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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5 年 12/6~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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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英杰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曹振东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姊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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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為 12月 19 日青少年福音聚會禱告。求主使青少年聖徒不以福

音为耻，抓住機會邀请好友参加，並愿在他们朋友面前，藉著唱詩

歌與作見證，使來者都聆聽到神的福音。 

 

 

 

 

 

 

十二月六日 

讀經 約壹五；住主裏面。 

鑰節 使我們認識那位真實的，我們也住在那位真實的裏面，就是

在祂兒子耶穌基督裏面，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們哪，

你們要自守，遠避偶像。（約壹五 20〜21） 

十二月七日 

讀經 约贰；愛與真理 

鑰節 愛你們是為真理的緣故，這真理存在我們裏面，也必永遠

與我們同在。（約貳 2） 

十二月八日 

讀經 約叁；靈魂興盛 

鑰節 親愛的弟兄阿！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的靈

魂興盛一樣。（約叁 2） 

十二月日 

讀經 猶 1～25；仰望保守 

鑰節 「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保

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

生。」(猶 20～21) 

十二月十日 

讀經 啟一；基督異象 

鑰節 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神賜給祂，叫祂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

祂的眾僕人。(啟一 1上) 

十二月十一日 

讀經 啟二；能聽耳朵 

鑰節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啟二 7) 

十二月十二日 

讀經 啟三；神殿柱子 

鑰節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從那裏出

去。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並我的新名，都寫在

他上面。(啟三 12) 

【本週聖經鑰句】 
「耶穌基督的啟示」(啟一 1)是《啟示錄》的主題和中心。本書

就是以這耶穌基督的啟示，來安慰、堅固、鼓勵所有有分於耶穌

之患難、國度和忍耐的人，使他們能為主和祂的國度作見證。 

我們如何來研讀《啟示錄》呢？ 

(1)讀《啟示錄》要存愛慕基督的心。約翰，這位愛的使徒，以

愛描述基督、彰顯基督、見證基督。在啟示錄莊嚴的信息背後，

約翰仍然讓我們看見神大愛和主救贖的大功。因此，只有愛是一

切的總結。只有愛上這位可愛的主，我們才會在讀啟示錄時，渴

望在每一頁裡，看見祂的榮容，聽見祂慈愛的聲音。因為凡是為

專心尋求祂(念這書)、親近祂(聽見的)、順服祂(遵守其中所記

載的)的人，都是有福的 (啟一 3)。當一位年青的女士在第一次

閱讀某一本書時，感到沉悶乏味，但後來當她重讀此書時，卻突

然覺得溫馨精彩無比，理由很簡單，因這時她已與此書的作者共

墮愛河了。 

(2)讀《啟示錄》要專注於耶穌基督。在研讀啟示錄時，千萬不

要掉入神學的迷宮中，只要將我們的目光集中在坐寶座的主身

上，並用謙卑的靈，求聖靈光照我們的心，必能明白書中的奧秘

和啟示。因本書的主題和中心是有關「耶穌基督的啟示」(一 1)

和為「耶穌作見證」(十九 10)。神旨意的中心是基督，神計劃中

的一切都是與基督發生關係。萬有是為著祂、藉著祂造的，也是

靠著祂而立(西一 16～17)，最終更要歸一在祂裏面(弗一 10)。

聖經中應許、預表和預言的應驗、神計劃的成就、萬有的結局都

在乎祂、每一件事都在祂裏面找到答案。本書雖然也啟示許多其

他的事物，但啟示的中心乃是基督。我們得先對基督的啟示有正

確的認識，才能成為耶穌基督的見證。本書啟示主耶穌是阿拉

法，俄梅戛，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一切在祂裡面得到

更新，得到活潑的盼望。 

【家訊信息】聖靈與聖徒 
第一堂特會提到聖靈已完成神第一步的工作，不但恢復了天地，

更配合了主耶穌拯救人類的工作。但這只是一個開始，地被恢

復、人被救贖還不是神計劃的完成，現今聖靈要繼續將神的計劃

作在人身上。 

聖靈兩面的工作 

聖靈在聖徒身上有兩面的工作：第一，住在人裡面，這既為著生

命，也為著生活(約十四 17，二十 22)；第二，降在人身上，這

是外在的，為著有能力來事奉主。聖靈第一步的工作是住在我們

裡面，成為我們的生命，所以基督徒生命的起點、祕訣及能力，

完全在乎聖靈。聖靈將神的計劃實施在我們身上，是先在我們裡

面的生命做起，使我們生活、動作能夠活出屬靈的實際。 

主耶穌來到地上與門徒一同生活，但門徒對主仍是似識非識。我

們也一樣，如果只藉著外面的基督，我們對祂的認識還是很有

限，因此神差遣聖靈來，為要住在我們心裡，向我們啟示基督。 

聖靈在人裡面的工作  

聖靈在我們裡面的工作，首先是叫我們重生。重生就是從神那裡

再生一次，得著神的生命，這是信主第一天就有的事實，是新生

命的開始。我們天然的生命是墮落敗壞的，是會過去的、死亡

的，因此基督的救贖使我們重新開始，得著新的生命。「祂既來

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約十

六 8)聖靈先在我們裡面作光照的工作，使我們認識並承認自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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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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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義的人，會受神審判。當我們認識自己是罪人，才願意接受主，

然後聖靈就作工，使我們重生，得著新生命。重生就是從靈生的

(約三 6-8)，這是生命的問題，不是外面改良的問題。當我們打開

我們的心，呼求主、悔改、相信的時候，就重生了，這是聖靈在我

們生命裡第一步的工作。 

接受主那一刻，我們不但罪得赦免、得著新生命，同時也領受了聖

靈(徒二 38)；凡未得著聖靈，都不是真正重生得救。在創世記裡神

向亞伯拉罕應許：萬國要因你得福，今天我們信主耶穌，就得著所

應許的聖靈(加三 14)，也就是得著神早已為我們預備的福。 

此外，我們受了聖靈為印記、憑質(弗一 13-14)。「印記」代表聖靈

證明我們是屬乎神的人，「憑質」代表聖靈保證我們現今所預嘗的

榮耀滋味，將來必定得到，就是我們都要改變形狀，與基督的榮耀

身體相似，這是我們的盼望。「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嘗過天恩

的滋味、又於聖靈有分…的人。」(來六 4-5)「於聖靈有分」代表

我們與聖靈是同伴、分享者，能與聖靈一同分享所有好處，也能參

與聖靈一切的工作。我們與聖靈有分，這是極大的奧祕！ 

聖靈內住的功能 

不但如此，聖靈的內住要在我們身上作更多的工作，包括： 

1.賦以生命的活力(約六 63；林前十五 45；林後三 6)：聖靈不但給

我們生命，也持續給我們生命的活力。「叫人活著的乃是靈」(約六

63)的另一翻譯是「賜生命的乃是靈」，說出聖靈不但點活我們裡面

的生命，且一直加增我們生命的活力，叫我們有力量活出這個新生

命。2.活水的江河(約七 38-39)：聖靈一直供應我們的生命，使我

們能成為活水的江河，湧流出去，供應別人。3.辯護、安慰者、中

保(約十四 16、26；約壹二 1)：聖靈是保惠師，在我們旁邊幫助我

們。祂也是安慰者、中保，作我們的朋友，隨時隨地幫助我們，從

不離開我們。 

4.指教、引導(約十四 26，十六 13；羅八 14；林前二 10-12；加五

18)：真理的聖靈來了，不但引導我們，更帶我們進入一切的真

理。但我們有一種危機，就是將心裡的幻想當成聖靈的引導，所以

必須回到靈裡，才有真實的引導。5.澆灌神的愛(羅五 5)：聖靈不

是給我們一點點神的愛，而是澆灌、傾倒下來，將神的愛注入我們

生命裡。6.幫助、代禱(羅八 26-27)：聖靈知道我們的軟弱，有時

心中的擔子重到甚麼也說不出來，不知道怎樣禱告，當我們回到靈

裡，聖靈就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這是何等的恩典！聖

靈的代禱，與主耶穌在天上作中保，是互相配合的。聖靈為我們代

禱，主將這代禱送到父神面前，父神答應了，就叫聖靈來完成，這

是最美的禱告。 

7.喜樂(羅十四 17；加五 22；帖前一 6)：神的國不在乎吃喝，乃在

乎聖靈中的喜樂。8.盼望(羅十五 13)：聖靈成為我們的盼望。9.成

聖(羅十五 16；林前六 11；帖後二 13；彼前一 2)：因著聖靈，我們

才能成為聖潔，可蒙悅納。 

10.分賜恩賜(林前十二 7-11)：聖靈將不同的恩賜分給我們。 

11.得自由(林後三 17)：主的靈在哪裡，那裡就得以自由，聖靈叫

我們從一切捆綁中被釋放出來。 

12.變化(林後三 18；多三 5)：我們能夠變成主的形像，榮上加榮，

是從主的靈(聖靈)變成的。聖靈在我們裡面運行，叫我們一天一天

被變化，模成神兒子榮耀的形像，這是神創造人、救贖人的目的。 

13.結果子(加五 22-23)：聖靈叫我們結出果子。14.智慧、啟示(弗

一 17，三 5)：聖靈給我們智慧和啟示。15.剛強(弗三 16；提後一

6)：聖靈叫我們剛強起來。16.供應(腓一 19原文)：聖靈給我們充 

足、全備的供應。17.守住託付(提後一 14 原文)：聖靈叫我們

能守住神給我們的託付。18.膏油塗抹(約壹二 20、27)：這是聖

靈天天在我們身上要做的工作，像膏油一樣塗抹我們。雖然我

們看不見聖靈，但祂讓我們裡面感覺到有沒有平安。聖靈的恩

膏在凡事上教導我們，我們要學習摸裡面聖靈的感覺。誠如慕

安德烈所說：「聖靈的內住是神救贖工作的榮耀傑作，是神聖奧

祕最屬靈、最奧祕的部分。」  

聖靈降在人身上的功用 

聖靈外面的工作就是聖靈的澆灌、充溢，這是父神的應許，叫

我們能為主作復活的見證。「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

上，你們要在城裡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路

廿四 49)「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

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

證。」(徒一 8)這是聖靈在我們外面作能力的工作，叫我們能事

奉祂，能為祂作見證。 

慕安德烈說：「聖靈降在人身上，為要得著新的神聖能力，以作

那新的神聖工作，見證死而復活的耶穌。聖靈從上頭來的能

力，為實施主捨棄寶座和生命所成功的工作。」 

聖靈充滿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弗五 18)我

們要被聖靈充滿，這不僅是神的命令，也是信徒的責任、呼召

與權利，應當不斷經歷。我們已得著聖靈，還要繼續被聖靈充

滿。我們看見在使徒行傳裡，有很多被聖靈充滿的事例(門徒、

彼得、司提反、保羅、巴拿巴等)，他們不是一次被聖靈充滿，

而是不斷被聖靈充滿，這是唯一蒙拯救的路。 

我們怎樣被聖靈充滿呢？有以下三個途徑：第一，信：被聖靈

充滿是神的應許，我們要憑信心支取這個應許，而不是摸感

覺、看環境。第二，奉獻，就是將主權交給主。能否被聖靈充

滿的最大障礙，就是我們自己的生命，所以我們要倒空，被磨

碎，成為虛空的器皿，就能盛載神的豐富。第三，順從，聖靈

說了就去做，聖靈禁止就不做，這就是順服聖靈的舉動。 

史伯克說：「十字架是聖靈用來使基督的豐富成為我們經歷的獨

一工具。十字架將我們的己破碎，我們就能讓聖靈有絕對的地

位，來佔有我們、管治我們。」試問聖靈在我們裡面佔甚麼位

置？我們是否將祂關在房裡？祂不應是旅客或房客，而是真正

的屋主。我們該讓祂擁有一切的地位，讓祂來佔有我們、管治

我們，這樣自然而然，我們就能夠被聖靈充滿。 

宣信說：「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二章 12節說：『我們所領受

的，並不是世上的靈，乃是從神來的靈，叫我們能知道神開恩

賜給我們的事。』有了這樣大的眼光，才可有大信心、大經

歷。聖靈如同領我們參觀美麗的皇宮，引導我們看了各樣房間

各種珍寶以後，祂就給我們一把鑰匙說：『這房屋和其中的寶

藏，都是屬你們的。』所以我們當祈求神，使我們有屬靈的眼

光，能看見我們屬靈的基業。這是以弗所書的中心思想。保羅

在講了聖靈的印記以後，便說：但願神賜給我們有啟示的靈，

開啟我們心裡的眼睛，使我們知道祂向我們信的人所顯出的能

力，何等浩大，並引導我們看見神的寶藏何等豐富，最後他

說：『你們要被聖靈充滿。』」讓我們都被聖靈充滿。――謝德

建弟兄 

※聖靈充滿的人，要在世人面前將基督的形像在生活上返照出

來。──何爾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