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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9/13~ 9/19 
主日聚會 

13Church Road, Morganville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交通聚會        10:50-12: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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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育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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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9 月 18～20 日冯弟兄訪問。主日下午 1:00 -2:00PM 姊妹成

全聚会在曹波姊妹家，請姊妹出席。 

（二） 9 月 26 日(週六)晚上福音愛筵聚會，請全體出席、參與服

事及留意教會各方面安排。 

 

 

 

 

 
 

九月十三日 

讀經 林後四；瓦藏寶貝 

鑰節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其大的能力是出於

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四 7） 

九月十四日 

讀經 林後五；為主而活 

鑰節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

人就都死了；並且祂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

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林後五 14～

15) 

九月十五日 

讀經 林後六；分別為聖 

鑰節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義和不義有甚麼

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甚麼相通呢？基督和彼列(彼列就是撒

但的別名) 有甚麼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干

呢？神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 (林後六 14～16 節上) 」 

九月十六日 

讀經 林前七；彼此安慰 

鑰節 但那安慰喪氣之人的神，藉著提多來安慰了我們；不但藉

著他來，也藉著他從你們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們。(林後

七 6～7) 

九月十七日 

讀經 林後八；財物奉獻 

鑰節 再三地求我們，准他們在這供給聖徒的恩情(原文恩典)上有

分；並且他們所作的，不但照我們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

先把自己獻給主，又歸附了我們。 (林後八 4～5) 

九月十八日 

讀經 林後九；蒙福人生 

鑰節 感謝神，因祂有說不盡的恩賜！ (林後九 15) 

九月十九日 

讀經 林後十；順服基督 

鑰節 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

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

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

順服基督。 (林後十 4～5) 

【本週聖經鑰句】 

「說不盡的恩賜」(林後九 15) ──也可譯為「無法表達的恩

典」。本節的「恩賜(charis)」在原文和「恩典」都是同一個字。

保羅感謝神，因為神的「恩賜」在這兩章聖經中實在太多了，

如：神賜給馬其頓眾教會的恩(八 1)、供給聖徒的恩情(八 4)、

這慈惠的事(八 6～7節)、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八 9)、所託

與我們的捐貲(八 19原文是恩)、各樣的恩惠(8 節)、神極大的

恩賜(14節)等。本章在供應聖徒事上，保羅指岀無論是「給」

的人，還是「受」的人，都經歷神那「說不盡的恩賜」。因為

財物的奉獻是神「說不盡的恩賜」在傳遞及流轉──使奉獻的

人蒙祝福，經手的人蒙祝福，代轉出去的人蒙祝福，得著的人

蒙祝福，结果是全教會都蒙祝福。因此，保羅從心底發出感謝，

因為神「說不盡的恩賜」有四種美好的結果：(1)缺乏的聖徒得

到幫補(12節上)；(2)受惠人知道向神感謝(12 節下)；(3)受惠

人與施予者的關係更加密切(14節)；(4)人因為捐獻者的甘心樂

意而受激勵，也為他們感謝神(13 節) 。 

【基督徒的理財原則】衛斯理說得好：「盡你所能的賺取，盡你

所能的節省，也盡你所能的給予。(Gain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Give all you can)。」雖然世界上的人是「量入為出」，

然而基督徒的理財是「量出為入」。 

【我的夥伴】糖果製造商休樂（John S.Huyler）在設廠之初就採

納雅各的方法「凡你所賜給我的，我必將十分之一獻給你」

（創二十八 22）他到銀行開了一個特別的戶頭，用「M.P.」的

縮寫作為戶名。他把收入的一定比數定期存入這個戶頭。有人

問這兩個字母代表什麼時，他便回答說：「My Partner」（我的

夥伴）。他在每一筆生意中都想到神，因此，他的事業發展驚

人，每週「主的府庫」都收到不斷增加的鉅款。他每次幫助別

人，都不願接受別人道謝，他告訴對方，「你只要感謝神，而

且只要謝謝祂，因為這些錢乃是主的，而不是我的。」天父實

在需要像這樣的管家，你有「M.P. 」戶頭嗎？──《清晨露滴》 

【擘餅聚會─敬拜父】 

擘餅聚會是主親自設立的，是教會中最重要的聚會，為此要多

花時間交通，好更新我們對擘餅聚會的認識，提升我們的實行，

使主得著榮耀，教會亦因此蒙福。 

聖靈帶領 

 當我們一同聚會時，聖靈在其中運行；每一次聚會，聖靈都

與我們同在，所有詩歌和讚美都在聖靈的帶領裡。我們這許多

人的聚集，並非烏合之眾，也非有組織的團體，乃是基督的身

體；主是我們的元首，藉著聖靈在聚會中運行、帶領；我們若

順服他、跟從他，就顯出身體的實際。故此，每次擘餅聚會都

該是和諧的、有方向的，因都是聖靈在帶領著進行。主的豐富

是浩瀚無限的，一次聚會當然讚美不盡，所以聖靈總是帶領某

一方面的詩歌和讚美：有時帶領我們記念主在十架上受苦受害，

或是記念主奇妙的救恩，或是記念主的降卑順服；有時帶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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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紐約教會朱永毅弟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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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讚美主的復活，或是讚美主的高升、得勝，或是讚美主的榮

美、他為人時的完美無瑕…聖靈又或者帶領我們想到主的包羅

萬有，成為我們豐富的供應及享用…無論是哪一方面，聖靈都

在此有帶領。 

每次聚會都有主題和方向，因為聖靈與我們同在。在聚會中，

我們必須尊重聖靈、隨從聖靈。我們所提的詩歌和讚美的話，

都是從聖靈而來，所以要順著聖靈，讓聖靈帶出詩章、頌詞、

靈歌，叫我們彼此對說，口唱心和的在靈裡將榮耀歸給我們的

主。 

放下自己 

 如何在聚會中讓聖靈的帶領顯明，以致顯出我們是基督的身

體，在元首的帶領底下？我們需要以下兩方面的學習和配合： 

 第一，放下自己。在一週之中，我們或會被某些詩歌或話語

所摸著，但一起聚會的時候，未必就是要照著這些來提出詩歌

和讚美，總要跟著聖靈在聚會中的帶領。所以我們來到聚會中，

首先要放下自己，否則聖靈的帶領不能夠顯明。如果每一個人

都只在意提出自己的詩歌，恐怕就會窒礙聖靈在聚會中的運行

和帶領。每次擘餅聚會，我們要提早到達，放下自己，倒空自

己，不帶著別的，只讓聖靈來帶領。 

 除了放下自己所想的詩歌，亦要放下自己的禱告內容，好配

合聖靈的帶領，順著聖靈的主題。有時我們甚至會有一篇預設

的禱文，但如果只照著這些字句禱告，可能變為樣板的禱告。

我們需要的是聖靈，每一次聚會都要讓聖靈來帶領；聚會沒有

聖靈，唱詩和禱告都是死的。還有要放下我們的性格，例如：

習慣不讚美，或是一定要讚美得長，或多次讚美，這一切都要

放下。因著人多，每次聚會我們可能只有一次起來讚美，但我

們都在聚會中進入肢體的禱告裡，大家一同讚美。只有放下自

己，聚會才會被提升、更豐富；放下自己，進入並消失在身體

裡，聖靈就能自由的帶領。 

順從聖靈 

 第二，積極留意聖靈的帶領。聖靈運行在弟兄姊妹中，提出

了詩歌，我們就一同唱和，進入詩歌裡。這時，聖靈就會用詩

歌的內容感動弟兄姊妹起來禱告，這是聖靈具體地藉著詩歌而

帶出的禱告。如果我們唱詩的時候，沒有進入詩歌內容，沒有

隨著聖靈的運行而讚美，就會與聖靈脫節。聖靈的帶領是一步

一步進深的，但我們若不留意，隨便根據自己而另起一個頭，

恐怕就不能更深地摸著主了。惟有跟從聖靈的帶領，聚會才會

被拔高，使我們更摸著主，又被主所摸著。 

 此外，要留意弟兄姊妹的禱告內容，這亦是跟從聖靈的帶領。

當我們留心進入弟兄姊妹的禱告，同聲說阿們，就是與他們一

起讚美，具體地經歷、顯出身體的實際。當我們投入聚會，弟

兄姊妹的禱告往往能觸動我們，使我們也要起來讚美，這就是

聖靈的運行帶領。聖靈願意這樣帶領我們，眾人的禱告就變成

如同一人的禱告，何等和諧、美妙，顯出基督身體的實際。如

此的聚會，乃是彼此在靈裡相連的聚會，互相激發我們對主的

讚美、感謝和敬拜。求主叫我們有這樣的學習，放下自己，留

意並跟隨聖靈的帶領。 

敬拜父神 

 我們擘餅聚會分為記念主與敬拜父兩個時段，記念主是主自

己所親自吩咐的，但敬拜父的根據在哪裡呢？讓我們首先回到

主設立餅杯時的情景：馬太福音廿六章記載，耶穌與門徒吃完

晚餐後，「他們唱了詩，就出來往橄欖山去。」(30節)主帶領

門徒唱甚麼詩呢？照著猶太人的傳統，在逾越節所唱的乃是讚

美耶和華的詩篇，即是說主帶領著門徒去敬拜父。這是主的榜

樣和實行，也是我們敬拜父的根據，叫我們效法主敬拜、讚美

父。 

 「因那使人成聖的和那些得以成聖的，都是出於一。所以，

他稱他們為弟兄也不以為恥，說：我要將你的名傳與我的弟兄，

在會中我要頌揚你。」(來二 11-12)「那使人成聖的」就是我們

的主，「得以成聖的」就是我們，「都是出於一」就是出於父

神，有神的生命。主和父神的生命是一樣的，主將這個生命賜

給我們，使我們都是出於父神，是從神生的。我們與主既是出

於一，所以主稱我們為弟兄也不以為恥。「我要將你的名傳與

我的弟兄」指主將神的名傳給我們，「在會中」指我們與主一

起聚集的會中，「我要頌揚你」指主要頌揚父神；換言之，主

帶領一班蒙救贖的弟兄在會中讚美父神。當然在任何場合，只

要有主與我們同在都能敬拜父，而擘餅聚會是最合宜、最自然

的場合，讓主帶領我們敬拜父，正如昔日主與門徒吃了逾越節

的晚餐，帶領著他們唱詩讚美父一樣。 

親近阿爸 

 擘餅聚會中我們領這個餅，是記念主在十字架上擘開身體、

傾倒生命，以至於死。當主在十字架上斷氣的時候，殿內的幔

子從上而下裂為兩半，表示進入至聖所的路已經打通了，所以

擘餅的時候，自然想起靠著主我們就能進到父面前。另外，我

們領受這個杯，表明主用血洗淨我們，與我們立了新約，為的

是使我們能夠坦然來到父面前，得以親近神，不再有間隔。還

有，我們記念主的復活升天，賜下聖靈，使我們都藉著他被聖

靈所感，就能以進到父面前，這就是以弗所書二章 18 節所說的：

「因為我們兩下藉著他被一個聖靈所感，得以進到父面前。」

並且我們所受的靈乃是兒子的靈，所以我們能夠呼叫「阿爸！

父！」享受父神一切的慈愛，何等親切！ 

 因著以上的根據，每次擘餅聚會記念主之後，就順理成章地

跟從主來敬拜我們的父神。當我們想到在長兄主耶穌的帶領下

一同敬拜父，這樣的情景已經足以叫我們獻上感恩和讚美，正

如門徒跟著主唱詩讚美神，這是最好的敬拜聚會。昔日主是在

肉身裡與門徒同在，今天他是在靈裡與我們同在，帶領我們親

近父神，這是更親密的關係，何等的甜美！ 

 在擘餅聚會中我們敬拜父，有別於記念主。雖然主與父原為

一，但他們的工作卻不一樣，例如我們讚美主為我們釘十字架，

因這是主所作的，敬拜父卻有另外的內容。我們有清晰的讚美

對象，這樣讚美才清楚、具體，眾人就能一同阿們響應。簡譜

本有多首敬拜父的詩歌，幫助我們讚美父的各方面，例如：讚

美父的信實、偉大、慈愛、揀選、預定、計劃、賜下獨生愛子

耶穌基督、賜下聖靈、接納我們這些浪子、使我們模成神兒子

的形像…這些都是我們敬拜父的內容。 

總結 

 主救贖我們，叫我們作神的兒女，有兒子的靈，使我們可以

稱呼神為阿爸父，進入與父甜美的交通裡。盼望我們的擘餅聚

會能被提升，在聖靈的帶領裡記念主，又在主的率領下，一同

敬拜阿爸父神，叫主與父得著滿足，我們也得著滿足──香港

教會家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