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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5 年 11/8~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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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英杰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刘任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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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週二晚上 8:30)禱告聚會，請全體出席，為買地

購置會所禱告。 

 

 

 

 

 

 
十一月八日 

讀經 來五；長大成人。 

鑰節 惟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就

能分辨好歹了。(來五 14) 

十一月九日 

讀經 來六；完全地步 

鑰節 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

步。（來六 1） 

詩歌 進深，進深～YouTube 

十一月十日 

讀經 來七；拯救到底 

鑰節 凡靠著祂進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為祂是長

遠活著，替他們祈求。(來七 25) 

十一月十一日 

讀經 來八；更美之約 

鑰節 主又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

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心意裏面，寫在他們心上；

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他們決不用各人教

導自己的鄉鄰、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主；因為他

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因為我要寬恕他們的

不義，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愆。（來八 10～12) 

十一月十二日 

讀經 來九；更美祭物 

鑰節 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祂的血

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良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

那永生神麼？（來九 14） 

十一月十三日 

讀經 來十 1～18；得以成聖 

鑰節 我們憑這旨意，靠耶穌基督，只一次獻上祂的身體，就得以

成聖。 (來十 10) 

十一月十四日 

讀經 來十 19～39；新活之路 

鑰節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藉

著祂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

就是祂的身體。（來十 19～20） 

【本週聖經鑰句】 
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凡靠著祂進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

拯救到底；因為祂是長遠活著，替他們祈求。」(來七 25) 

這裏全句意指基督在天上神面前作我們的大祭司，祂的主要職任

是替我們向神代求，使我們在一切境遇和景況中得著拯救。「祂

都能拯救到底」的「到底」不只是指著數量，也是指著範圍，就

是到極點的意思。摩根說，「「到底」一詞非常奇妙。它包括兩

個要素合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啟示。這兩個要素可用兩個詞代

表，其中之一是 panteles，意思是「所有的」，指數量而言。另一

詞是 telos，意思是伸展，指範圍而言。祂能拯救到底，意思是在

祂裏面有數量上充分的供應，也有範圍上完全的供應。」主天天

的救恩，就數量說，使我們在所有的境遇和景況中得著拯救；就

範圍說，祂能拯救到底。到底祂所以能救我們到底的原因是什麼

呢？ 

(一) 祂是唯一的道路──人憑著自己是不能進到神面前的，

但主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約十四 6)，是我們通往神的惟一道路。

所以我們能因著祂，由於祂，以祂為中保而進到神的面前。 

(二) 祂都能拯救到底──這裏所說的拯救，不是主在十字架

上作救主的拯救，乃是主在天上作祭司的拯救；不是主贖罪的拯

救，乃是主代求的拯救，是在我們因信得救以後，主天天所給我

們的拯救，叫我們能過屬天的生活。「到底」在這裏，不只是指

著時間，也是指著度數，就是到極點的意思。主天天的救恩，就

時間說，要拯救我們到底；就度數說，要拯救我們到極點。 

(三) 祂長遠活著、不斷代求──基督永遠為祭司，表明祂要

用永遠生命的能力，成就在我們身上的工作。祂永遠活著，所以

祂能拯救到底。 

【家訊信息】生命的增值 
這幾年來，我有多次機會和青年聖徒交通怎樣管理、分配、經

營、應用、發展和培育資源，就是怎樣 manage 神所託付給我們

的資源，包括時間、才智、能力、財物等等，這是我一生中非常

關注的事情。三年半前，我被診斷患有癌症；一年半之前，癌症

復發，我更加覺得自己年日有限，對於這方面更加有負擔。在客

觀的真理上，可能我沒有多少新的看見；在主觀的心情上，卻加

上了相當的緊迫感。 

從模擬到數碼 

 我曾經與青年聖徒交通「人生的意義」，分享到「給出去」的

人生，怎樣帶給我們豐富、滿足的人生。那時我的心願是：以

「得著」來謀生，以「給出去」來渡生，以「傾倒」來畢生。今

次交通的主題是「生命的增值」，正好承接上次的主題「人生的

意義」。早前弟兄們要我交通「人生的定向、定位」，這個主題跟

這兩次的交通很有關係。當年我在大學讀化學，修了兩門課：定 

性分析(qualitative analysis)和定量分析(quantitative analysis)，定

性在先，定量在後，不能先修定量再修定性。這很有意思，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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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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g3c2B6X6V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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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的時代有關。現今的時代不光進步、開明，更是多類型的

發展境界。處身這世代，我們是從模擬式(analog)過渡到數碼式

(digital)，正如電腦的發展，是從模擬式進展到數碼式。又如從

前的照相機操作困難，有時候對焦不準，因為是模擬式；現在的

照相機操作容易，自動對焦，因為是數碼式，這觀念實在太重要

了。 

「人生的意義」雖然重要，多少還是模擬式，「生命的增值」則

類近數碼式。已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夫妻應當彼此相愛，但回到

日常生活中，究竟顯出你們的愛有多少？生命的增值在於日常生

活的細節，所以夫妻的生活需要從模擬式進到數碼式。 

生命的價值觀 

生命的增值，跟我們對生命的價值觀有關。幾年前我來到香港，

弟兄們跟我談到負資產，這是香港特有的問題。香港房地產的價

格漲得很厲害，這是在職青年的切身問題。職青工作了幾年，開

始盤算買樓，到底要花二十年或三十年的薪水呢？一般人買樓，

需要到銀行辦理按揭貸款，先付兩三成首期，然後按收入供樓付

息，所以樓價與收入形成一定的比例。早幾年我聽聞遠東(包括

香港、新加坡、東京等地)的樓價極高，一般僱員需供款二十

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一百年，這是不成比例的。在西方社

會，你付了首期便繼續供款，假若有一天遭遇突變，如失業而未

能供款，頂多損失首期。但在香港，你有可能變成負資產，就是

除了損失首期，還要負債，這對職青有非常大的影響。 

資產若沒有增值，就變成負資產，但屬靈生命不會是負資產，因

為它是以「給」為原則，不是以「得」為原則。基督徒的人生觀

是永恆的，不是短暫的，所以我們的價值觀與世人不同。耶穌原

是永遠無限的神，卻道成肉身，成為有限的人。祂在地上活出完

美的人生，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成功救贖，使我們與神和好，對人

生有一個新的看見，在時間裡有一個正確的價值觀，就是我們在

短暫的年日裡，不再受罪惡的捆綁，得著永遠的生命，而且能夠

達成神造人的目的。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雖然活在短暫的、有

限的時空裡，卻能夠與永遠的神掛勾。換句話說，我們在地上是

短暫的人生，但我們的價值觀是永恆的。 

我們看看基督徒的異象，就發現真理有兩面性。比方說，我們信

主以後，不單在地位上有改變，在生活上每一天都有新鮮的經

歷。又如基督和教會的異象，其實是一體兩面的異象，是模擬式

和數碼式，也是定性和定量，就是同一事情的兩面。一方面我們

信主了，就個人來說，是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另一方面，神造

我們的目的，是大於我們個人的利益。故此我們不但要懂得人生

的意義，還要在我們短暫的時空中，與神的旨意配合。我們只不

過是一幅大圖畫的小部分，但我們在短暫的時空中可以和永恆掛

勾，活得有意義。 

生命的影響力 

生命的增值，就是在神給我們有限的時空裡，我們應該常常自我

反省：「到底我的生存，有沒有造成不同(make a difference)？」這

一點對我來說特別重要。就我個人來說，我因行動不便，最好躲

在家裡，不與任何人來往，這是一種容易的反應。可是我覺得每

天都要與人接觸，儘管我行動不便，但有許多人來看我，我就得

花時間與他們接觸。我覺得每一天的時間，都不是為著自己，而

是為著在這時空裡神所安排的人。為這緣故，我覺得我的生存要

有不同。這不是說我有甚麼新的東西能給別人，我的交通十分普

通，但我覺得我每一天都過得很有意義。這幾個月我睡得不太

好，但每天醒來，仍然盼望新的一天來到。我希望每一天，生命

都有一點的增值。 

我們異象的實踐當然是基督和教會，但我們不光在道理上以基

督作生命，在與人的接觸中，不光在教會裡與肢體接觸，也包

括在職場、社會上與人接觸。試問我們把甚麼帶給別人？在我

們的崗位上，能夠作出甚麼貢獻？我覺得這一點，是我們信主

的人該有的雄心，而不是盼望得到甚麼物質的東西。我們的雄

心，就是盼望我們生存在世上，能夠使我們與所接觸的人得著

益處。 

配合神的旨意 

我們所處的時代瞬息萬變，所有的進步是從模擬式轉到數碼

式，工作要求比以前更大。從前是模擬式，馬馬虎虎就可以

了；現在是數碼式，所以非常認真。這三年半以來，我經常進

出醫院，跟醫護人員多次接觸。我發現當醫生護士真不容易，

他們面對很多資訊，統統都要記錄下來。護士一上班，馬上做

文書記錄，因為要與上一更的護士銜接；到最後一小時，又要

處理交更文書，所以十分忙碌。他們要將記錄輸入電腦裡，之

後有誰出錯，就可以將他找出來，所以責任和壓力都非常大。

其實任何一個行業都不容易，所以弟兄姊妹覺得工作上有相當

大的壓力。 

我們要好好培養、發展天賦，就是神所給我們的時間、才智、

能力，以及各樣的資源。我們要有一個雄心：我們能夠好好發

展、運用神所給的資源，就能夠在這時代 make a difference。我

們必須認清：「我是誰？我出生在甚麼時候？神有甚麼安排？」

這一切都有神的主宰。我們必須看見神的主宰，並需要與神配

合。現今的工作真不容易，但從另一面來看，這個時代很簡

捷、方便，例如有很多輔助讀經的工具和軟件。上一代的屬靈

追求不容易，現今的時代才容易，因有大量的網上資源，我們

要好好利用。 

現今不單是守成的時代，更是創業的時代，正如在西方或香

港，都有學校設立創業系。青年人有很多理想和想像力，但必

須超越自我，從傳統的包袱、束縛裡出來，就連屬靈的追求，

我們也需要創新的理念。換句話說，神給我們天賦，我們要好

好發展，並且常常檢討、交通，看看能夠怎樣改善。青年人在

現今的世代有很多機會，我們不僅要從自我中心出來，還必須

犧牲自己的享受，來服務人群、貢獻社會。 

有人問主耶穌最大的誡命是甚麼，主說就是愛神、愛人，不僅

是愛神，也要愛人。愛神是應該的，卻較為模擬式。這不是說

模擬式不夠高，乃是說模擬式不夠明顯，而愛人則有明確的對

象。故此，主耶穌的回答是：要盡心、盡性、盡意愛神，其次

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我們必須從自我中心出來，擴闊自

己成為愛別人的人。當然我們要傳福音，但不單是直接口傳福

音，更要在生活中活出福音，好叫我們在有限的時日裡，每一

天的時間都能令我們增值。我們不是活出自己，以自我為中

心，乃要活出一個更大的理想，就是活出神的旨意──愛神和

愛人如己，這是我們的異象。──朱永毅弟兄 

 真正的價值就是：使生命有生活的動力，並使人產生偉大的

行動和思想。 

 人必須想清楚的，或許應該是──我們為什麼有價值，而不

是我們有多少價值。 

 許多人都只會計算成本，卻很少人能衡量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