為主觀

的經歷，這是經歷全豐的神唯一的途徑。主觀的經歷叫我們有真

正的享受，就如羅馬書七章論到主死而復活，接著八章就提到內

住的聖靈。換句話說，藉著內住的聖靈，才能成為我們主觀的經

歷。主的工作，包括：受死、復活、升天，原本是客觀的事實，

如何成為我們主觀的經歷？乃是藉著我們裡面的聖靈才能得著。

這是父神給聖靈的任務，不是我們能作甚麼，而是聖靈自己來

作。 

聖靈的工作 

 我們從兩方面來看聖靈的工作：第一，聖靈與神的創造。起初

神創造的天地(創一 1)，是美好的、完全的，但到了創世記一章

2 節，地變成空虛混沌，淵面黑暗，全地因撒但背叛神而變為荒

廢。神要恢復祂的創造，方法是藉著聖靈：「…神的靈運行在水

面上。」(創一 2)再藉著神的話，帶進了光和生命，並且恢復了

美好的秩序(創一)。聖靈的工作加上神的話，就有光和生命，帶

來了新造。之後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他

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創二 7)。神向人吹氣，人就活了，帶來新的

開始。神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藉著聖靈和話，就有恢復，帶

著光和生命的活力。 

 「他對我說：這是耶和華指示所羅巴伯的。萬軍之耶和華說：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亞四 6)這是神的法則，也是聖靈的工作，是神親自說的。 

第二，聖靈與基督的救贖。人墮落後，神來拯救、挽回，差派耶

穌基督來到地上完成救贖。救贖的每一個環節，均與聖靈有關，

包括：降生─主從聖靈懷孕(太一 18)；受浸─神的靈降在主身上

(太三 16)；受試探─主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路四

1)；盡職─主勝過試探後就出來盡職，滿了聖靈的能力，被神的

靈所膏(路四 14、18)。主的工作離不開聖靈，是藉著聖靈來完

成，今天我們又如何？連主耶穌也需要聖靈，何況我們呢？ 

主的受死、釘十字架是藉著聖靈，如經上說：「何況基督藉著永

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來九 14)同樣，主的復活是

透過聖靈來成就(羅八 11)，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羅一 3-4)。

這個叫耶穌從死裡復活的靈，今天住在我們心裡，叫我們經歷耶

穌復活生命的大能。聖靈要在我們身上作同樣的工作，叫我們必

死的身體又活過來。至於稱義、得榮，亦與聖靈有關，這是敬虔

的奧祕，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被接在榮耀裡(提前三

16)。總括而言，聖靈與神的創造、主的救贖均有密切關係 

聖靈的賜下 

主被賣之夜，門徒十分憂愁，主給他們一個全新的盼望─祂求

父神賜下保惠師，好使祂永遠與他們同在(約十四 16-17、26)，

這是主的應許。雖然主離開了，但保惠師來了，要永遠與門徒

同在。這保惠師就是聖靈，是主以另一形態回到地上。「我要求

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祂永遠與你們同在，就

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祂，也不認識

祂。你們卻認識祂，因祂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裡面。我

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裡來。還有不多的時候，世

人不再看見我，你們卻看見我；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

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父裡面，你們在我裡面，我也在你們

裡面。」(約十四 16-20)主對門徒說這番話時，保惠師還沒有

來，為何門徒識祂？因為 17 節的「祂」(聖靈)就是 18節的

「我」(主耶穌)，聖靈來就是主來。 

主在地上完成神的託付，就回到父那裡，並以另一形態回來，

不再是肉身的拿撒勒人耶穌，乃是真理的聖靈，住在我們裡

面，永遠與我們同在，何等奧妙和寶貴！聖靈就是主耶穌，有

了靈就有子，有了子就有父，子是父的彰顯(約十四 7-11)。靈

是子的實際(約十四 17-20)，聖靈住在人裡面，作人的生命和生

命的供應。聖靈是真理的靈，要引導我們進入一切的實際(約十

四 17，十五 26，十六 13)。 

神賜給我們兩大禮物：第一是聖經，啟示神的心意和計劃；第二

是聖靈，將一切的真理實化在我們身上。許多聖徒花工夫查經、

背經，但有多少人花工夫認識聖靈？宣信說：「若光靠頭腦讀

經，不靠聖靈，聖經就是死的字句。」字句是叫人死，靈是叫人

活，單有聖經而沒有聖靈，等於沒有真理。故此，我們需要聖靈

的光照和帶領，藉著聖靈明白神的話，從聖靈得著生命的供應，

活出真理的實際。去年的全教會特別特會，主題是「基督那測不

透的豐富」，我們交通到神是全有、全足、全豐的神，對此我們

有多少經歷？今年我們查讀馬太福音五至七章，這是人生最高標

準的生活，但我們可否活出來？我們不能憑自己活出登山寶訓，

因為馬太福音五至七章的生活標準，是要藉著約翰福音十四至十

六章才能活出來。 

神為我們預備的聖靈，不但豐富無比，並且十分簡單、方便，無

論何時、何地、何人都能經歷。「靈」的原文意思是「風」，而

「呼吸」的原文字根就是「靈」，我們可呼吸祂，何等便利！聖

靈好像空氣一樣，空氣是生命最基本、最重要的元素，人可以不

吃不喝一段時間，但不能不呼吸；人若不呼吸，代表他斷氣死

了。故此，我們需要呼出罪污、愁苦，吸入聖靈，吸入豐富，這

是神給我們最簡單的方法。主耶穌在地上的時候，受到肉身的限

制，但在聖靈裡就沒有任何限制，可隨時隨地給我們享用，只要

我們願意。求神開我們的眼睛，叫我們認識神一切的豐富都在聖

靈裡，靈就是風、空氣、呼吸，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享用祂。 

總結  

慕安德烈說：「聖靈是父和子所打發來的靈，使我們有分於神聖

的性情，以致基督能實際地成形在我們裡面，使全人活出祂的特

徵…保惠師要來代替祂(主)，要遠遠勝過祂在肉身有形的同在，

及所作的。」主藉著聖靈，成就了律法所不能作的。保羅信主前

倚靠律法，結果十分痛苦，因不能守律法，願意行善卻不能行。

他認識主耶穌之後，就說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

面活著。基督就是聖靈，肉身的基督不能作的事，藉著聖靈就作

成了，叫我們活出祂的特徵，就是馬太福音五至七章的光景。 

盼望主開我們的眼睛，叫我們看見聖靈的寶貴。簡譜本詩歌 397

首：「我是呼出我的生命，我才可能被充滿；放棄軟弱或是力

勁，吸入憐憫和恩湛。我是呼出我的愁苦，呼出我罪污；我是吸

入，一直吸入，你所有豐富。」呼吸是自然而然的事，我們每時

刻都要呼吸主的生命，作我們的生命，叫我們一呼一吸都在乎

主。――謝德建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