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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12/21~12/26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1:45 AM 

信息交通聚會                  10:50〜12:15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黄志杰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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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晚上8:30〜9:30 PM     杨震宇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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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14年 12月 28日主日感恩見證聚會，請弟兄姊妹出席，一

同見證神在 2014年的引領。 
 

 

 

 

 
 

 
十二月廿一日 

讀經 啟十二；爭戰得勝 

鑰節 弟兄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

於死，也不愛惜性命。(啟十二 11) 

禱告 主啊！我們何等歡喜，可「因羔羊的血，自己所見證的道

和不愛惜自己的性命」，去抵擋撒旦，而站在得勝者的行

列中。 

詩歌 得勝！得勝！阿利路亞！―― 詩歌音樂 

十二月廿二日 

讀經 啟十三；靠主爭戰 

鑰節 凡有耳的就應當聽。擄掠人的必被擄掠，用刀殺人的，必

被刀殺。聖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啟十三 9～10) 

禱告 主啊！求祢憐憫，不叫我們受環境的影響，失去了對袮的

敬畏、倚靠和忍耐。 

詩歌 我們若稍微偏离正路～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廿三日 

讀經 啟十四；初熟果子 

鑰節 這些人未曾沾染婦女，他們原是童身。羔羊無論往哪裏

去，他們都跟隨祂。他們是從人間買來的，作初熟的果子

歸與神和羔羊在他們口中察不出謊言來；他們是沒有瑕疵

的。」(啟十四 4～5) 

禱告 主啊！我們願成為羔羊的同伴！讓我們把握每一個機會來

跟隨祢，學習在任何環境中順從祢、活出祢；並靠著祢的

大名，作個得勝者！ 

詩歌 我不敢稍微失敗～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廿四日 

讀經 啟十五；得勝者歌 

鑰節 唱神僕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說：主神全能者阿！你的

作為大哉！奇哉！萬世之王阿！你的道途義哉！誠哉！主

阿！誰敢不敬畏你，不將榮耀歸與你的名呢？因為獨有你

是聖的；萬民都要來到你面前敬拜，因你的作為已經顯出

來了。(啟十五 3～4) 

禱告 神啊！願我們對袮有更深認識。我們要歌頌祢奇妙的作

為、道途、公義、聖潔、榮耀！ 

詩歌 榮耀歸與真神～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廿五日 

讀經 啟十六；公義審判 

鑰節 我們又聽見祭壇中有聲音說，是的，主神，全能者阿！你

的判斷義哉！誠哉！ (啟十六 7) 

禱告 神啊！我們敬拜祢，祢的法則是公義的，祢的應許是真實

的！主啊！祢的再來是榮耀的，求祢天天扶持我們， 給我

們力量儆醒等候。 

詩歌 主！使我們更愛你～ 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廿六日 

讀經 啟十七；同著羔羊 

鑰節 他們與羔羊爭戰，羔羊必勝過他們，因為羔羊是萬主之

主，萬王之王，同著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選有忠心的，也

必得勝。(啟十七 14) 

禱告 主啊！不論福，不論苦，我們願一路跟隨祢，忠心到底，

直到進國度！ 

詩歌 我們今願跟隨耶穌～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廿七日 

讀經 啟十八；瞬歸無有 

鑰節 一時之間，這麼大的富厚就歸於無有了。(啟十八 17上) 

禱告 主啊！求祢開我們的心竅，知道世上一切的東西均要歸於

無有，好叫我們只追求認識祢。 

詩歌 主耶穌，當我們想到你～churchinmarlboro 

【本週聖經鑰句】 
「弟兄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

死，也不愛惜性命。」(啟十二 11) ──本章我們看到「弟兄勝過

牠」的屬靈爭戰得勝的根據是：(1)藉著羔羊的血，就是認定基督

寶血永遠的功效，叫撒但在我們身上無所控告；(2)自己見證的

道，就是用神的話，宣告基督得勝的事實，使撒但潰退：和(3)至

死也不愛惜性命，就是至死忠心也要為神站住，使撒但對我們無

能為力。 

【家訊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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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事項】 
◆ 為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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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在病中上海张建伟弟兄，鲍贤珍姊妹，李景译弟兄的父親，紐約

教會朱永毅弟兄和台灣陳佳琪姊妹(杨震宇弟兄的弟妹)禱告。 

三月三十日 

讀經 撒下十九～二十；大衛重返耶路撒冷與示巴背叛。 

鑰節 【撒下十九 30】「米非波設對王說：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

地回宮，就任憑洗巴都取了也可以。」 

禱告 神啊，求袮給我們米非波設的心志——我們的得失並不要

緊，神的旨意當留心。 

詩歌 十字架的道路要犧牲-- YouTube  

◆ 台灣陳佳琪姊妹(杨震宇弟兄的弟妹)禱告。 

http://www.agvnacc.org/Hymns/C658.MP3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372.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9-2-12%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203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More%20Holliness%20Give%20M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ollow%20on.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180.htm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ro1anEFz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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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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