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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5 年 8/23~ 8/29 

主日聚會 

 

擘餅聚會                        9:00～9:50 AM 

信息交通聚會                10:00～12:00 AM 

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王艾东弟兄家 

Morganville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曹英杰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朱玫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因學校的三週維修，教會主日聚會地址更改如下: 

（一） 8月30日主日早上全教會烤肉相調活動(上午11～下午

3PM)，在Freehold Turkey Swamp Park - Oak Point Picnic 

Shelter， 200 Georgia Road，Freehold， NJ 07728。请大家

通知大家，并邀请弟兄姐妹们與朋友参加。 

（二） 9月6日主日早上聚會(上午10:00AM～12 PM) Robertsville 

Bible Church， 13Church Road, Morganville 

（三） 9 月 11～13日冯弟兄訪問。下午 1:00 -3:00PM 姊妹成全

聚会在曹波姊妹家，請姊妹出席。 

 

 

 
 

讀經 林前二；聖靈顯明 

鑰節 只有神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了，因為聖靈參透萬事，就是

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林前二 10)  

八月二十四日 

讀經 林前三；與神同工 

鑰節 因為我們是與神同工的；你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

的房屋。 (林前三 9) 

八月二十五日 

讀經 林前四；神的管家 

鑰節 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神奧祕事的管家。 (林前

四 1) 

八月二十六日 

讀經 林前五；無酵新團 

鑰節 你們既是無酵的麵，應當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為新

團；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 (林前

五 7) 

八月二十七日 

讀經 林前六；聖靈的殿 

鑰節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麼？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

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 (林前六 19~20) 

八月二十八日 

讀經 林前七 1～19；夫妻之道 

鑰節 「夫妻不可彼此虧負，除非兩相情願，暫時分房，為要專

心禱告方可；以後仍要同房，免得撒但趁著你們情不自

禁，引誘你們。」(林前七 5) 

八月二十九日 

讀經 林前七 20～40；為主而活 

鑰節 因為這世界的樣子將要過去了。我願你們無所掛慮。沒有

娶妻的，是為主的事掛慮，想怎樣叫主喜悅。 (林前七

31 下~32) 

【本週聖經鑰句】 
「夫妻不可彼此虧負」(林前七 5) ――本句指出夫妻關係上要

互相尊重，而不可彼此虧負；以免給魔鬼留地步(弗四 27)，叫

牠因夫妻分房而有機可趁。在婚姻裏，丈夫與妻子的關係是互

相倚賴的，因此要互相尊重，不可彼此虧負。何時我們不肯犧

牲個人的主權和自由，而體恤對方，遷就對方，就會破壞了彼

此親蜜的關係，也叫撒但有機可乘來損傷夫妻的感情，而破壞

婚姻生活的和諧，以致主的名被羞辱。 

【要有愛不要自私】在美國，有一個牧師，給人行婚禮，一生

之中行了七百五十多對。他每一次在他們的婚禮裏都講過道，

勸他們有一件事要注意，就是不能自私。要結婚，要有愛，不

要自私。他年老的時候，就寫信出去問他們今天的情形如何。

在他寫信的那一個時候，還是七百多對。他們回信來說，家庭

還是快樂的，因為不自私。以美國來說，這一個情形是特別

的，在美國婚姻中，有四分之一是離婚的。但是這七百多對都

很快樂。 

【她是神所賜給我地上的至寶】一八五六年正月八日司布真和

湯姆生蘇撒拿(Susannah Thampson 結婚。兩人結成夫婦，真是

天生佳偶。司布真來自鄉間，言語、行動難脫粗俗。正需要一

位生長城市，談吐風雅的夫人來配合他。況且他所受的教育有

限，也需要一位學問淵博的夫人來幫助他。他常鼓勵她作評

判，她亦能忠誠婉轉地執行這個付託。莫怪司布真譽她為：

「她是神所賜給我地上的至寶，連許多天上的寶貝也是經過她

臨到我的。她之于我如同神的使者一般。」 

【教會的豐富】 

基督的豐富在教會裡  

 神是全有、全足、全豐的神，在舊約時代，祂藉著顯現、啟

示、說話，解決並供應祂子民一切的需要；在新約時代，神藉

著基督解決人類一切的罪過，叫我們因信祂罪得赦免，並得著

永遠的生命。神一切的豐富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基督

藉著死而復活，將神的豐富放在教會裡，所以新約時期也稱為

教會時期，因為神的豐富是透過基督也藉著教會，供應今世代

人類一切的需要。教會不單盛裝基督的豐富，還要將這豐富供

應出去，這是榮耀的使命。 

「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一 23)這

節的另譯是：「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

豐滿。」教會是神和基督的器皿，完全被神和基督的豐富所充

滿，所以教會也是豐富的。如果教會顯出貧窮的光景，我們就

要好好反省。神的豐富藉著充滿萬有的基督給了教會，而基督

的豐富藉著教會充滿萬有，這是何等榮耀！那麼教會如何實際

經歷基督的豐富而豐溢的顯出？這需要兩方面的認識。 

教會被充滿進入神的豐滿  

 第一方面的認識：「求祂按著祂豐盛的榮耀，藉著祂的靈，

叫你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 

【禱告事項】 
◆ 為2015年主在教會中生、養、敎、建的帶領禱告。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病中李济湟弟兄，李詠怡姊妹母親，紐約教會朱永毅弟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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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

何等長闊高深，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

滿的，充滿了你們。」(弗三 16-19)神按著祂豐盛的榮耀，也藉著

祂的靈，叫我們裡面的靈剛強起來，使基督因我們的信安家在我們

裡面，叫我們的愛心有根有基，這樣就有力量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

督超越的愛，並且知道這愛是測不透的，結果是：「神一切所充滿

的，充滿了我們。」（另譯：「我們被充滿，進入神的豐盛完

滿。」） 

教會要被神充滿，首先要認識神是愛，祂以何等的愛來愛我們。神

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這是沒有條件的愛、沒有止

境的愛、用不盡的愛、大到無法形容的愛！因著神這樣愛我們，所

以我們能放膽來到神面前，向神打開，支取神的豐富，這樣就能叫

神所有的豐富來充滿我們，教會成為神豐滿的表現。 

 神已經將所有的豐富擺在基督裡，基督也已經將祂的豐富擺在教

會──祂的身體裡。在地位上我們已經是基督的身體，但在經歷上

仍然夠不上，所以我們需要一同來領會神的愛。神的充滿不僅是一

次，而是一再的充滿我們。如果我們能夠一同來領會、認同基督豐

滿的愛，聖靈就要將基督的豐富一直灌輸到教會裡面，我們就能成

為基督豐富的彰顯。 

 第二方面的認識：教會所領受的豐富都從基督而來，所以不能驕

傲、自誇。教會是基督的豐富所裝滿的，該是富有的。然而在實際

經歷上，卻活出貧乏的光景。啟示錄三章 17-18節是主對老底嘉教

會的責備，老底嘉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應該是富足的，結果卻變成

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他們將神所給的當作是自己

的，就說自己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其實落在貧乏的光景裡；因著

驕傲，他們失去了基督那真正的豐富。我們本是一無所有，所得的

都是基督賜給，因此不能自誇、不能驕傲。 

基督的豐富要藉教會顯於後世  

「要將祂極豐富的恩典，就是祂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恩慈，

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弗二 7)這節的另譯是：「要將祂恩典超

越的豐富，要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給那些要來的世

代看。」教會經歷並彰顯了神的豐富，這個見證要延續到後來的世

代。神的旨意是基督與教會，神的豐富要藉著基督與教會彰顯出

來，基督與教會是不能分開的。為著這緣故，神那豐富的恩典一直

灌輸、傾倒在教會裡。 

「這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弗一 8)

這節的另譯是：「這個恩典是神用各樣的智慧和聰明，來滿滿的傾

注給我們。」神用上祂一切的智慧聰明作這事，可見這是何等重

要！神看上了我們，叫我們成為基督的身體，並藉著聖靈將祂豐盛

的恩典、一切的豐富，滿滿的倒在我們裡面，叫我們成為富足，這

是何等的寶貴！然而，這不光是為著我們來享用，神在我們身上有

更高的旨意。 

基督豐富資源的應用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祂一

同白白的賜給我們麼？」(羅八 32)神的兒子就是神的豐富，我們有

神的兒子就有神的豐富，這是白白得來、沒有任何條件的。「…你

們白白的得來，也要白白的捨去。」(太十 8)這是神的心意，我們

白白得神的豐富，不單是留給個人取用，也不單是留給本地教會取

用，乃是白白的給出去。世上有些人非常富足，卻是吝嗇成性、一

毛不拔；他們的財產一生都用不盡，但一分錢也捨不得給出去。我

們得著神的豐富，就不能作吝嗇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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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們給出去，神就

用十足的量器，塞得滿滿的，倒在我們的身上；給出去越多，

得回來也越多。 

「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二十

35)神是「給出去」的神，所以我們也要做一個「給出去」的

人，要好好善用基督給我們豐富的資源。保羅是一個好榜樣，

他領受了基督的豐富，然後把他領受的豐富供應各地教會。

「我也曉得去的時候，必帶著基督豐盛的恩典而去。」(羅十五

29)保羅想去羅馬探望眾聖徒，他在信中說：我如果去，不是空

手而去，「必帶著基督福音的豐盛而去。」(另譯)我們彼此的

交流、交通，不是閒話家常，不是批評定罪，乃是把基督的豐

富供應出去。這是保羅所做的，亦是歷世歷代許多聖徒所做

的；我們一面領受基督的豐富，一面將豐富供應給別人。此

外，神也要我們在物質上供應一些有缺乏的人。哥林多後書八

章 1-7節說到當時耶路撒冷教會的聖徒正遭遇饑荒，馬其頓的

眾教會對此有負擔，將款項送給他們。保羅因此勸勉哥林多教

會：「你們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識、熱心，和待我們的愛心

上，都格外顯出滿足來，就當在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顯出滿足

來。」(林後八 7)另一翻譯是：「你們既然在信心、口才、知

識、殷勤等各方面都有豐富的領受，那麼你們在慈惠的事上也

應該有豐富的付出。」我們白白的領受，也要白白的付出。 

「那賜種給撒種的，賜糧給人吃的，必多多加給你們種地的種

子，又增添你們仁義的果子；叫你們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

捨，就藉著我們使感謝歸於神。因為辦這供給的事，不但補聖

徒的缺乏，而且叫許多人越發感謝神。他們從這供給的事上得

了憑據，知道你們承認基督順服祂的福音，多多的捐錢給他們

和眾人，便將榮耀歸與神。」(林後九 10-13)施捨不是「減」，

乃是「加」，這是屬靈的經濟學。我們領受了基督那測不透的

豐富，然後給出去，眾人便知道我們是得著基督豐富的一班

人，將榮耀歸與神。 

腓立比書四章 15-19節，提到腓立比教會將物資供應給保羅，

但在保羅看來，腓立比教會是在增長他們的果子，歸在他們的

賬上，這是天上的投資。我們給出去越多，天上賬戶的積蓄就

越多，那日我們進神的國就不是貧窮的，而是豐豐富富的進

去。 

保羅為腓立比聖徒禱告：「我的神必照祂榮耀的豐富，在基督

耶穌裡，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四 19)保羅沒有要

求別人賙濟他，他說這完全是聖徒領受基督的豐富來轉送給

他。這節經文的另一翻譯是：「我的神必在基督耶穌裡，按著

自己榮耀的豐富，使你們一切的需要得到足夠的供應。」這是

屬靈的投資，叫我們學習做一個給出去的人。 

主說：「施比受更為有福。」我們認識並得著基督的豐富，就

要成為豐富的教會，也要成為給出去的教會。神沒有意思叫祂

的子民作貧窮的人，所以我們不應該作貧窮的基督徒，而是作

豐富、屬靈的基督徒，讓神的豐富從我們身上流出去，好叫得

著豐富的人將感謝、榮耀歸給神，也叫神自己得著榮耀。但願

我們不僅知道自己是一班富有的人，也要作一班供應出去的

人。――謝德建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